
“林定坤名医工作室”专家团队，是
一支不忘初心、向上向善的队伍。在林
定坤的带领下，一批批广东好医生来到
鄂温克族自治旗，帮扶少数民族地区医
疗卫生事业和贫困户牧民。

2年多的时间里，寒来暑往，他们 27
次往返鄂温克族自治旗，给 2000多名患
者诊治，为 200 多名患者施行手术。凡
事贵在坚守，专家团队这么多次不计报
酬，甚至牺牲个人利益到边远牧区送
医，靠的则是他们向上向善的情怀，是
专家团队医者仁心和初心如磐在鄂温
克草原的生动实践。

对于广东省中医院来说，派出林定
坤名医工作室专家团队帮扶鄂温克族
自治旗，并不是国家安排的“对口帮扶”
任务，而是这家医院的“自选动作”。他
们站位高远，自觉把帮扶边疆少数民族
地区纳入自己的职责范围，体现了一家
公立医院的博大胸怀。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因病致贫的牧
民占有相当大比例，林定坤名医工作室
补齐了当地优质、高端医疗资源的短
板，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医
疗服务，推动了健康扶贫工作。此外，
名医专家团队的到来，也让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到边疆地区，对于提升鄂温克族
自治旗基层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助推
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促进基本医疗服务
均等化，为当地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深度破题。

广东省中医院是国内同业中的翘
楚，连续 6 年被评为全国中医百强第一
名。林定坤名医工作室专家团队中西
医结合，突出中医药特色，普及中医“治
未病”理念，应用技法、理疗、艾灸等安全
有效方便价廉的中医疗法，这对中医药
事业的传承和发展，弘扬中医药文化，
推动当地中医药事业发挥出重要作用。

健康中国战略把人民健康放在优
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实施健康中国战
略，离不开广大医务工作者辛勤付出。
林定坤名医工作室这种先进地区帮扶
民族地区的“粤蒙医疗合作”模式，完全
可以在其它地区复制和推广。如果能
有更多的医生工作者像林定坤名医工
作室专家团队一样，走向边疆，帮扶基
层，加入到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中来，我
们相信，健康中国的伟大目标就一定可
以早日实现。

医者仁心的力量

【记者手记】

2019 年 7 月 27 日，鄂温克族自治旗迎来
了全国性的医疗界学术盛会。这一天，《最
美草原·骨伤科疾病高峰论坛》在草原小城
巴彦托海镇举行。

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王省良，广东省中
医院院长陈达灿、大骨科主任林定坤，天津
医院肢体矫形外科主任万春友，辽宁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候德才等专家、学者
莅临盛会。

小城办大会，这不但在鄂温克族自治旗
历史上绝无仅有，也开创了骨伤科论坛开到
边疆小城的先河。全国骨伤科疾病名家齐
聚一堂，共同探讨、交流专业领域的新成果、
新发展。

举办这次盛会的契机，肇始于广东省中
医院林定坤教授领衔的“林定坤名医工作
室”专家团队。该团队在鄂温克草原上，演
绎了一段倾心帮扶的佳话。

2017 年 8 月，“林定坤名医工作室”落户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2 年多的时间
里，一批批广东医生不远千里，奔赴遥远的
鄂温克族自治旗倾情帮扶，在广州与草原之
间搭起了一座健康扶贫的爱心桥梁。

从珠江畔的羊城广州到呼伦贝尔大草
原的鄂温克族自治旗有多远？——八千里；
广东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与该旗各族患者
的心有多近？——零距离。

是医者仁心，是共产党员的初心，是超
越了时空和民族的大爱，让相隔千山万水的
两地不再遥远。

草原上来了广东好医生

广州与鄂温克族自治旗，可谓天之南，
地之北。从南国到北疆，要飞越八千里航
程。两地人民心手相牵，缘于 2 名医生的相
遇与相知。

2015 年，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医院副院
长鄂森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骨科访学期间，
结识了同在这家医院进修的广东省中医院
医生李想。

共同的学习、生活，呼伦贝尔、鄂温克族自
治旗，在李想的心中日渐清晰。从此，鄂温克族
自治旗缺医少药的医疗状况和牧民群众的身心
健康，成为他心中挥之不去的牵挂。

鄂温克族自治旗地处呼伦贝尔草原腹
地，漫长寒冷的冬季，长期的牧业劳作和草
原特定的饮食习惯，使不少牧民患上了脊柱
病、骨关节病、腰腿痛等疾患。该旗为欠发
达地区，缺医少药状况还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当地脱贫攻坚
中难啃的硬骨头。

