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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的笑容，是最大的肯定”
80 岁的南丁格尔奖得主李琦，至今仍坚持每周到医院，亲自为病人换药、查看伤口；打浦桥街道社区家庭医生梅卿，对 1180 余名签约居民个个如数家
珍；为无数病人缓解痛苦的香山中医医院外科主任沈德海说，病人的笑容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在黄浦区，一批批优秀的医者以仁心感动百姓，激励一代代
后辈为医疗事业倾力奉献。

国庆前夕， 黄浦区打浦桥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颇为忙碌，居民们都赶在放假前来看诊、
配药， 中心主治医师梅卿从早上 8 时开诊到下
午 5 时门诊结束，几乎一刻不曾休息。
这样的工作规律，她和同事们早已习惯。今
年是梅卿来到打浦桥的第 12 年，也是她担任社
区医生的第 21 年。其间，她见证了上海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制度的不断完善， 亲历了老百姓对
社区医生从不信任到依赖的转变， 还有应对今
年突发的疫情。从业 20 余载，这位今年 42 岁的
“年轻老医生”，正迎来她职业生涯最好的时刻。

南丁格尔奖得主、李琦换药室创始人李琦：

自创伤口治疗软膏，解患者痛苦
■ 本报记者 舒抒 通讯员 王文玮
走进位于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的“李
琦换药室”，一位小患者正趴卧在床。看到李琦本人
走进诊室， 原本站在床侧的家长悄悄让开了位置，
请她检查孩子伤口的愈合情况。
即将迎来 80 岁生日， 李琦至今仍每周到换药
室指导护士。2009 年， 她经过数十年临床实践发明
的“一药多用的立奇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授予发
明专利。2003 年，这位上世纪 60 年代起就坚守卫生
事业的老兵荣获了国际护理界最高荣誉，成为第 39
届南丁格尔奖得主。今年疫情期间，李琦放心不下
患者，坚持每周到医院为病人换药。

结缘最长的病人并不归她管

▲李琦

在自己腿上“挖洞”试药
1962年， 李琦进入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工作。
1997 年退休后，按照她的说法，自己“人退心不退”，还
想着病人和伤口。“立奇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
一天，李琦在病房门口翻看一份医药专业报纸，
当看到报道中说长期使用抗生素， 几年内就会产生
抗药性，李琦第一个想到：如果抗生素不能使用，病
人该怎么办？此时是 2002 年初，李琦开始用中草药
调配药物为病人护理伤口，但没有先例可循。于是，
她自己找书来看，又买来各种药材做测试，想要钻研
出不让病人产生抗药性的新药。当年 3 月，李琦研究
的新药膏进入测试阶段，配方、用药、适合哪些伤口、
如何消肿和消炎，每一环节都靠自己摸着石头过河。
功夫不负有心人， 几十年的临床经验累积，让
李琦逐渐摸索出对消炎、坏死组织脱落、保护肉芽、
上皮组织生长都有良好作用，能够一药多用的药物
软膏。2005 年，这款无毒害、成本低、用途广的伤口
治疗软膏正式研制成功。
这期间还发生了一段插曲。中山医院有位植物
人患者，伤口多年不愈，长期散发臭味，进口药、抗
生素都无法根治。众人一筹莫展之际，李琦想到了
自己刚研制出的药膏。“药膏有没有效果，病人用了
好才算数。” 用药第一周， 病人的伤口就停止了腐
烂；第二周，伤口不再发臭；第三次用药后，伤口已
经长出新肉。
当他人对药膏的功效拍案叫绝时，他们还不知
道，为了试验成效，李琦曾要求外科医生在自己左
—挖了 3 个
侧大腿上“炮制”出 3 个“人工”伤口——
“洞”做对照组试验，因为只有伤口达到一定面积和
深度，才能有效观察愈合的过程。“药先用在自己身
上，我才知道哪里痛、哪里痒。”李琦说。
2009 年 9 月，“立奇膏” 专利申请正式获批，饱
受伤口愈合困扰的病人终于觅得福音。

