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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军总医院的院史馆里，珍藏着
一本画册，这里面收录着的珍贵照片在时
间上跨越了一个多世纪。画册的主人公，
就是中国口腔颌面修复专业的开拓者、解
放军总医院口腔科创始人周继林教授。

1917 年，周继林出生在湖南长沙。她
的姑父张孝骞是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医
学的奠基人。周继林童年时就受到姑父的
影响，萌生了长大后当医生的愿望。

1935 年，18 岁的周继林被北京女子师
大、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南京中央大学医
学院 3 所大学同时录取。姑父张孝骞建议
她学牙医。对她讲：“你如果投身这个领
域，让一个国家的人重视牙齿，贡献将非常
大。”那时候中国还很少人懂得一口牙齿在
人的一生中有多么重要，口腔疾病发生率
很高。少女时代的周继林由此暗下决心，
要做一个有用的牙科医生。

1941 年，24 岁的周继林作为红十字会
救护总队的一名军医，奉命到贵阳图云关
山林里救治受伤抗日官兵。

一座座帐篷里挤满了伤员，其中相当
一部分是面部受伤的，惨状目不忍睹。尤
其口腔受伤者，难以吃饭，甚至无法说话，
有的还产生了自杀念头。面对战争的惨
烈、血腥和伤员创痛，看似柔弱的周继林没
有退缩，更没有回避，不改医者初心，毅然
决然地坚持去前线救护队，为伤员手术疗
伤，并温暖慰藉有轻生之念的伤员。没过
几天，起初对周继林持怀疑态度的救护总
队外科主任，就对她这个“弱女子”竖起了
大拇指，连连称赞：“好啊不简单，你是好样
的！”

1946 年，周继林和丈夫洪民一同被派
往美国费城维利弗治总医院颌面中心进
修，周继林主修颌面修复学，洪民主修颌面
外科学。一年后，在长沙湘雅医学院任院
长的姑父到美国，顺道看望周继林，告诉
她：“我已经给你们联系好了在美国的工
作，你们就留在美国吧！”姑父张孝骞是她
最尊敬的亲人，但周继林却说：“我一定要

回国！”因为战争伤员救治的需要，因为民
族口腔健康的需要，坚定了她医学报国的
信念。

他们回来了。1949 年初，国民党逃往
台湾前夕，周继林夫妇都是国民党指定安
排去台湾的重要医学人才。国民政府三天
两头派人上门游说，甚至威逼利诱。但他
们夫妇不为所动，被催急了就把自己在上
海淮海中路的住处，用木板和钉子把大门
牢牢地封住，别人进不去，自己也出不来。
他们在里面守了 10 多天，直到上海解放。

看到人民解放军战士纪律严明、秋毫无
犯，在街道上和衣而睡，宁肯自己挨冻，也不
挤占老百姓住宅。周继林夫妇对中国共产
党领导下的这支军队，不由地心生敬意。

1949 年 7 月，上海解放后，上海市军管
干部来到周继林家，带来了陈毅市长签发
的委任状，让洪民担任华东军区总医院牙
科主任，周继林担任牙科教授。想到自己
即将为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政府工作，并且
为那些可敬可爱的战士看牙治病，周继林
夫妇非常高兴，非常自豪，马上到任工作。
从此，他们光荣地成为了解放军军医。

在华东军区总医院，他们为一批批伤
员做了口腔颌面手术与修复，用自己的医
术为士兵减轻伤痛。

从此，他们的行医足迹出现在人民军
队伤员救治最需要的时刻。抗美援朝战争
结束后，战争造成的大量伤员仍然需要救
治。1954 年 6 月，周继林和丈夫被派到距
朝鲜边境不远的解放军 201 医院，负责抗美
援朝战争中口腔颌面伤伤员的治疗。口腔
颌面伤伤员数量大、伤情严重复杂，周继林
和战友们投入到繁重的救治任务中。

有一位叫刘恩林的负伤战士，脸被炸
得面目全非，脸部只剩下一只眼睛和一只
耳朵，治疗风险和难度系数太大，即使治好
了也可能导致残废。刘恩林每天都承受着
身心的巨大痛苦，甚至产生了轻生念头。
周继林被无数像刘恩林一样的战士不惧危
险、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感染感

动，暗下决心，一定要全力救治他们。她轻
轻拍着刘恩林的肩膀安慰他说：“小刘同
志，你就把我看作是你的姐姐吧，我会尽最
大的努力，为你恢复面容，让你过上正常人
的生活。”

