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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滚蛋吧！肿瘤君》 作者熊顿最
后的日子，是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淋
巴瘤科的病床上度过的。北京大学肿
瘤医院党委书记、大内科主任、淋巴
瘤科主任朱军教授带着他的团队，陪
她走过了最难熬的那段时光。为了资
助与鼓励她，朱军在通过大家同意
后，以科室的名义购买了不少册 《滚
蛋吧，肿瘤君》，送给患者和喜欢此
书的读者。

许多淋巴瘤患者对朱军的评价
是：他是治疗淋巴瘤最权威的医生，
而且平易、随和，有一颗悲悯之心。

语虽平常，却道出了“大医大
仁”的至高境界。

“做全国最好的淋巴瘤
专科”

肿瘤分实体瘤和液体瘤。“什么
叫实体瘤？就是长包包，比如乳腺
癌、肝癌、肺癌、骨肿瘤等。而像白
血病，则属于液体瘤。”血液淋巴肿
瘤方面的治疗，可能引领肿瘤内科乃
至整个肿瘤治疗的突破，它始终处于
前沿，即精准、靶向、免疫治疗的前
沿。

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勇于选准
事业的高地，人生才会灿烂。

朱军选择的就是这个前沿。
1984 年大学毕业，朱军被分配

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 （即301医
院），1990年就晋升为主治医生。

在事业上不容易满足的朱军开始
寻思：“主治医生已经拿到了，再往
下发展，要么读研究生读博士，要么
出国深造。”他选择了出国。

1994 年 ， 女 儿 才 刚 出 生 半 年
多，朱军就只身赴以色列耶路撒冷的
希伯来大学哈达萨医学院学习。

在以色列的 3 年，朱军是寂寞
的。第一次走出国门，他的第一个感
觉就是自卑：“跟以色列这样的小国
家 比 ， 我 们 的 医 疗 科 技 差 距 太 大
了。”哈达萨医学院是中东最大的医
学中心，水平跟欧美齐平。他下决心
要把自卑变为自信。“别人都不上班
的时候，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在实验
室‘晃悠’着。有时候这是精神上的
折磨，但何尝不是对人的磨练。这样
的日子都过来了，你就觉得在国内啥
日子都是快乐的，没有什么承受不了
的。”

3 年的海外留学，让朱军“开了
眼界，掌握了一些知识，自信心也增
强了”。回国一年后，朱军离开部
队，转到了北京大学肿瘤医院，开始
了新的事业拓展。在这里，朱军把北
大肿瘤医院淋巴瘤科带到了国家的领
先水平。在淋巴瘤科病房护士长马淑
玲的印象里，十几年前，该科患者还
不是太多；如今每年收治新的淋巴瘤
患者都在700人左右。

快速发展的秘密是什么？除了朱
军带来的先进医疗科技，更重要的是
先进的治疗理念和标准。

在朱军的主导下，北大肿瘤医院
在国内率先制定和定期修订淋巴瘤诊
疗常规。“以前淋巴瘤治疗不太规
范。比如上个世纪末，胃肠的淋巴
瘤，外科逮着就做手术，做手术后确
定是淋巴瘤后，才交给淋巴肿瘤内
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没有一套
治疗的规范。朱军认为一切该颠倒过
来，让淋巴瘤患者少受痛苦，这就要

建立淋巴瘤治疗的临床路径。多年来，
朱军带领科里的团队，推出了有中国特
色的淋巴瘤治疗规范。此后每年都要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修订。“首先我们科里
要进行治疗规范。光有科内规范还不
行，院里其他科比如外科、放疗科，治
疗淋巴瘤也得按照这个来。院里全力支
持我们，成立了淋巴瘤专家协作组，我
是首席专家，淋巴瘤的治疗就得尊重科
学的治疗规范。”

朱军的期盼，是由此惠及更多的患
者。“现在我们科室、医院，就是采用
这个标准治疗淋巴瘤的。我们要在此基
础上推动整个行业的规范发展，推动全
国淋巴瘤规范诊断和治疗。”如今，霍
奇金淋巴瘤的临床路径行业参考的是他
们的治疗规范，他们参与制订和推广的
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治疗规范，已经得
到全国的临床认可。

“有了规范，我们虽然不能保证每
一个患者都能治好，但我们可以避免犯
严重的错误。”朱军说。

由此，朱军自信地提出，要做全国
最好的淋巴瘤专科。在一些医院的一些
科室，患者碰上哪个大夫，就由哪个大
夫管到底，大夫的水平决定了这位患者
的治疗效果。无论哪个患者，只要选择
的是北京大学肿瘤医院的淋巴瘤科，得
到的都是规范的诊疗服务。患者刘女士
对此有亲身经历，她说，只要是挂号进
来了，不管挂的是普通号还是专家号，
得到的服务都是一样的。