荩李琦带领团队在
为患者诊疗。

从想转行到闷头干活

用心观察病人伤口

1962年，李琦从上海市儿童医院附属护士学校毕
业。她最初以为护士只需要为病人打针、涂红药水，然
而，第一天踏入儿科病房，李琦就有些“后悔”。“打针
只是很小一部分工作， 大部分时间都在为孩子们喂
药、换衣服，甚至换尿布。”李琦甚至问老师，“能不能
让我改行？” 引来同学一片笑声。“现在我们搞同学聚
会，大家都开玩笑说我，‘李琦，你当年不想当护士，没
想到最后你做得最好。’”
让李琦“变好”的是一次紧急救护。一天，李琦值
班独自负责一整个儿科病房。她注意到一个因脑震荡
入院的小病人一直处于深度睡眠。“我用手电筒照他
的眼睛，不得了，一只瞳孔已经放大了。”李琦立即冲
到办公室致电值班医生。等待医生前来为孩子做开颅
手术的十几分钟里， 她独自一人迅速完成了消毒、材
料准备、为孩子剃头等一系列术前准备。学校里勤学
苦练的书本知识，一下子都派上了用场。术后不久，小
朋友就完全康复，快乐地出院了。
时隔 50 多年， 当时只有八九岁的小患者早已汇
入茫茫人海，却在李琦心中种下一颗绵延半个多世纪
—她意识到，护士不仅能做琐碎、表面的工
的种子——
作， 更能用医学知识和自己的责任感挽救病人生命。
从那以后，李琦从有啥说啥的“直肠子”，变成了闷头
干活的“小劳模”。“大家都说我换了一个人，其实是我
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价值。”

1975年 5 月， 李琦转岗到市二医院换药室工作。
看到患者伤口因为纱布粘连难以愈合，她总觉得心里
不舒服。第二年，她就开始尝试用中西医结合湿性愈
合，使病人伤口保持一定湿度，扭转了此前“伤口干燥
才好得快”的观念。许多糖尿病人伤口、深度烫伤、皮
瓣坏死等久治不愈的溃疡伤口，乃至一些多年难愈的
褥疮，都慢慢长出肉芽和上皮，避免了截肢或手术之
苦。1977 年至 1998 年的 20 余年间，李琦还放弃休息，
利用业余时间为行动不便和疑难症患者， 义务换药 1
万余次。
扎根临床数十载，李琦收获了包括全国劳模、全国
三八红旗手等数十项荣誉。2003 年，她荣获了国际护理
最高奖“南丁格尔奖”。而今谈起这一殊荣为何授予自
己，李琦说：“得到这个奖，我更加要继续坚持奉献。”
李琦换药室成立于上世纪 90 年代，如今的带头人
赵志芳出生于 1977 年，是李琦“关门弟子”朱月珍的徒
弟。每天早上 8 时，换药室 5 名护士都会准时上岗。换
药室所在的九院黄浦分院， 如今已是上海市护理协会
伤口护士实训基地，换药室也获得了 2015 年上海市模
范集体等荣誉称号。赵志芳说，自己听到李琦说得最
多的一句话，就是“一定要用心观察病人伤口”。
回顾 60 年辉煌的职业生涯， 李琦的总结词却很
简单：“我是一个平凡的护士，做的就是服务人民的工
作。”