周继林克服了重重困难，经过周密的
计划和细致的研究探索，成功地为刘恩林
完成了精细化修复。当刘恩林解开头上的
绷带，看见自己的面容时无比惊喜：炸掉的
耳朵又出现了——赝复耳几乎和真的一
样！赝复眼球也像真的，外翻的眶也基本
恢复了原状！大家围着他，祝贺这位经过
战火洗礼的战士重获“新生”！

这 段 军 医 与 士 兵 的 救 治 情 缘 一 直 延
续。从 201 医院返回后，周继林对刘恩林随
诊观察长达 42 年之久，先后为他进行修补
手术 50 多次。这期间，刘恩林结婚生子，
还带着孩子来看望周继林。这场长达近半
个世纪的治疗，开始于当年的一句承诺：我
会尽最大努力让你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周
继林做到了！

她坚守了医者的责任，把对人民子弟
兵的深情厚爱镌刻在心坎上，把为病人解
除痛苦看得高于一切，用实际行动践行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1958 年，周继林调入解放军总医院，开
始了新的创业，为口腔科建设发展打下了
坚实基础。

1980 年，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 52
岁的石磊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周继林的门
诊。当时，她的牙齿已经全部缺失，严重影
响生活，但诊治需要漫长的过程。接诊后，
周继林为石磊进行了精心修复，并长时间
跟踪诊疗。此后，每当有新技术问世，周继
林都想方设法用到石磊的治疗中。退休以
后，放心不下的周继林又把石磊托付给了
自己的学生刘洪臣，治疗持续至今。如今，
石磊已经 88 岁高龄。

“把患者装在心里。”这是周继林常挂
在嘴边的话，也是她践行一生的诺言。

出门诊时，周继林用心记录下很多患

者特别是危重患者的联系方式和家庭住
址，每逢周末或闲暇，她就会上门或电话回
访，为的就是让患者的治疗效果达到最佳。

周继林还动员爱人洪民一起向医院申
请，将他们的专家号全部改为普通号。她
说，这么做不为别的，就是想方便病人，也
帮他们省点钱。夫妇二人被患者传颂为

“不挂专家号的名专家”。
1996 年 ，年 近 八 旬 的 周 继 林 光 荣 退

休。按说该颐养天年了，可周老依然按时
出门诊。

后来，年龄越来越大，周继林不再定期
出诊了，可每当有原来就诊的患者找她时，
周继林都会克服腿脚不便等困难赶到门
诊。她说：“病人千里迢迢来找我们看病，
绝不能让他们失望！”

行医一生，钻研一生。为攻克“颞颌关
节强直”这一国际医学难题，周继林和洪民
一道，在 5 年多时间里，反复进行科学论
证、临床实践和比较改进，提出了“乙状切
骨原则”，颠覆了传统关节切除方法，使该
病术后复发率从 90%降至 0；在救治受伤志
愿军战士过程中，周继林和洪民对“上下颔
大型骨缺损修复”进行了 10 年探索，先于
国外 10 年提出了运用喙突及升支前份骨修
复缺损的理论，并为一位下颌骨缺损长达
14 厘米的患者成功手术，这一成果在全国
迅速推广，造福成千上万的患者；为了搞清
口腔白斑和扁平苔藓这两种癌前病变的发
病机理，年过六旬的周继林带领年轻医生
深入河南农村调研，起早贪黑到田间地头
抽样检查。随后，周继林又泡在实验室里
加班加点，制作出口腔白斑动物模型，并从
各种药物中筛选出有效治疗剂型，为疾病
治疗作出了贡献。

2016 年 12 月，周继林已经退休整 20 年
了。但她坚守师道、严谨治学的故事，仍在
解放军总医院口腔科流传。

口腔科主任医师胡敏当年写博士毕业
论文时，经常因为一些小的错误被导师周
继林打回去重写。那时候没有电脑打印

机，全凭手写，胡敏前后抄写了十几遍才过
关，食指上都磨出了茧子。解放军总医院
海南分院口腔科主任王燕一也是周继林的
博士生。有一次因为实验需要的小猪迟迟
没货，担心实验进度的王燕一想用其他动
物代替，没想到受到导师严肃批评。

为了让口腔医学事业后继有人，周继
林和洪民一直诚心扶植后起之秀，不拘一
格培养人才。即便是“文革”期间，为避免
科室专业水平滑坡，周继林和洪民在楼道
里办起“走廊大学”。刘洪臣、步荣发等年
仅三十五六岁就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教
授，一批批硕士、博士从这里走向军地口腔
医学战线，宛若溪流泽四方。在 80 多岁高
龄时，周继林坚持编写出口腔医学专业的
著作，把宝贵的经验留下来。她还让自己
的三个孩子全都从事口腔医学工作，为更
多的口腔患者解决病痛。周继林荣获原总
后勤部“伯乐奖”。

