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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
一键订阅

军人一当就是一辈子 医生一干就是 70年 手术一直做到 97岁

吴孟超：医学是以心灵温暖心灵的科学
■本报记者 张骏 曹飞

放下手术刀的吴孟超， 依然会想起 60多
年前的那个晚上。因为心里憋了一口气，他辗
转难眠，爬起来连夜给党组织写了一份向肝胆
外科进军的报告。

就在那天白天，某外国医学代表团傲慢预
言：“中国的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起
码要 30年。”

自此，这个写了 19次入党申请、刚入党两
年的共产党员，就把突破肝脏禁区作为自己的
职责和使命。仅用 7 年时间，就将中国肝脏外
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列；立志要“把患者一个
个背过河”的他，直至 97 岁高龄，仍坚持每周
做两三台手术，挽救了近 1.6万人的生命……

2019年 1月 14日，97岁高龄的吴孟超退
出中科院院士岗位。吴孟超院士退休了，但吴
孟超医生不会退休，他多次表示：只要拿得动
手术刀，就要战斗到最后一刻。“中国肝癌大国
的帽子还没有扔进太平洋，我还要继续同肝癌
斗争！”

一颗心，从军报国
吴孟超的左胸前， 总是佩戴着一枚鲜红

的党员徽章———这份忠诚， 源于少年时的红
色记忆。

他第一次知道中国共产党， 是在 1937年
的马来西亚。当时，他已在那里生活了 10年。

那一年，卢沟桥的炮声也传到了马来西亚。

著名侨界领袖陈嘉庚领导华侨开展抗日救亡运
动。共产党、八路军、延安、毛泽东、朱德……一
些以前从未听过的名词和人物，开始频繁闯入
吴孟超的脑海。

1939年夏，吴孟超初中毕业。按照当地习
俗， 需要由校方和家长出资安排学生聚餐。当
钱收齐之后，身为班长的吴孟超建议，把聚餐
的钱捐给祖国正在浴血抗战的前方将士。这个
建议得到全班同学的拥护， 于是这笔抗日捐
款，通过陈嘉庚的传递，送往抗日根据地延安。

令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 在毕业典礼
时，学校收到了八路军总部以毛泽东、朱德的
名义发来的感谢电报。这封电报像烧红的烙铁
一样， 在年少的吴孟超心里烙上了红色印
记———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

1940年春，他约了 6个同学，历时一个月
经新加坡、越南，从云南入境回到祖国怀抱。刚
回国，吴孟超得知通往延安的道路已被国民党
军队严密封锁。无奈之下，吴孟超只能留在昆
明求学打工。1943年， 吴孟超被同济大学医学
院录取。接下来几年，他随不断迁移的学校，辗
转于云南、四川和上海。这期间，吴孟超经历了

抗战胜利、内战爆发、上海解放……吴孟超也
由懵懂少年成长为一名实习医生。

1949年上海解放时， 吴孟超亲眼看到的
情景，更加坚定了他加入人民军队的决心。吴
孟超回忆说，那天，天刚蒙蒙亮，正在南京路
中美医院实习的他打开宿舍临街窗户， 发现
马路边一排排解放军战士和衣而睡。 他被眼
前这支纪律严明、 秋毫无犯的军队深深地震
撼了：“我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要成为解
放军的一员！”

1949年 8月，华东军区人民医学院（海军
军医大学前身）向社会公开招聘医生，前去应
聘的吴孟超实现了当一名外科医生的愿望。

1956年， 吴孟超迎来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他
称之为“三喜临门”：3月 28日，加入中国共产
党；6月 12日，正式参军，被授予大尉军衔，成
为新中国第一代军医；随后，他又成为一名主
治医生。

吴孟超一直说，“我常常问自己，如果不是
战斗生活在军队这个大家庭，我又会是一种怎
样的人生呢？”他坦言，“我可能会有技术、有金
钱、有地位，但无法体会到为人民服务的含义
有多深，解放军的形象有多崇高。”

军人，一直都是吴孟超的本色，他也一直
都有着浓厚的军装情结。身为军医，吴孟超一
年四季都穿军装，而且军容严整，夏天再热，他
也不挽袖子， 风纪扣和袖扣都扣得严严实实。

吴孟超说：“只要穿上军装，就能提醒自己是一个
兵，而作为一个兵，军人的使命和职责就一刻也
不能丢。”

一双手，济世苍生
中国是肝炎、肝癌高发地区，但肝胆学研究

长期是一片空白，直至新中国成立时，都还没有
单列的肝脏外科， 肝脏手术更被视为禁区。1958

年，某外国医学代表团来第二军医大学（海军军
医大学前身）参观时甚至还傲慢地预言：“中国的
肝脏外科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起码要 30年！”