2017 年初，经李想牵线搭桥，鄂温克族
自治旗医院领导付松林、鄂森 2 次去广东省
中医院考察，得到了中医院大骨科主任林定
坤教授和中医院的热情回应。

了解到当地缺医少药的现状，在中医院
的大力支持下，林定坤义无反顾，决定不远
千里去帮扶。林定坤说，鄂温克族自治旗有
那么多牧民患者需要帮助，我们有责任、有
义务把优质的医疗资源送到草原牧区。

林定坤，广东省中医院大骨科主任、广
州中医药大学博士生导师、全国重点专科学
科带头人、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经验继承人、

“广东省名中医”、首届“广东好医生”奖获得
者⋯⋯作为中国骨科领域的顶级专家，林定
坤是名副其实的“大医”。

2017 年 3 月，广东省中医院骨科成立岭
南骨科医疗联盟时，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应
邀加入。从此，一南一北的两家医院开启了
合作模式。

2017 年 6 月 16 日，林定坤带领中医院骨
科、皮肤科、神经科的10多名专家来到鄂温克
草原，开始了广东医生八千里草原送医之旅。

鄂森回忆，当时正值鄂温克族传统节日
瑟宾节，我们想让专家们尝尝手把肉，领略
下草原风光，感受下民族风情，之后再谈合
作和义诊。可是林定坤和专家们来了就开
始接诊、查房、做手术。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的第一天，专家
们就接诊患者 100 多人，3 天时间里，为当地
患者做了 30 多台关节置换手术。林定坤说，
作为医生，初心就是救死扶伤。第一次出
诊，他就看了 70 多位患者。

2017年8月，由林定坤领衔的林定坤名医
工作室落户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之后2年多
的时间里，林定坤8次往返鄂温克族自治旗。

中医药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骨伤病治疗
中有着丰富的治疗手段和方法，具有简便实用、
费用低廉的优势。作为中医名家，林定坤把中
医药带给了鄂温克族自治旗患者。手法、理疗、
艾灸⋯⋯患者在治疗中爱上了艾叶飘香，体验
到手法和理疗的神奇功效。

2017 年底，林定坤帮助鄂温克族自治旗
医院建立了颈肩膝腿疼痛中心。通过治疗
一体化、养治一体化模式，林定坤和专家团
队把中医适用技术、临床经验和治疗理念毫
无保留地传授给当地的医务工作者。

上医治未病。林定坤认为，医生不仅是
治大病、治重病，还要让群众少发病、不发
病。推广预防保健，群众受益会更多。

鄂温克草原冬季冰天雪地，寒冷漫长。
城镇居民和牧民室外活动非常少。多年前，
林定坤曾自创了一套锻体功法—“健体八段
功”。结合当地气候特点，他特意改良功法，
按照室内、室外活动的不同需求，增加了床
上动作，为这里的群众量身定制了“草原版”

的“草原健体功”。
“草原健体功”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简单易

学，在家里、办公室都能锻炼。冬季，当地群众
不用外出，便能进行有针对性的运动。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的病房、大厅，
林定坤为医护人员和患者现场示范；在冰天
雪地的锡尼河东苏木孟根楚鲁嘎查，他亲自
向干部和牧民推广；在巴彦托海镇赛克社区
和南达罕社区，他打起了“草原健体功”。为
了让更多人学会自我保健，林定坤还专门录
制了“草原健体功”教学视频。

千里送医，林定坤名医工作室专家团队
分文不取。林定坤说，我们的帮扶对象是少
数民族贫困地区，我们去的初衷就是帮扶，
根本没有考虑过怎么拿，怎么分。

非但不计报酬，为了帮助当地贫困患
者，林定坤倡导建立了林定坤名医工作室基
金。在他的积极倡导和人格感召下，“朋友
圈”“亲友团”加入到爱心帮扶队伍之中。

大道不孤。广东省天柱慈善基金会、健力
宝集团董事林裕敏 、叶红汉，企业家林伟坚等
纷纷伸出援手，捧出爱心，林定坤的妻妹何国棉
也慷慨解囊捐出了50万元。目前，基金募得善
款140万元，已帮扶了13名贫困患者。