香山中医医院外科主任沈德海：

用中医疗法，让“逢痔必切”成历史

翻看梅卿的工作日程， 家庭医生忙碌的一
周展现在人们眼前：两天门诊；一天出诊家庭病
床病人； 半天用于离休干部和医养结合居民的
—上海 2016 年
上门随访。其他时间更为忙碌——
开展“1+1+1”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以来，梅
卿目前共签约 1180 余位居民，提供糖尿病高血
压慢病管理、治疗、随访、预防接种预约、居民健
康档案维护、65 岁以上老人体检以及二三级医
院的延伸处方、转诊等各类服务，事无巨细。
“时间最长的一位家庭病床病人， 我们
2008 年就认识了。” 当时， 梅卿刚到打浦桥工
作，这位阿婆和她的老伴都由梅卿负责。不久，
阿婆的老伴去世，子女们请她去同住，然而新家
超出了梅卿的出诊范围，老人生怕要换走“小梅
医生”，宁可不搬家。梅卿得知后，说服老人投奔
子女，并承诺自己会继续担任老人的家庭医生。
“这件事让我深切感到，只有居民信任我们，
才能真正把健康交到我们手上。” 居民家的随访
日，梅卿平均每天要到访 8-10 ?居民。除了为病
人进行体格检查，更多时候梅卿像是一位心理辅
导师。“很多老人独居在家，每次量好心跳、血压，
就是跟他们聊天、谈心，药物治疗反而是其次。”
梅卿的手机通讯录里已有 100 多个居民的
电话，微信里更是有近 200 名经常联系的居民。
不仅电话 24 小时畅通，居民有任何疑问都会想
到“找梅医生”。对话记录中，有居民发来的验血
化验单， 年轻妈妈来询问小朋友预防接种的事
项，还有因咳嗽、头疼等各类身体不适发来的咨
询信息。梅卿从不用语音回复，她说：“哪怕是鸡
毛蒜皮的小事，对病人来说都可能是大事，所以
我的回复一定要准确，不能让居民有疑惑。”

若有战，党员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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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初，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抗疫成为社区医生工作常态的一
部分。眼下，每周二梅卿仍需要轮班上门，为居家隔离的居民测体
温，还要去集中隔离点值守一天，一去就是整整 24 小时。
黄浦区今年 3 月开设集中留验点后， 梅卿作为党员主动请
缨，要求首批前往留验点进行服务。留验点转为集中隔离点后，梅
卿的值守仍在继续，至今已超过半年。回忆起那段特殊的日子时，
梅卿形容 “有点像行军打仗”。“留验点一确定， 第二天我们就上
岗，对业务、体力和应变能力都是很大考验。”
一次长达 24 小时的值守，除了转接人员、测温、送餐，更大的工
作量都淹没在每天几百个电话和数千条微信中。隔离人员随时都会
询问，何时做核酸检测、何时出报告、何时能离开，还有头痛、喉咙
不适、身体不舒服的人在电话那头语带忧虑地描述自己的症状。
“加班常有，但‘若有战，召必回，战必胜’是共产党员的担
当。”梅卿说。

■ 本报记者 茅冠隽

朴素的小目标

“你来得正好，我刚下手术台才几分钟。”一天
下午， 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 5 ?外科病房门口，一
名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脸色微倦但精神焕发的
医生热情地招呼记者。当天上午，他一共动了 8 台
手术，从早上 7 时上班，一直“连轴转”忙到下午，午
饭也顾不上，只能草草扒几口饭。
他叫沈德海，是黄浦区香山中医医院外科主任，
1997年创设香山肛肠专科。 他的绝活是仅凭一针一
线，不切除任何组织，一次性完成国际公认的“三大
难治”肛门疾病之一环状混合痔手术。这种在传统中
医疗法的基础上， 结合现代肛垫理论自主研究的新
疗法，无痛微创、安全高效，慕名前往的病人络绎不
绝。沈德海也因此荣获首届“上海市区域名医”称号。

荨
沈
德
海

让病人痛苦降到最低
痔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也是不少人的难言
—上厕所成了噩梦、 急性发作时走不动路，
之苦——
稍不注意吃了火锅第二天就坐立难安……
沈德海所在的香山中医医院是一所二级甲等
中医医院。他原是一名外科医生，临床实践中，他发
现众多痔疮病人在传统肛肠手术治疗过程中十分
痛苦，便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一难关。20 世纪末，他带
领香山肛肠团队，在总结传统中医理论技术的基础
上，吸取现代医学界肛肠疾病最新研究成果，自主
研创了沈氏中医肛肠特色疗法。
以往治疗痔疮往往是通过手术把痔疮切除、破
坏了肛垫，术后病人就容易有漏液、漏气、肛门潮湿、
排便感觉迟钝等情况。“手术治疗的目的是缓解或消
除痔疮症状，而非切除痔疮。”环状混合痔是国际公
认的“三大难治”肛疾之一，沈德海坚持传承中医结
扎法，并结合现代微创技术理念，经过 10 年潜心钻
研，终于在 2007 年自主研创了“痔上黏膜血管结扎
悬吊术”治疗环状混合痔，手术一次完成，让无数患
者从痔病折磨中解脱。
此后，沈德海带领团队抟心揖志，勤勉不辍，不
断完善术式、优化方案，患者住院天数由 10 年前的 14
天缩短为 3 天。康复期的缩短也赢得了患者的口碑。