当晚，吴孟超彻夜难眠，“国不强、遭人欺”，

他连夜向医院党委赶写一份向肝胆外科进军、成
立攻关小组的报告。报告完成之际，窗户正透进
第一缕晨光。 意犹未尽的他， 又提笔写下 16个
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勇攀高
峰。

很快， 医院党委批准吴孟超和军医张晓华、

胡宏楷一起组成肝脏外科“三人研究小组”，由吴
孟超任组长。 历时 4个多月，“三人研究小组”用
乒乓球材料制作出了中国第一具完整的肝脏血
管铸型标本。1960年初，他们又首次提出“五叶四
段”肝脏解剖理论，中国医生从此找到了打开肝
脏禁区的“钥匙”。

1960年，吴孟超主刀完成我国第一例肝脏肿
瘤切除手术。1963年，他率先突破肝脏外科“禁区
中的禁区”， 成功进行世界第一台中肝叶切除手

术，之后还研究出符合中国人体质的肝脏外科手
术技术体系，使我国肝癌手术成功率从不到 50%

提高到 90%以上……就这样，吴孟超和他的团队
一步一步将中国的肝脏外科水平提升至世界前
列。在 1979年召开的第 28届国际外科学术会议
上，吴孟超以切除治疗原发性肝癌 181 例、总手
术成功率 91.2%的经历，震惊国际医学界，让中
国肝脏外科一举成为世界领跑者。

退休前，只要不出差，吴孟超每周都要上台
做手术，是当时全世界仍然站在手术台上最年长
的外科手术医生之一。他的手术至今还保留着几
项世界纪录：切除最大的肿瘤达到 18千克，患者
年龄最小的只有 4个月，患者手术后存活时间最
长达到 47年……

无论从哪方面看，吴孟超都已到达了事业顶
峰：作为医学专家，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为军人，1996年被中央军委授予 “模范医学专
家”荣誉称号；作为科技工作者，2006年荣获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作为医院院长，获评 2011年度
“感动中国”人物……

早在十几年以前，就开始有人不断劝吴孟超：

您早就功成名就， 也该享享清福了， 整天上手术
台，万一有个闪失，别影响了一辈子声誉。吴孟超
却笑着说：“我不就是一个吴孟超嘛， 名誉， 那算
啥？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和肝癌战斗一天！”

吴孟超说，他一辈子就干了一件事，那就是
与肝癌做斗争。为了早日攻克肝癌及相关肝脏疾

病，2006年从北京领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回来
后， 他把国家和军队奖励的 600万元全部捐出，

又联合 6位知名院士，向国务院提交了“集成式
研究乙型肝炎、肝癌的发病机理与防治”的建议
案，被列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2009年，国家批准在上海建立由吴孟超牵头
的国家肝癌科学中心。吴孟超近百次赴京协调沟
通相关事宜。有一次，他生病刚打完点滴，又要去
北京汇报。从首都机场出来时，他拖着虚弱的身
体走几步就要休息一下，从候机厅到停车场短短
一段路，他竟休息了七八次。随行秘书心疼得直
掉眼泪：“吴老真是不要命了。”

现在，由这个建议案促成建设的国家肝癌科
学中心已经屹立在嘉定安亭，成为世界最大的肝
癌研究和防治基地。

一条路，奋斗不止
吴孟超的手是一双能“起死回生”的手，也是

一双体贴入微的手。他创立的“吴氏刀法”对待肿
瘤“快、准、狠”，对病人则是“慢、拙、仁”。

在吴孟超心中， 没有什么能取代病人的位
置。他从医几十年，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冬天查
房时，他都要嘱咐学生，把手在口袋里捂热后再
做触诊。不仅如此，在每次为病人做完检查后，他
都要帮他们把衣服拉好、把腰带系好，并弯腰把
鞋子放到他们最容易穿的地方。“对我们医生来
说， 这只是举手之劳， 但病人感觉就完全不一
样。”吴孟超说。

“病人生病已经非常不幸了，为了治病可能
已花光家里的钱，有的还负债累累。作为医生，一
定要设身处地为病人着想、替病人算账。”这是吴
孟超对年轻医生说得最多的话。平时，他要求医
生在保证药效的前提下， 哪种药便宜用哪种。在
为病人做检查时，如果 B超能解决问题，决不让
病人去做 CT或者磁共振检查； 如果他们带的片
子能够诊断清楚， 也决不让他们再做第二次检
查。他手术时，用的麻醉药和消炎药都是最普通
的，缝合创面切口也从不用专门的器械。“我们要
多用脑和手为患者服务， 器械用一次，‘咔嚓’一
声 1000多块，我吴孟超用手缝线，分文不要。”