广州荣道堂医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的
“四维枕”，可有效改善颈椎病患者症状。公
司经理林伟坚了解到林定坤在牧区的善举
后，执意要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

2019 年 7 月，他随林定坤专家团队来到
鄂温克族自治旗，向患者捐赠了价值 7 万多
元的“四维枕”，为工作室基金捐款 5 万元。

“我们为林定坤教授的大爱所感动”，林
伟坚说，我们是表心意、尽绵力，企业就应该
承担起社会责任。如果工作室基金还有缺
口、有需要，我们愿意长期捐赠。

作为国内顶级的骨科专家，在广州找林
定坤看病的人可谓求医若渴、一“号”难求。
有些人惊奇，林定坤怎么跑到呼伦贝尔那么
远的地方去了？

在准备与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合作时，深
圳市某医院曾邀请林定坤去开门诊，建学科，给
出了有吸引力的优厚报酬，但却被他婉拒了。

“第一次在这边接诊，就感受到当地牧
民的热情、朴实，也了解到他们被疾病折磨
所受的痛苦，这更加坚定了我过来帮扶的决
心。”林定坤说，“我不在广州，患者还可以找
到别的专家，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就不一样。
能为边远地区的患者解除病痛，我们更有成
就感和荣誉感。”

这片土地是懂得感恩的。巴彦托海镇
布里亚特包子店店主斯仁道力玛，因膝关节
僵硬变型饱受病痛折磨。2017 年 6 月，她接
受了双膝关节置换手术，是林定坤在鄂温克
族自治旗的第一例膝关节手术患者。

有一次，康复后的斯仁道力玛得知林定坤
要来店里，就把感激之情融入布里亚特包子之
中。林定坤吃得出，这次包子里的肉特别多。

人生会面对多次选择，尤其在当今这个
不缺机会的时代。是选择喧嚣一时的功利，
还是选择忠于内心的善良？林定坤用自己
的担当给出了答案。

在林定坤的感召、带领下，广东省中医
院专家们初心同振，把家国情怀书写在北疆
大地上。

派往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林定坤名医
工作室的专家团队，是广东省中医院大骨科
脊柱、关节、创伤等领域内各有所长的知名
专家。对于大骨科来说，可谓“精锐尽发”。
他们当中，90%以上为共产党员。

林定坤教授带领的专家团队，大多利用
周末等公休时间来鄂温克族自治旗帮扶，每
次都在当地工作四五天。门诊、查房、手术、
疑难讨论、专题讲座⋯⋯对于林定坤名医工
作室的专家来说，这就是他们工作的日常。
他们不计报酬，甚至牺牲科室和个人经济利
益，为边远地区少数民族患者解除病痛。他
们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
把家国情怀书写在鄂温克大地上。

寒来暑往，四季更迭，广东好医生千里
送医却没有停止脚步。2017 年 6 月至今，广
东省中医院派出 27 批次医疗专家，共计 201
人次来到鄂温克族自治旗倾力帮扶。

在该医院医生的叙述中，林定坤和他的
专家团队敬业、专业精神，让人心生感动。

广州和呼伦贝尔之间没有直达航班，往
返需要中途转机。为了尽早抵达目的地，专
家们早晨 4 点就得出发去机场，赶最早的一
班飞机。途中辗转，下午 4 点左右在呼伦贝
尔落地后，征尘未洗，他们就立即赶往医院。

返程时，专家们大多选择下午的班机，为的
是上午再多看几个患者。舟车劳顿，当他们回
到广州的家中时，往往已是午夜时分。

为了节省时间，他们的午餐、晚餐大都
是在医院手术室吃盒饭。简单吃过之后，就
又匆匆走向诊疗室、手术台。

脊柱科副教授赵帅曾5次来到鄂温克族自
治旗。2019年五一劳动节，他原本计划陪妻女
出游度假。但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有需要脊柱
手术的患者，妻子李雪莲和女儿赵桐，就陪同放
弃休假的赵帅一起来到鄂温克族自治旗。

3 天中，赵帅忙于门诊、查房，做了 3 台
脊柱手术，无暇照顾妻女。当时正值防火
期，妻子和女儿就在宾馆待了 3 天。

没能陪伴妻女，让赵帅心有愧意，但他
仍觉得很充实：能帮助当地淳朴的牧民患
者，这就是一个医生的价值。赵帅说，支撑
他的是侠义精神，抑或是草原情怀。

李想——有理想。全国抗震救灾模范、
全国优秀中医青年、荣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纪念章⋯⋯这些荣誉和褒
奖，注解着李想的崇高理想和人生追求。