人生一百年，从医八十载。在口腔医
学领域，周继林像春蚕吐丝一样，把自己的
一切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她用一辈子的
执著坚守，彰显了一个共产党人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风范；用锲而不舍的优
良作风，谱写了熠熠生辉的方寸华章。

（本报记者 汪慧珊 整理）

执著坚守中谱写方寸华章
——周继林教授事迹

倾其所有为苍生
——叶惠方教授事迹

作为妇产科专家，她终身献给医学事
业救人无数，到生命最后的时刻，把遗体捐
献用于医学研究；

作为一名教授，她呕心沥血育人，将医
术毫无保留传授给学生，退休之后仍义务
讲授英语分文不取；

作为一个普通人，她 20 多年里没有为
自己添过一件新衣服，却为患者、为社会、
为家乡捐款无数……

全然奉献，是她生命的主旋律；大爱无
私，是她人生的幸福观。

她就是叶惠方，解放军总医院妇产科
创始人。2017 年 1 月 17 日，她安静地走完
了自己 101 年的人生之路。

叶惠方 1917 年出生在广东，父亲是位
医生。1934 年，17 岁的叶惠方考上了燕京
大学，后转入北平医科大学、上海医学院求
学。

1942 年，叶惠方去重庆中央医院当医
生。1948 年协和医院复校时，她才回到北
京，成为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教授的学
生。

林巧稚像母亲那样爱护病人，深深地
影响了叶惠方。有一天，叶惠方查房，发现
病人不在，等了一阵还不见踪影，她猛然想
到，莫非病人上厕所出事了？赶去一看，果
然，病人晕倒在厕所，门还被插上了。当时
的厕所门下面是悬空的，叶惠方不顾脏臭
钻进去，以瘦弱之躯一把托起病人。林巧
稚在科里对叶惠方的举动高度赞扬。

新中国成立后，叶惠方和医学工作者
迎来人生和事业的春天。

1953 年，中央军委决定组建解放军总
医院，已成为林巧稚得力助手 36 岁的叶惠
方被选为第一批技术骨干。那时，解放军总
医院刚刚起步，选址北京西郊一大片田地，

粪池、坟地随处可见。简易的科室里，设备
十分简陋，百业待兴。叶惠方就把家里的东
西，小到一双拖鞋、一个电炉，大到幻灯机、
照相机，一件件拿到科里以解燃眉之急和
救治之需。

白手起家，创业维艰。在她的带领下，
科室搭建起来了，有 20 多张床位，只有一
位主治医生和两位住院医生。叶惠方开始
手把手地培训新人，一批一批的技术骨干
和业务尖子在她身边成长起来。建科的第
二年，妇产科就荣立了集体三等功。

20 世纪 60 年代，国内妇产医学界认为，
患有心脏病的人禁忌剖宫产，否则患者会
死在手术台上。1964 年，医院收治了一位
患有严重心脏病的产妇，危在旦夕。为了
挽救孕妇和胎儿的生命，叶惠方决定做剖
宫产。有人劝她，这样风险太大，要出人命
的。她说：“两条生命啊，你能眼睁睁地看
着生命在你眼前消失？”

是什么给了叶惠方这么大的勇气和力
量？这就是对患者生命至高无上的爱。所
有科室人员的爱心和责任感都被调动起
来，深切的爱心和细心，密切的配合，使这第
一例心脏病孕妇剖宫产成功了，母子平安。

叶惠方三救李玉萍母子的故事更是广
为传颂。1971 年，孕妇李玉萍难产住院，病
情复杂，值班医生束手无策，只好向叶惠方
求助。叶惠方立即赶到产房，指导她正确
用力，孩子顺利出生。可是，孩子出生后又
患了“新生儿自然出血症”，非常危险。叶
惠 方 毫 不 犹 豫 地 说 ：“ 我 是 O 型 血 ，抽 我
的！”她先后两次为这个孩子献血。后来，
李玉萍又出现了严重的更年期反应，多次
医治没有什么效果，她再次找到叶惠方。
在叶惠方的精心治疗下，李玉萍逐渐康复，
摆脱了痛苦。

爱，大爱，就这样成为她生命的主旋律
和关键词。叶惠方认为，医生的爱不是空
的，首先必须热爱本职工作，做到技术精
湛，为患者撑起“生命之舟”。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敬业精业、至精
至诚的职业追求。她在国内首次推行了