吴孟超曾经说过：“我的时间不多了，攻克肝
癌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必须争分夺秒！”

他也深知，自己只能救治有限的病人，传承
和培养是当务之急。此前，凡是来医院进修的，谁
都可以去观摩他的手术， 还可以和他搭台手术。

吴孟超亲手带过四代徒弟， 培养出 169名博士、

博士后。现在，这些医生大都已成为我国肝胆外
科的中坚和骨干力量。

他常常告诫学生：一定要关心病人，爱护病
人，热情接待病人。“医学是一门以心灵温暖心灵
的科学。”

【人物小传】

吴孟超，男，1922年 8月 31日出生于福建闽清，中国科学
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教授（已退休），中国肝脏
外科的主要创始人，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技术体系和学
科体系。他领导的学科从一个“三人研究小组”发展到目前的三
级甲等专科医院和肝胆外科研究所，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肝
胆疾病诊疗中心和科研基地。他先后获国家、军队和上海市科
技进步一、二等奖 35项。1964年，解放军原总后勤部给他记一
等功一次。1996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称
号。2006年， 荣获 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011年，荣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2 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
人物”。2019年初，吴孟超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光荣退休，为
院士群体和科技界作出表率。

人物小传 吴孟超，男，1922

年 8 月 31 日出生于
福建闽清，中国科学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第
三附属医院教授（已退休），中国肝脏外科的
主要创始人，建立了我国肝脏外科理论、技术
体系和学科体系。他先后获国家、军队和上海
市科技进步一、 二等奖共 35项。1964年，解
放军原总后勤部给他记一等功一次。1996

年，他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医学专家”荣誉
称号。2006年，荣获 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2011年，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2012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

2019年初，吴孟超响应国家院士制度改革光
荣退休，为院士群体和科技界作出表率。

荨吴孟超在工作中。

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供图

双 11来了，上海菜鸟驿站上新“知心选”
天猫双 11即将到来，剁手族正进入“欢乐买买

买、高兴收收收”模式。不同以往，今年天猫双 11，将

实现物流全要素、全链路数字化。据菜鸟透露，此次

双 11期间，将首次实现部分预售商品提前配送至社

区，消费者支付尾款后立即收货的极致体验。

在这个双 11， 天量包裹将再创世界新纪录，给

快递末端带来更多压力。 作为社区新兴数字化生活

服务站的菜鸟驿站，正积极备战，提供更多元便利的

服务：不仅可以更为精准地预测包裹到站时间；站内

还可实现扫码自助取件、无接触式取件；在部分站点

消费者的生鲜包裹，可由驿站冷冻保管；用户可自主

设置服务方式， 站点推广送货上门……这些依托于

IoT（物联网）智能黑科技的新服务，预计能为消费者

省下 22万小时。

上海 300站点上线新功能

上海康德家园，2000余户居民已率先尝到
菜鸟驿站“知心选”服务的甜头。

康德家园是原拆原建小区，110 多幢楼中
仅 16幢有电梯。 今年 5月， 小区设立菜鸟驿
站，今年 9月上线了“知心选”功能。

所谓“知心选”，旨在解决快递员未经允许
就把包裹放在代收点的行业难题， 为此菜鸟
驿站正在全国陆续推广让消费者有知情选择
权的新功能。该新功能上线后，包裹由商家发
货后，在快递员派送前，消费者可在“查看物
流”页自主选择由驿站免费暂存保管，还是送
货上门。

康德家园菜鸟驿站站长周珍珍，是小区里
每天约 800个包裹的总调度师。 包裹入库后，

周珍珍会给有需求的用户和老人送货上门。为
此她每天平均送 40多户，爬楼至少 200层。

另外， 小区的年轻白领白天基本不在家，

下班后又忙着回家做饭带娃。 为了方便他们，

周珍珍准备了一套极速取件攻略———他们下
班后进入小区大门时，可打开菜鸟 App，点击
“一键取件”。随后，站长就可以事先取出多个

包裹，打包处理成一提。

上班族小杨是个“购物狂”，同天有 7、8

个包裹到达是经常的事，以前要在不同的地
方取快递。如今回家顺路到菜鸟驿站，“只要
花 2分钟清点核对， 就能拿走所有包裹，这
种服务挺贴心。”

另外，对保鲜、温度有着特殊要求的生
鲜包裹，站点会及时告知邻居们取走或送货
上门。“难免会遇到大家出差，站点就配置了
冰柜放生鲜包裹， 大家不必发愁人不在家、

生鲜却已放在家门口的尴尬了。”周珍珍说。

据悉，目前在上海，已有 300 多家菜鸟
驿站推出了此项新功能，年底将覆盖上海绝
大多数菜鸟驿站。

率先解决最后 100米难题

数据显示，2019 年， 中国快递业务量为
635亿件，行业规模在 10年间增长了 27倍，今
年更是有望突破 750 亿件。但与此同时，电商
快递单价却连年下跌。据快递公司财报，每单
快递费用已逼近 2 元。今年 3 月，全国快递价
格洼地义乌部分快递“黄牛”甚至开出了“8毛
发全国”的价格。