科里的年轻医生张晨说，科室里每
收治一位新病人，朱军都会带领团队为
他进行会诊，确定最后的治疗方案。对
于已接受治疗的病人，几个疗程后，朱
军也会参加全科室医生的会诊，确定这
位病人接下来的治疗方案。每次会诊都
是集思广益，确定最佳方案。朱军每周
都要查房，了解每个病人的情况。

朱军的医疗团队目前共有 30 人，
他说，未来4年的发展总目标是建立专
业化、高水平国内领先、国际知名淋巴
瘤学科；培养国际化、专业化人才梯
队；构建北京市淋巴瘤信息平台，加强

协作并培养专业化的医生队伍。

“要给医学教育补上人文
这一课”

“有一个孩子每天向前走去，他看
见最初的东西，他就变成那东西，那东
西就成了他的一部分。”美国诗人惠特
曼如是说。

朱军从医，看见的“最初的东西”
是什么呢？

1979 年，他毅然报考了第三军医
大学。那时候，军医是令人尊敬的职
业。至今，他还为自己的职业选择感到
高兴。“我喜欢这个职业，因为我的工
作是不断地在帮别人减轻痛苦，帮别人
减轻心理压力，从而也实现了我的社会
价值和个人价值。”

在张晨眼里，朱军非常享受他的工
作。“他早来晚走，每次路过他的办公
室，总能遇到几个病人在门口排队等候
他。他总是认真接待每个病人。”张晨
说，“他很享受和病人交流的时光。出
差回来，他也常常是先到病房看看。”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主动选择从
医的人似乎越来越少了，“医生的后代
不学医”，但朱军还是持谨慎乐观态
度。“在现代社会中，医学教育是必需
品，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应该处于受
人尊敬的地位，只要人类存在，这一点
不会改变。一定会有优秀的人出来接
班，把医学的精华传递下去。”

不可否认，医学教育也面临压力和
挑战。“我们要去除过去那种盲目的优
越性，也要去除那种因医患纠纷等产出
的自怨自艾。现在有的人觉得医生就像
祥林嫂，天天抱怨‘怎么不喜欢我们
了，怎么污蔑我们了’。”对此，朱军很
不以为然。“医院里一直都有好大夫、
差大夫，但是在我们的社会氛围里，可
能会惯坏一部分大夫，让他们养成一些
毛病。”朱军感慨地说，“现在医生为什
么没有得到应有的尊敬，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我们还面临问题，需要自我调节。
我们要改变高高在上的心态，要在为病

人服务的过程中赢得社会的尊敬。”
另外，他还提出，现代医学教育要

让年轻的大夫掌握好与人沟通的艺术，
让他们热爱上医生这一职业。“我有时
候想，自己为什么愿意当大夫，想成为
一个好大夫？就是在从医的过程中，我
常常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自觉地用
自己的知识去帮助他们，而不是凌驾于
他们之上。这应该是现代医学人文教育
的重要内容。过去我们这方面的教育相
对比较欠缺，过多地强调新技术和新方
法的培训与掌握。而现在新的医生，他
们成长的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跟我们以
前都不一样了。如何学会对社会、对他
人有一份尊重，对病人群体有一种悲悯
之心，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朱军认为，医生面对患者，就是要
去帮一个面临困难的人。这种困难既是
疾病方面的，也有心理精神方面的。医
生对待病人，是为他们减少压力，减少
痛苦，而不是相反，更不应该给病人带
来恐惧。“如果医生给病人增加痛苦、
压力，要么是技术不高，要么是别有用
心。”

在朱军看来，现代医学教育，首先
就是要给准备从医的人补上人文这一
课。

“普通教育包括基础教育，也要普
及一些医学包括健康生活常识。比如如
何看待肿瘤？为什么现在肿瘤病越来越
多？归根到底是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医疗水平上去了。医疗卫生保健水平提
高，人们就活得越来越长，人就有可能
会得病，就有可能得肿瘤。肿瘤是老年
慢性病的一种形式。”朱军说，“随着人
口老龄化，今后的肿瘤病人有可能还会
越来越多，了解了这些，老百姓就不要
害怕，好好地活，健康地活，得病也不
怕，而且肿瘤的治疗也会越来越科学。”

朱军还认为，为了提升全民健康水
平，现代学校教育也要加强体育，体育
的核心是体魄，体魄是跟身心健康联在
一块的。“既要有强壮的身体，也要有
健全的心智，这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健
康的完整定义。由此去促进每个人享受
生活，增进健康，减少或者延缓疾病的
发生。”

“比医术水平更重要的是
慈悲心”