“无痛分娩法”，并创下了北京市妇产科剖
宫产率最低的纪录。她主编和翻译的医学
书籍有 10 多本，还参加编著《更年期保健
培训教程》，在全国推广使用。她主编的

《妇女更年期保健 70 问》，成为医学科普书
系中的畅销书。她先后培养出近百名业务
骨干和研究生，有的当上了院士。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甘为人梯、默默
无私的深情托举。上世纪 90 年代，科室缺
少经费，叶惠方把亲人汇给她的 2000 美元

提供给年轻医生翁霞云出国深造。为了让
翁霞云安心求学，她还告诉她这是公费。
至今，已是知名专家的翁霞云教授提起这
件事，仍然热泪盈眶。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牺牲自我、深谋
远虑的果断割舍。叶惠方是妇产科领域公
认的“一把刀”，但她 44 岁正当盛年的时
候，主动把手术主刀的位置交给了崭露头
角的年轻人。对此，有人不理解：这可正是
你事业的黄金年龄啊！她说：“始终保持

‘一把刀’的称号，对我个人是好事，但是，
科室要是长期只有‘一把刀’，那就是灾难
了。只有把‘一把刀’变成‘多把刀’，科室
才有发展前途。”

这种爱，有时候是一种视患如亲、全心
全意的温暖呵护。1998 年春天，一对农民
夫妇带着先天性肛门闭锁的新生儿，千里
迢迢从苏北来到解放军总医院求医。这
个手术非常复杂，为了便于观察病人的身
体变化，叶惠方把这一家三口带到自己家
里，管住管吃，这一住就是两个多月。这
户农民很穷，付不起药费，叶惠方还替病
人交了部分医疗费。一年后，患儿来院接
受第二期手术，全家三口再次住进叶惠方
的家——这个特殊的“家庭病房”，直到患
儿痊愈。临行前，孩子的父母面对叶惠方
泣不成声，长跪不起。

这种爱，总是在最需要的时候自然涌
动，润物无声，沁人心脾，温暖无限。有人
说，叶惠方为病人做的好事，像天上的星
星，数也数不清。这话并不夸张。她到底
为病人献了多少次血，谁也说不清，包括她
自己。她对贫困的病人倾其所有，自己省
吃俭用却达到令人难以想象的苛刻程度：
她一年四季的服装，大多是居住在香港的
妹妹淘汰的。30 多年来，她没有舍得给自
己买一件新衣服。她多年行医所用的钢
笔，还是女儿多年前送给她的。戴的手表
是儿子送给老伴的，老伴去世后，这块表又
传到她的手上。她睡的床，是 20 世纪初期
她父亲在广州开医院时的病床。家里的两
个储物箱，是她的祖父用过的。家里没有
任何被浪费的东西，西瓜皮、柚子皮、橘子
皮，甚至鱼鳞都用来做菜吃。连吃饭的碗，
也是带着豁口的。如今的茶叶包装，盒子
里一种金黄色的内衬布，她捡来，一块块缝
成了一个床单，睡了好几年。可就是这样
一位节俭到极端的老人，却动辄三五百，甚
至成千上万元地为贫困患儿和山区的失学
儿童捐款捐物。

1995 年，叶惠方的丈夫因脑血管疾病
不幸去世，她坚决不让在国外的子女们回

来，要求丧事一切从简。子女们想给父亲
买一块好的墓地，可她不仅没有买墓地，反
而在丈夫的追悼会上将组织发给她的 7300
元抚恤金，加上自己的 2700 元积蓄，凑了整
整 1 万元捐给了“希望工程”。她自己在家
里弹了一曲肖邦的《安魂曲》为丈夫送行。
曲终后，她请人在婆婆的坟后边挖了一个
小坑掩埋了丈夫的骨灰。帮助掩埋骨灰的
妇产科同事张全的眼睛湿润了，说：“叶老，
你何必这么节省？”叶惠方说：“这是我和老
伴 生 前 所 希 望 的 ，这 是 我 对 他 最 好 的 纪
念。”

叶惠方的老家在广州，她总想着能为
家乡人民做点什么。她老家有一幢价值几
百万元的祖宅，她一直想捐赠给广州的一
所中学。为了这份心愿，80 多岁高龄的她，
舍不得买卧铺，先后 7 次坐着火车硬座去
广州谈捐赠事宜。为什么要 7 次，因为这
项捐赠要她的亲属们都签字同意。直到最
终完成同校方的签字交接那天，很多人想
一睹这位老人的“风采”，可叶惠方签完字
就走了，大家都没有看到她。

