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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盆丰钵满，腹中空空”的人。

* 如果你对一个事业，是发自内心的喜

爱，那么你就要为它付出努力，持之以恒，

命运会让你看到回报。

* 能一元钱治好的病，绝不开十元钱的

药。

* 医生如果把“利”字放在头里，既治不

好病也赚不到钱。想挣钱，就不要当医生。

* 好的儿科医生，要真正跟孩子沟通，

既是家长的心理医生，也是孩子的心理医

生。

* 只要是我了解的、知道的，方方面面

毫不保留的告诉学生。老师的一言一行，都

对学生产生影响。为师者，要有德有才，甘

于成就别人。

* 对每一个治病的儿童，都会送上真诚

的祝福和鼓励。这味药非常值钱，是一个医

生的良心。

2004 年 1 月 1 日，创立儿科门诊；

2006 年 6 月 27 日，成立儿科疗区；

2007 年，科室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

为国家级重点专科，成为行业榜样，多次

接待全国各地兄弟单位参观、学习；

2008 年，儿科成为全国中医儿科常见

病种，肺炎、哮喘、病毒性心肌炎等单病

种重点研究协作组单位，初步形成临床路

径标准化规范。科室承担国家科研项目 10

多项，重点病例研究协作组牵头单位；

2008 年，全国优秀中医护理单元，全国

中医特色护理优秀科室，吉林省中医药管

理局重点学科，吉林省中西医结合重点专

科，吉林省卫生系统诚信科室，吉林省直机

关团委授予青年文明号等殊荣；

2014 年，儿科床位扩张到 100 张。

良匠说

事业里程碑

忙碌的儿科门诊

李教授参与科室例会

李教授在查房

5 月 11 日，城市晚

报以“大医成，小儿身

可托”为题，对我院著

名儿科专家、副院长李

立新进行了报道。

原文刊载

春日暖阳的午后，巡完病房回到办公室的李立新教授，

谈及自己的经历，淡定从容。

初心未改 少年志向治病救人

时隔多年，他津津乐道却是人生中第一次对这身白大褂

心生向往的一瞬。

从小，李立新对国学十分感兴趣，喜欢背诵有关中医穴

位、诗词等书籍。“上小学的时候，我能找准人体的 30 多

个穴位。”李立新说，人生中第一次医院就医的经历，深深

触动自己，至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弟弟因为玩耍的

时候从高处摔下来，造成上肢骨折，父母带着小哥俩来到

当时长春中医学院附属医院接骨。“当时看到医生身穿白

大褂，那种感觉和气质，内心油然而生一种向往。”李立新

说，想象今后自己也能如此。

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原本让他学习工科“子承父

业”，但“知儿者，莫如母”。母亲早就看出了儿子志不在

此，让儿子顺应本心，在志愿表上交的前一天，李立新改

了志愿，报考了长春中医学院。

五年大学生涯，不管走到哪，李立新的口袋里，都随身

带着听诊器和针灸盒。“总希望在马路上，遇到需要我伸

手的救人的时刻。” 因为表现优异，李立新先后担任班长、

学生会主席。“实习时，在老师旁边帮着抄方，看着那么

多人慕名而来，对老师的信赖，内

心想要从医的愿望更加强烈。”李

立新说，他从内心崇拜老师，觉得

当医生很幸福。毕业前夕，已经被

要求留校任职的他，主动要求去医

院工作，而且选择儿科。

笃行坚守 须眉男子从事中医

儿科

医 生 行 业 流 行 着 这 样 一 句

话———“宁治十男子，不治一妇人；

宁治十妇人，不治一小儿。”儿科

被称为“哑科”，学起来难，诊断

难，治疗难，恢复难，行医也难。

“我特别喜欢孩子的那种童真，当

你把病治好了时候，跟你甜甜的说

拜拜时，心里特别自豪。”李立新

说，看着来医院时病蔫的孩童，开

心欢跳的离开医院，那种满足感是

什么东西都替代不了的。

从医初期，时逢改革开放，下

海经商成为潮流，争做时代的“弄

潮儿”，李立新也迷茫过。他说那

个时候曾对职业选择有过动摇，但经过一番沉淀后，

他说自己不愿意做“盆丰钵满，腹中空空”的人，坚

守本行，蓄势待发。

在国内大型三甲医院和日本进修后，李立新改变

了对中医持半信半疑的观念，从心底认可中医。“同

样的感冒、发烧、肺炎，在我老师这里都治好了。而

且花费少，孩子也不那么痛苦。”李立新说。

所谓“一信二学三研究”，他重新开始领会中医治

病精髓，学习研究各种中医理论，结合诊病实践，对

中医有了更高层次的认识，其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就