熊顿家境不太好，后期治疗中，医
疗费成了一大负担。由于熊顿非常敏
感，和科室的同志商量后，朱军便以购
书这种方式向熊顿及其父母表达科里医
护人员的心意。

朱军就是这样，不但治疗患者的身
体疾病，也努力给病人带去心灵的温
暖。

曾经有一个小姑娘，得了淋巴瘤，
治疗后眼球外表红肿，眼睛可能保不住
了。这对一个 12 岁的女孩来说，无疑
是巨大的打击。朱军及其团队以为她睡
着了，就在病房门外和她父母商量下一
步的治疗方案。结果他们刚走，小姑娘
就哭了——她什么都听见了。朱军特别
愧疚，他带着其他医生专门向她道歉。
正好圣诞节到了，他专门为这个小姑娘
准备了一盒巧克力，还给她讲故事，鼓
励她要坚强。

下医治病，上医治心。无论对什么
样的病人，朱军都特别注意从心理、情
感上入手。

在朱军看来，无论肿瘤还是其他疾
病的产生，决不是受哪一个因素单独影
响，而是综合因素的结果。“现代社会
压力这么大，要有好的身体，首先要有
健康的生活理念，重要的是要心安。”

治病亦如是，首先要让病人“心
安”。让病人“心安”，考验的是医生的

“心胸与情怀”。
在朱军同事平琳燕眼里，朱军最让

人感动的一点就是有慈悲心。“他曾
说，慈悲心是与医术水平同等重要甚至
比医术水平更重要的东西。他是一个很
细心的人，无论对小孩、老人还是别的
患者，他都很注意他们接受治疗时的感
受，并且希望用自己的言语举止尽量去
抚平他们内心的焦虑、痛苦。”平琳燕
说。

朱军明白，医生不经意的一个动作
或一句话，都可能会伤害到患者。他希

望科里的医生能够平等对待每一个患
者，给每个生命送去可触及的、活泼的
希望，这是医生应该具备的服务态度。

“患者是来找我们看病的，不是来结仇
的。他长得丑还是美，有钱还是没钱，
都是病人。他来看病，我们就给他服
务。”他一直呼吁医生对病人要有悲悯之
心，对所有病人都要一视同仁。

他不但以慈悲心面对患者，也以公
正、博爱之心对待同事。“作为科主任，
我已经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就不能够把
所有好处都拿在自己手上。我的团队可
能觉得我比较公正。”朱军说，“一个领
导要对每个人的发展负责，尽量给每个
人公正公平发展的机会，而不能以自己
的好恶行事，喜欢的就无条件地给各种
好处，厌恶的就恨不得整死人家。我也
希望每个人在这个团队里都有自觉、快
乐做事的感觉，如果谁偷懒耍滑，自己
都会不好意思。”

同事们心里都有一杆秤。年轻医生
应志涛说：“朱军对每一个人都非常友
好，他在科里总会营造快乐的气氛，每
一位大夫，包括很多见习生，都感觉到
了这种气氛，都一样快乐地去干活。”在
进修医生王秀梅的印象里，朱军总是微
笑着，鼓励病人好好活，过好每一天。

朱军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接近患者的
本领。

“从见习开始，我就觉得当医生有意
思，因为我愿意跟病人接触。那时候军
校的学生到医院见习，都由老师带着。
跟着老师到病房，如果有病人愿意搭理
我，愿意跟我说话，愿意让我做检查，
愿意问我问题，我就觉得挺有成就感。
在与患者沟通、获得患者认可方面，我
似乎特别有能力。做见习大夫时，患者
就特别愿意跟我聊，他认为我能帮他，
我也得到了被尊重的快乐，所以我就愿
意在病房呆着，陪着病人。那时候成天
就在病房晃着，就与患者‘晃’出了感
情。”朱军笑着说。

一直到今天，无论职务如何变化，
无论有多忙，他仍然每周每天到病房，
参加早交班，认真接触每个病人。他握
握这个病人的手，摸摸那个病人的淋巴
结；有的病人躺在床上，他就弯下腰、
趴到床边去交流；有的病人听力不好，
他就凑近身去说话。无论对谁，他都是
微笑着说话，给人特别的亲近感。他幽
默风趣，每次都给病房带来轻松欢快的
气氛。

朱军期望，每一个找他看病的人，
和他见了面、谈完话出门时，心里都能
够轻松一点。“一个人得了肿瘤，找到我
朱大夫，看完病后心里有谱了，治疗有
方向了，内心压力小一点了，我就觉得
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果跟我谈完了，
病人觉得肯定不行，花多少钱也治不
好，心情更沉重了，那我能算是好大夫
吗？”