2年多的时间里，李想17次来到鄂温克族
自治旗医院帮扶，是来鄂温克族自治旗次数最
多的专家。让他时时兴奋的，是和曹学伟教授
在当地医院创造的一个全国手术纪录。

那是 2017 年 8 月的鄂温克族自治旗之
行，在 2 天时间里，曹学伟、李想两人合作做
了 30 台骨关节手术，创造了全国县级医院一
次性手术数量最多的纪录。

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30台手术器械的
保障是极大的挑战。当地供应商提供不了那么
多手术器械，李想多次协调，供应商同意从哈尔
滨、呼和浩特、北京调配手术器械，并专门从哈
尔滨派来技术专员跟踪服务。

2 天中，曹学伟和李想上午正常出门诊，
中午 12 点左右两间手术室同时做手术。他
们分工协作，紧凑衔接，把每台手术都做成
精品。为了节省时间，晚饭就在手术室吃工
作餐，凌晨 2 点左右，他们才拖着疲惫的双腿
回到住地。

之后电话回访，曾参加手术的鄂森笑着
回答，“患者的腿都恢复了，可是我的腿不行
了，就是跟你们一起站的”。

对鄂温克族自治旗 2 年多的帮扶，李想
无怨无悔：作为林定坤教授的学生，老师就
是他人生的标杆和方向。人虽然生活在实
实在在的社会中，但不能太看重经济利益，
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更有意义，更重要。

爱心仁术温暖鄂温克大地

嘎拉森道力玛，是鄂温克族自治旗锡尼
河东苏木孟根楚鲁嘎查的鄂温克族贫困牧
民。由于从小染上布氏杆菌，双腿膝关节闭
合。11 岁起，她就只能借助双拐出行。

对于嘎拉森道力玛来说，是既没钱治
病，当地又很难治好她的病，平时只能靠吃
些蒙药减轻病痛。2017 年 8 月，工作室专家
为她实施了双腿膝关节置换手术，嘎拉森道
力玛恢复了行走功能。按照健康扶贫医保
政策，她的手术费用报销额度达到了 92%，
自费部分也由“大病保障基金”兜底。

是林定坤名医工作室的专家改变了嘎
拉森道力玛的命运。扔掉双拐后的嘎拉森
道力玛买回的牛犊，如今已发展到 23 头。
2019 年，嘎拉森道力玛一家实现稳定脱贫。

同样感念林定坤专家团队的，还有辉苏
木乌兰图格嘎查牧民敖登格日乐。因患两
侧骨性关节炎，敖登格日乐双腿内翻畸形，
行走困难，丧失了劳动能力。

敖登格日乐的病一直拖到 2018 年。这
一年 4 月，忍受了十五六年病痛折磨的敖登
格日乐慕名来到旗医院，林定坤名医工作室
专家为她做了关节手术。

“没想到能恢复得这么好”，敖登格日乐
说，医院的服务特别到位，治疗期间广东专
家每天都来看望她，后期对她的康复治疗和
功能锻炼也特别精心。

手术解除了敖登格日乐的病痛。手术前
被搀扶着走进医院的敖登格日乐，出院时自己
走出了医院大门。现在，挤牛奶、洗衣服、做家
务已成为敖登格日乐生活中的常态。

对于周化龙来说，他从来没想过会到几
千里之外的广州做手术。

2019 年 12 月 26 日凌晨 1 点多，巴彦托
海镇居民周化龙在广州天河机场落地。7 个
小时后，在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医生的陪同
下，周化龙出现在广东省中医院，“绿色通
道”让周化龙很快办好了住院手续。

6 天后，由林定坤主刀，为周化龙施行了
髋关节翻修手术，手术历时 3 个半小时。

周化龙是巴彦托海镇惠普小区居民，住着
政府廉租房，吃着城镇居民低保，靠修鞋的营生
艰难度日。双侧股骨头坏死、食道癌，让独自生
活的周化龙陷入了贫病交加的境地。

因右腿骨股头假体松动，2019 年 7 月经
林定坤诊断，周化龙需要进行人工全髋关节
修复术。因当地设备、器械、材料不全，林定
坤建议他到广州做手术。

周化龙感慨，这次去广州做手术，自己
根本没操啥心，住宿、交通、入院手续、手术
安排等等，都是工作室的专家帮着联系。大
骨科联系春丽公司为其捐赠了价值 9 万元的
髋关节假体，手术治疗费用医疗保险报销之
外，他个人负担部分由林定坤名医工作室基
金解决。周化龙说，他个人只花了点住宿、
吃饭的钱。