是国医大师、自己的恩师王烈教授。同时将自己的研

究所得，授课教学，与学生分享。整整 20 年的时间

里，李立新说，自己从来没有在 12 点之前入睡。每

天看书写文章、准备讲稿。“那 20 年，是让我提升、

让我羽翼丰满的 20 年。”李立新说。

因病施治 一人一方附独家配方

厚积薄发，李立新寻求更大的突破。 2004 年，偶

然机会，他调到了吉林省中医中药研究院工作。那个

时候的中医中药研究院，跟今日大相径庭。医院每天的门

诊量不到 10 人，一年的收入不到 700 万元。

李立新形容那种窘境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灵。”初来乍到的他，一个人支撑儿科门诊，一张桌子一个

听诊器，救治一个、两个、三个……直至如今四面八方的

儿童。这里的每一砖、每一瓦和每一点改变，都让他心怀

感慨，欣慰于自己在 10 多年的时间，为医院做了点事。他

说，如果你对一个事业，是发自内心的喜爱，那么你就要

为它付出努力，持之以恒，命运会让你看到回报。

儿科门诊创立三年，疗区成立两年，成为全国重点专

科，尽管当时仅有 30 张床位 20 位医护人员的科室与今日

拥有固定床位 80 张，并时常加床至 120 张，相比有些“简

陋”。在李立新的带领下，儿科成为国家中医儿科的亮点，

行业榜样。

多年来，李立新诊病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从未更改。

摒弃成方，一人一方。每个孩子体质、发病原因不同。因

人而异，辩证施治。如脾肺两虚的孩子，易感冒，出汗，

便稀，需调理脾肺；食积内热的孩子，能吃，需消食导滞；

气阴两虚的孩子，盗汗、手脚心热，需滋阴清热。

“能外治的，不吃药，能吃药的，不打针，杜绝滥用抗

生素”。李立新说，普通的感冒， 90%以上都是病毒感染所

致，人体自身具有免疫力，假以时日，完全可以自愈。采

用中医小儿推拿、敷贴、拔罐等外治法，辅助治疗，虽不

能立即见效，但却是真正为孩子负责。

逐利和过分医疗的现象，难免存在。李立新的原则是能

一元钱治好的病，绝不开十元钱的药。“医生如果把“利”

字放在头里，既治不好病也赚不到钱。想挣钱，就不要当

医生。”李立新说。

对待每个患病儿童，李立新还有一味独家配方，叫做：

“祝福”。“这味药非常值钱，是一个医生的良心。”李立新

说。面对抽动、多动的儿童，李立新每次都会特意让爸爸

妈妈转告给孩子一句话：“李大大让我给你带个好！”一句

简单的祝福鼓励，包含着一颗大医仁爱之心。他说，好的

儿科医生，要真正能跟孩子沟通，既是家长的心理医生，

也是孩子的心理医生。

以身立教 传承医道严育杏林

拥有精湛医术的李立新，还有另外一个身份：“老

师”。“我特别喜欢学生叫我老师，也严格按照老师的标准

要求自己，我热爱这个专业，也热爱老师这个称号。”李立

新说。他在大学授课时，没有同学迟到、睡觉，每一个同

学都认证听讲，使很多同学坚定了学习中医的信念。

在学校任教时，李立新对自己有着严格的要求。讲课

的前一天，绝不参加影响授课的活动，一定要以饱满的热

情上好每一堂课，而且还经常将报纸上有关医学前沿性的

知识剪裁下来，放在讲稿内。晚上十点前，讲稿准备完毕，

而且讲课的方式要生动。“只要是我了解的、知道的，方

方面面毫不保留的告诉学生。”李立新说，老师的一言一

行，都对学生产生影响。为师者，要有德有才，甘于成就

别人。

“李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对我的职业方向起了决定作

用。”儿科副主任医师王增龄说，因为被李老师的授课方式

吸引，实习时被老师的医德感动，考研时继续选择做李老

师的学生。和对患者和气亲切相比，对待研究生，李立新

有着相对严苛的入门条件。每年只招收 4 名研究生，而且

必须能吃苦。但现场指导时，无论是查体、讲解还是施方

用药，非常耐心认真。

言传身教中，学生被他的高尚医德感动，以他为参照。

“无论作为老师还是领导，从来没有看见他因为什么事情发

火，不急不躁，细心的给患儿家长讲解疾病的发病原理变

化。”学生王雪莲说，外地患者来医院看病，东西都被偷

了，老师自掏腰包帮助支付费用。如今，李老师培养的研

究生一共 60 余名，均恪守德本，桃李遍天下，传承不息。

大医成，小儿身可托

专访人物：李立新

现任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副院长、终身教授。吉林省名中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享受者，荣获“全国医德标兵”、“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