朱军：悲悯之心待病患
本报记者 杨桂青

早年间我去复旦大学参观，见一
幢质朴典雅的小礼堂，名为“相辉
堂”，便问陪同好友何取此名？好友
答，相为马相伯，辉为李登辉，取
名“相辉堂”即为纪念此二人之意。
当时我心中一凛，想复旦路数果然够
野，居然连臭名昭著的台独头子都敢
纪念。好友对初闻此言者的惊愕早已
见怪不怪，笑着解释说，马相伯、李
登辉都是复旦大学创办早期的代表人
物，为复旦的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
此李登辉，非彼逆贼也！

李登辉1872年生于荷属爪哇岛（今
印尼爪哇），其投身教育相当早——
1900 年他 28 岁，刚从耶鲁大学毕业，
便来到新加坡英华书院任英文部主
任。1905 年，他来到中国大陆，第二
年出任复旦公学的教务长，兼授英、
法和德文等科目。从此，他开始了自

己辉煌的教育生涯。
马相伯少年时是一路从教会学校

读上来的，后来在耶稣会还有神职，
受教会熏陶颇深。李登辉也不例外。
1905 年刚来上海，他就加入了基督教
青年会，后来还娶了个牧师的女儿。
相同的宗教背景，使他和马相伯有了
思想上的默契。因此，在教育思想上
他和马相伯一脉相承，恪守马相伯“崇
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
条，不仅如此，留过洋的李登辉还更进
一步，极力创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
的办学理念。据说，李登辉与人言及复
旦前途，每每提到牛津、剑桥、耶鲁、哈
佛，他的目光紧紧盯着这些欧美名校，
要与它们并驾齐驱。他借鉴人家的办
学方式，但绝不会全部照搬。例如，
耶鲁是一所极具宗教色彩的学校，李
本人亦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他绝

不要求学生信教入会。
就在这样的氛围里，走上复旦讲坛

的学者可谓令人眼花缭乱。保皇派的
康有为，逊清王爷项俊卿，国民党的朱
执信、廖仲恺等，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
钊等，托派的叶青、李建芳，国家主义派
的曾琦、左舜生，社会党党魁江亢虎，至
于著名教育家黄炎培、蒋梦麟，著名作
家鲁迅、郭沫若等人，更是李登辉执掌
复旦下的常客。

李登辉之所以秉持“学术独立，思
想自由”，是因为他认为，培养学生的智
力，不是要求学生将书本中所记载的、
教师所传授的知识一一记牢，而是要着
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使之具有
独创的见解：“思想自由”是学术独立的
前提，“学术独立”是探求科学真理的保
证，学术不应受功利的驱使，要营造一
种鼓励独立思索和探究的氛围，使之有

利于对真知和真理的追求，有利于科学
文化的繁荣和创新。

李登辉前前后后在复旦公学和大
学服务了 40 年，始终没有离开复旦。
期间坎坷，不可胜数。1917 年，复旦
因为占了李鸿章李公祠的地，跟李家
后人没完没了地打官司，李登辉遂下
南洋，凭借多年人脉募得巨资，使复
旦 从 李 公 祠 搬 出 ， 落 脚 江 湾 。 1936
年，64 岁的李登辉为保护学生，被国
民党军警在自己的校园里痛殴。上海
沦陷后，他又坚持“三不”：不与敌伪
来往、不接受敌伪津贴、不得已时宁
可停办，以此维护复旦的声誉。复旦
大学西迁重庆后，部分师生因困于环
境不能成行，李登辉便在公共租界内
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使
复旦文脉在最艰难的时候也得以留存。

如此一位教育家，却又保持着谦

逊的低调。早在上世纪 40 年代，复旦
的学生便要为李登辉立传，李登辉得
知后一口否决，用英文回复：“Man
much abler than I have left no re-
cord，why should I leave any？（比我
能力强得多的人都没有留下记载，我
为什么要留下任何记载呢？） ”

结果，与蔡元培、蒋梦麟这些人
相比，本与他们在同时代交相辉映的
李登辉，果然在历史上几被遗忘。李
登辉的第一本传记什么时候出的？答
曰 2005 年，还是趁着复旦百年华诞这
个热乎劲时。传记的执笔者当然已不
可能是李登辉亲手培养的弟子门生们
了，那些曾得到他教诲和恩泽的人们
早已作古，但是教育家李登辉伟大就
伟大在，他可以作古，他的学生们也
可以作古，但他的思想，却长久留在
时空里。

李登辉：复旦之光
高毅哲

回望教育家

义诊活动中，朱军仔细为患者检
查身体。 张正尤 摄

朱军在工作中。
（资料图片）

朱军参加肿瘤防治宣讲活动。
（资料图片）

朱建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