当快递费愈发普惠、 业务量急速增长，

从业人员却增长乏力，今年 7 月，快递员赫
然成为人社部发布的短缺职业排名第二。在
人均派送包裹倍增、快递员人手又短缺情况
下， “快递员派送前须联系消费者确认送货
方式”的要求往往难以实现，再加上电商快
递价格战等因素， 末端派送压力越来越大，

导致快递摆地摊、 快递扔门口和小区物业、

“你的快递已由门口红色消防栓签收” 等乱
象频频发生。

那么，解决末端最后 100 米痛点的路径
在哪？尼尔森发布的《快递最后 100 米服务

趋势报告》显示，快递代收多元化、共享代收
是快递最后 100 米配送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目前各类代收模式中，成体系、成规模
的当属店面代收和自提柜代收。就消费者接受
程度而言，70%的社区消费者认可代收模式，

他们的核心诉求就在于安全、便捷、优质的服
务。同时，相比单一快递柜，菜鸟驿站可以存放
更大规格的快件，用户即便两三天不去，也能
一直免费保管。

在末端难题下，菜鸟驿站率先推进服务新
标准。去年 5 月，菜鸟驿站在杭州全面升级了
新服务，除免费保管外，消费者可选择到驿站
自提、到柜子自提、送货上门等多种收快递方
式， 升级服务在杭州全面落地基础上向全国
推广。

到今年 5 月，菜鸟驿站宣布，在持续免费
保管快递之外， 全国驿站再次进行数字化升
级， 依托全套智能科技， 取快递更加安全、方
便———取到快递，扫描一下，无感带走；回家晚
了，智能柜 24 小时刷脸取件；不想出门，手机
预约，无人车准时送达……

今年双 11 前， 菜鸟驿站再度推出新服
务，率先在上海上线“知心选”功能，以进一步
方便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方式，带来更安全、

便利的服务。

“四大举措”推动消费者知情可选

为让消费者拥有知情选择权，包括知心选
在内， 菜鸟驿站在全行业率先推出四大举措，

提供多种自主可选服务。

这四大举措包括： 消费者可在线设置是
否放驿站、快递包裹试行派送前“知心选”、包
裹首次进入驿站前电话征求许可， 以及智能
柜自主设置等。

首先， 消费者可通过手机淘宝菜鸟官方
号、支付宝小程序、菜鸟客服等，自主选择是
否使用驿站， 是电话通知还是上门送货等服
务方式。

目前， 全国 2.8万个菜鸟驿站已提供这种
选择，并提供送货上门服务。

同时， 菜鸟驿站要求新站点在服务前必
须征求消费者许可， 站点设立前必须通过直
接沟通、语音电话等方式获得用户同意。早在
去年，全国菜鸟智能柜上，菜鸟已率先推出了
消费者可自主设置是否放柜和保管习惯。

天猫双 11临近，数字化社区生活新服务，

正进一步解决快递末端难题。

在上海普陀区， 金迈路菜鸟驿站今年 4

月设立，整个小区都是楼梯房，老年人占比 5

成以上。 经营驿站的魏琴夫妇除整理包裹
外，每天至少要花 3 小时给大家提供送货上
门服务。

小区邻居张大爷 70多岁了， 日常喜欢网

购水果和生活用品， 每隔 2 到 3 天就有包裹进
来。“基本上在系统通知半小时后，张大爷肯定就
到咱们驿站了。”魏琴说，他们会自动设置帮张大
爷送货上门。但一些老人喜欢下楼逛逛、在驿站
门口聚会聊天，也有人会自己来拿

上班族收快递最大的痛点是家里没人，魏琴
站点覆盖的槎浦新家园小区，租户中以年轻白领
居多。“他们晚上下班晚，包裹量却不少，基本来
取件都快晚上 10点了。”

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前，魏琴发现，多位年轻
人跑来驿站要联系方式。95后小陈说要回老家过
节，但几个快递还在路上，希望到时候拜托驿站
保管。魏琴说：“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你不说我
们都会免费保管，想什么时候来取都行。”

小陈说，有了菜鸟驿站后，她再也不用担心
快递保管收费，以及像过去把快递发往公司，“人
肉”背回住处了，也不用再担心不在家时包裹放
在家门口不翼而飞。

解决快递最后 100米痛点，让更多消费者自主选择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