省五一劳动奖章”、“感动吉林慈善奖”、“感动长春卫生人物”、“十大权威主任医”等殊荣。

从“二十弱冠”到“五 十知天

命”，30 多年间，他说，感谢医治过的

每一个小朋友，没有他们就没有自己

的今天。

声望与他，是成千上万家长的信

任，是天真儿童的健康未来，是不追

求却水到渠成的大道自然。

他不循旧、不逐流，主张少用药，

多调理，因人、因病、因势施治。他

说医生既要懂自然科学、也要通社会

科学。懂人懂病，才能医病救人。

他的门诊，每日限号 30 人，实际

却看 100 多人。因为他，不忍心让复诊

患者再跑一趟、不忍心让疑难患者再

等一天。

“医乃生死所系，非仁爱之士不可

托也”，口口相传、慕名而来，他的科

室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甚至国外的患

儿家长。

他是孩子口中的“李爷爷”，家长

眼中的李医生，学生心中的李老师。
李教授谈儿科十年发展历程

按照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7 年度行风建设巡视

督查方案》 要求， 2017 年 5 月 25 日，由院行风办 （党

办） 牵头，人事科、医务科、护理部、感染科、营养科

和当日总值组成的行风巡查小组，重点对 5 月 19 日我

院下发的 《关于省卫生计生委纠风办对我院行风工作暗

访情况的通报》 的落实情况，对通报所涉及的科室、人

员整改情况进行了检查；围绕医护人员服务态度、语言

行为规范、医疗规范及卫生情况四个方面，对电诊科、

检验科、挂号收费窗口、入出院窗口、取药窗口、导诊

台、医保窗口和驾驶员体检中心进行了检查，对外二

（普外） 科、外三 （肛肠） 科、血液病科、骨科和肾病

科 5 个疗区 7 个病房进行了抽查，并向 8 名患者询问了

情况。

此次巡查，重点检查了省卫生计生委纠风办暗访通

报所涉及的科室。总的来看，各科室负责人能够做到高

度重视，主动认领责任，认真组织学习，召开专题会

议，制定整改措施，整改的效果较好。公安科明确要求

保安人员要保证在岗时间，认真巡查、履行职责，做到

有效在岗，出现问题将严肃处理；门诊办对驾驶员体检

中心工作人员提出了明确要求，坚决杜绝上班时间玩手

机；医保科针对工作期间玩手机问题开展了批评与自我

批评；电诊科、肺病科要求诊室人员工作期间严禁使用

手机，认真接待患者。中风康复科对患者在楼梯间内晾

晒衣物、床单的现象进行了有效治理。

各科室普遍加大了对行风工作的重视程度，特别是

上级暗访情况在全院通报之后，对各科室和全体职工的

触动很大，大家对行风建设要求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和

认识。各科室在语言行为规范、医护人员态度、医疗制

度落实和卫生环境治理等方面下功夫、想办法。在此次

巡查中，各服务窗口工作人员能按规定着装和佩戴胸

牌、正确使用文明用语；通过对患者进行了解，普遍反

映我院医护人员热情、周到，服务态度非常好；患者反

映，我院医生查房制度坚持较好；医生在岗情况较好；

此次抽查的 4 个疗区，病房卫生、卫生间卫生打扫彻

底。各楼道卫生打扫的比较干净，垃圾箱上未发现烟头

多的现象，特别是 D 座楼梯间内乱搭乱挂现象基本解

决。

从此次巡查结果来看，各科室能够正视问题，不包

庇、不护短，全院行风建设整体水平有了一定提高，但

仍有极个别人员无视组织制度，在反复强调、明令禁止

的问题上我行我素，在工作期间玩手机，造成不良影

响。院行风办对出现问题的科室、人员进行了批评教

育，限期整改。

下步工作，各临床科室和服务窗口要继续加大学习

力度，把省卫生计生委纠风办对患者进行调查的 25 项

行风测评指标和 《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 2017 年度行风建

设巡视督查方案》 作为主要内容，常提醒、常督促；要

继续加大教育力度，深刻理解“医道天德”办院理念的

内涵，消除麻痹和侥幸心理，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要

继续加大管理力度，运用好制度体系建设研讨成果，用

制度约束行为、指导工作。

（党办）

持续开展巡查工作 扎实推进行风建设
———5月份行风建设巡视督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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