荨沈德海（左二） 与 团 队
医护人员在分析病人病情。
多年来，沈德海带领香山肛肠团队在医治疑难肛
肠疾病方面屡创佳绩，提高了痔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及
幸福指数。迄今为止，已有多名高龄重度痔疾患者在
沈德海团队的治疗下痊愈出院，其中年纪最大的患者
已有 92 岁高龄。

每一个细节都力争做到完美
一个好医生，不仅要有高超的医术，还要有高尚
的医德。沈德海在为患者治疗的过程中注重观察每一
个细节，因人而异制定具体方案，力求最大限度减少
患者痛苦，让患者尽快痊愈。“我们团队把每一桩事情
都放大来做，争取每一例手术都做到完美。”
他很早就关注到病人心理状态对治疗的重要性。
“病人术前一天由于焦虑恐惧，很容易失眠，手术过程
中就有可能出现高血压等情况，影响手术。”因此，他
和团队成员经常到病房开展科普宣教，为病人释疑解
惑，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有些病人的疼痛感源于对以

前病情发作痛楚的条件反射，关键还是心理层面。”为
了帮助病人克服对术后排便的恐惧，沈德海和团队成
员研究发现，可让病人服用少量番泻叶，结合心理疏
导，帮助病人跨过这个“心理关”。
由于名声在外， 上海乃至越来越多的市外痔疾患
者都慕名前往香山中医医院找沈德海看病。今年 8 月，
一个 20 岁的北京女孩因环状混合痔伴肛裂，从北京赶
到上海找沈德海看病，入院做手术后 4 天就出院。2017
年 4 月， 一位尼日利亚病人专门坐飞机从老家赶到上
海找沈德海；2018 年 10 月，澳大利亚人杰弗里经朋友
介绍，专程到上海找沈德海诊治，手术后连竖大拇指。
“我们科室一共 13 张床位，每年出院病人却达 1200
人次，住进这里的病房，平均要提前 2 个月预约，病人说
我们的治疗把‘痛苦的肛肠科’变成了‘快乐的肛肠科’。”
沈德海的办公桌上， 放着一座病人送给他的面塑雕像，
上面刻着“妙手神医”4 个字。“这是我所有奖杯中最喜欢
的一座， 它让我时刻感受到我所从事的工作的神圣。每
当我看到病人经过治疗后满面笑容走出医院时，我都会
格外满足……病人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出生于 1978 年的梅卿是一个地道的上海人。 在很多老医生
眼中，她仍是一位爱岗敬业的“小阿妹”。“十多年前，居民对家庭
医生的概念还不强，总觉得我们就是看病、配药，‘没啥花头’。”现
在，小区居民看到梅卿，不仅会主动打招呼，到大医院看诊后，还
会把病例、配药单发给梅卿，反过来询问她的建议。
梅卿说，其中的转变不仅来自一批批家庭医生的努力，更映
衬了上海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制度的变迁，尤其当病人费用的管理
纳入了家庭医生的业务范围，“不仅当好医生， 还要当好财务”成
为梅卿和同事们的新目标。现在，每周梅卿都会打开手机中的“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云管理 App”，查看 1180 余名签约病人的门诊次
数、费用支出。“工作量增加了，但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了便
捷，这是最重要的。”
担任社区医生 21 年， 工作内容发生了巨大变化， 让梅卿对
“社区医生”的身份也有了全新认识。“行医之路漫长而艰辛，要承
受繁重的工作，甚至误解，但是我们仍要坚守岗位，用仁心医术守
护百姓健康。”说到自己的愿望时，梅卿不假思索地给出了答案：
希望签约居民越来越多，病人更加信任自己。“如果病人看到我时，
很开心地向周围人介绍，‘这是我的家庭医生’，我就很满足了。”

荨梅卿

▲梅卿（右一）在询问病人康复情况。

图片为采访对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