多少年来，叶惠方到底捐出了多少钱，
没有人说得清，她自己也不知道，因为她从
来不记。云南地震，她捐钱；内蒙雪灾，她
捐钱；山东旱灾，她捐钱。钱捐完了，她就
翻箱倒柜，有什么就捐什么。实在找不到
适合捐赠的东西，她就捐自己的被子、大衣
……原总后勤部发给她的“伯乐奖”奖金
5000 元，她一分不留捐给了中华慈善总会
特殊儿童救助部。

在叶老 80 岁生日时，妇产科要为她祝
寿，被她谢绝了。在科室的执意坚持下，她
无奈地说：“那你们每人就凑 10 元钱给我
吧。”当大家把带着全科心意的 300 元钱送
给她时，她接受了，马上又掏出几百元，一
起寄给了“希望工程”。

大家看到老主任身上穿的衣服实在太
俭朴，就给她买了一件毛衣。可送过去后，
叶惠方坚持要她们把毛衣退掉。她说：“你
们没有时间，我去退！把钱捐给‘希望工程’
好了。”叶老总说一句话：“物尽其用，人尽
其才。尽管社会经济发展了，但还是要把
有限的钱物用在实处，为更多的人谋福利，
无 谓 的 浪 费 就 是 犯 罪 ，就 对 不 起 子 孙 后
代。”

退休后的叶惠方，本来可以安享晚年
了，但她还在为科室、为关心下一代做贡
献。她认为“外语是年轻一代打开世界科
学殿堂之门的金钥匙”。从退休那年，她就
创办了英语培训班，义务辅导各类人员学
英语，一直教到她逝世前。小学生学英语

精力不容易集中，她就自编英文歌曲教孩
子们唱，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成年人学
英语工学矛盾突出，她就不厌其烦地给他
们补课。一位年轻医生跟叶惠方学完英文
教材后，钦佩之余，心想叶教授要是把这本
书录成录音带就好了。同学们也都觉得这
想法很好，但太过分了，要知道那毕竟是一
本砖头般厚的教科书！谁知，叶惠方得知
这位年轻医生的想法后，很快把那部 400 页
的教材录成磁带，送给了她。捧着这历经
了多少个不眠之夜精心录制的磁带，这位
年轻医生泪如泉涌。

叶惠方教过的学生，有三代人。其中
既有院士、博士生、硕士生，也有大、中、小
学生，还有幼儿园的孩子、电梯工……几十
年来她没有时间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

1999 年 7 月，叶老到美国探亲，临走时
把一封信交给了科里。科里人打开一看，里
面是一份遗嘱，上面写着：“我老了，不管在
国内还是国外，万一发生不幸，没有生命价
值时，请组织不要进行无谓的抢救。但请先
看一下还有没有可用的器官，如果都没有用
了，就把遗体捐赠给医院，作医学研究。”捧
着这封沉甸甸的信，科里的人都哭了。

她 的 弟 弟 叶 惠 康 ，是 一 名 合 唱 指 挥
家。每一次创作了新的作品，他都要寄给
北京的姐姐。有一尺高的光碟在叶惠方家
的茶几上摆着，她常常抚摸却从来就没有
开封过。科里的青年医生看了，问她为什
么不打开听一听啊？她说：“我没有播放
机。”

从上世纪 50 年代至今，叶惠方几乎是
倾其所有把家里的东西都捐出去了。

捐尽所有追随党，奉献一生映丹心。
爱，因信仰而璀璨；信仰，因爱而更加熠熠
生辉。

2017 年 1 月 17 日，叶惠方在自己的家
里安静地走了。遵照她的遗愿，她的遗体
捐献给了协和医学院——那是她人生工作
的第一站。

叶老走了，是那么的安然与平静。她
如同一朵朴实无华的玉兰花悄然逝去，了
无痕迹。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她爱惠八方的
医者仁心，她诲人不倦的师道风范，她无私
我忘我的人生境界，为我们树起了一座高
山仰止的精神丰碑。

她在大爱和奉献中追求人生价值和幸
福快乐的境界，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奉
献观、价值观：爱，是这么的坦荡无私，是如
此的纯粹彻底，是这样的大无大有！

“雪绒花、雪绒花……”这是叶惠方生
前最喜欢的一首歌，伴随着歌声，她奉献的
人生也如星光闪耀夜空：叶老是幸福的，也
是快乐的，她用自己的全部真情将百年人
生化为永恒，让更多的人理解了生命的意
义、人生的价值和党性的光辉。

（本报记者 汪慧珊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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