2 年多来，林定坤名医工作室门诊接诊
2220 人次，手术 204 台。其中 63 名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员，手术 23 台。

林定坤名医工作室将先进的医疗技术
和管理理念带到鄂温克族自治旗。

专家团队手术时间短、出血少、康复快、
并发症少，治疗中彰显中医特色，强调筋骨
并重，提倡手法，理疗等非手术疗法，针灸、
艾灸、手法全方位介入，这让当地医生的治
疗观念耳目一新。

过去，旗医院骨科以治疗创伤为主，现
在转变成以治疗骨病为主，涵盖了骨科的常
见病、多发病和疑难病症。引入工作室后，
旗医院骨科患者增加了 30%。求治的患者
中，牧民占了一大半，就连附近牧区的患者
也纷纷慕名而来。

林定坤名医工作室入驻 2 年多，创造了
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历史上多个第一：第一
例肩关节镜系列手术，第一例肩关节肩周炎
手法松解术，第一例膝关节后交叉韧带关节
镜下重建术，第一例微创膝关节全膝置换
术，第一例腰椎融合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专家团队对鄂
温克族自治旗医院的科室管理、患者管理等亲
自指导与示范；通过手术带教、教学查房、学术
讲座等方式，培训当地医护人员1000多人，提
升了当地的诊疗技术和管理水平，为草原留下
了一支带不走的高水平医疗队。

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党支部书记付松
林，深深为林定坤名医工作室专家团队的仁
心大爱所感动：大医有大爱！他们不求名利
帮扶少数民族贫困地区，让广大牧民在家门
口享受到了优质的医疗服务。如果全国的
医生都像林定坤专家团队一样帮扶落后地
区，“健康中国”就有望早日实现。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鄂
温克族自治旗委书记赵玉林认为，林定坤名
医工作室的建立，促进了鄂温克族自治旗健
康扶贫和脱贫攻坚工作，补齐了群众对优质
健康服务需求的短板。双方将深化合作，推
动鄂温克族自治旗健康事业的发展。

广东省中医院党委书记翟理祥说，在鄂温
克族自治旗医院建立林定坤名医工作室，是广
东省中医院文化理念和核心价值的体现，医院
在政策、资源上全力支持工作室的工作。他们
不是一个团队在战斗，他们的背后，是广东省中
医院，是广东中医药大学，是大广东。

院长陈达灿表示，广东省中医院将继续帮
扶鄂温克族自治旗，建立协作机制，支持鄂温
克族自治旗医院重点专科发展，弘扬中医药文
化。省中医院的专家将与鄂温克族自治旗医
院的医生结成对子，鄂温克族自治旗医院可以
选派骨干医生免费来进修学习，给鄂温克族自
治旗培养一支自己的队伍。工作室将致力于
打造多学科开放平台，省中医院皮肤科、胃肠
科、风湿免疫科都将加盟其中。

2019 年 7 月，广东省中医院与鄂温克族
自治旗人民医院协作医院揭牌；广东省中医
院与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政府健康扶贫、医
疗帮扶深度合作签约。

林定坤名医工作室促进健康扶贫的工作
机制，已提升为鄂温克族自治旗与广东省中医
院在卫生健康事业的深度帮扶与合作，他们的
爱心帮扶故事，也远远没有画上句号。

“粤蒙医疗合作”模式，正在鄂温克草原
上续写着新的篇章。林定坤为骨折患者诊治。

牧民患者与回访的林定坤热情相拥。

爱心人士向林定坤名医工作室基金捐款。

林定坤在社区传授“草原健体功”。

跨越八千里的爱跨越八千里的爱
□文/图 本报记者 李玉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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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
展望新闻未来的走向

2017 年 8 月，“林
定坤名医工作室”落户
鄂温克族自治旗人民
医院。2 年多的时间
里，一批批广东医生不
远千里，奔赴遥远的鄂
温克族自治旗倾情帮
扶，在广州与草原之间
搭起了一座健康扶贫
的爱心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