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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人物

广东好人、雷州最美医生李桂：

互联网时代
打破老人就医困境

60 年扎根乡村践行医学梦

老人不会进行网上预约挂号该
怎么办？随着智能化医疗快速发
展，互联网＋医疗已经普遍推广，随
之而来的问题是老年人特别是高龄
老人看病更难。为实现老人们的便
捷就医，各地纷纷出招，设立老年人
门诊、老人就医通道、实施老人医疗
陪护……各类为老就医服务纷纷涌
现，让老人实现便捷就医。

文/图 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戴李春

困境：
智慧医疗下老人就医难题

5 月 13 日 ，
“广东好
人”、
“ 广东省优秀名医”、
雷州“最美乡村医生”李桂
捐书仪式在湛江中医学校
举行，活动中，李桂共为该
校优秀学生捐赠个人专著
800 多 本 ，受 到 欢 迎 和 好
评。
这是一名老中医毕生
追求医学梦的一个缩影。
他悬壶济世 60 载，救治病
人数万人，数十年来还坚
持免费为孤寡老残者治
病，仁心仁术和爱心义举
在当地广为流传，被乡亲
们誉为
“最美乡村医生”。

据了解，截至 2017 年底，我国
60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有 2.41 亿
人，占总人口 17.3％。预计 2050 年
前后，该比例将达到 34.9％。老年
群体就医问题成了社会关注热点，
特别是在智慧医疗下，一些不会使
用手机挂号预约、使用互联网就医
的老年人群体，面临着互联网时代
的就医困境。
“这几年，
绝大部分公立三甲医
院都已经开通了互联网挂号渠道，
通
过微信或支付宝就可提前预约专家，
按时到医院就诊即可，
极大的方便了
群众的就医问诊。”相关行业专家指
出，
对于不会使用互联网挂号的老年
人来说，
还得一大早就去医院排队挂
号，
并且很难挂到知名专家。因为大
部分知名专家，
都提前几天就会被预
约满，
当天根本没号可挂。
今年 3 月 21 日，国家卫健委就
信息化质控与智慧医院建设工作有
关情况举行了发布会，
针对一些老年
人对移动支付等不太方便的情况，
以
及解决老年人就医问题进行了回应。
“对老年人来讲，新科技手段的
应用不如年轻人容易掌握，所以很
多医院专门为老年人保留了传统就
医的通道，比如可以打电话预约。”
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
焦雅辉指出。

李桂为湛江中医学校优秀学生捐赠个人专著。

扎根乡村践行仁心仁术
1939 年 ，李 桂 出 身 于 一 个 杏 林 世
前 人 医 术 精 华 ，大 胆 探 究 疑 难 病 症 良
家。自幼受其父辈教育熏陶，从小立志
方。风风雨雨 60 载，他挖掘了大批民间
从医悬壶济世，儿时就跟随父亲上山采
验方，积累了大量临床经验，医术日益精
药，从不叫苦叫累，十几年如一日，感动
湛，医治好不少疑难杂症病患者。
了前辈，获得真传，成为李氏中医的第五
有村民说，李桂善于治病，更善于医
代传人。
“心”。他借助医疗平台帮教年青一代，
1959 年，从湛江医专毕业后，李桂
通过谈心、交“朋友”，精神上鼓励，经济
就进入了医疗部门，到农村保健院做学
上资助，先后教育多名“浪子”和 10 多名
徒。他背起药箱，奔走在乡间小道上，登
染上毒瘾的人，彻底摆脱毒魔的摧残，重
门串户为农民兄弟们把脉送药。
新做人，创造幸福生活。
以前没有代步工具，李桂常常是走
雷州市南兴镇邱某因吸毒被强制戒
路到病患家里，还曾长途跋涉几天到广
毒并劳动教养两年，解教后，左邻右舍对
西给患者看病。
“ 医疗工作者应该做到
其避而远之,邱某因此精神萎靡。李桂
‘无处不让利’，也就是事事都给予别人
及时引导他，让他重拾信心，又借钱并指
方便。”李桂说，医生要有医德，要把病人
导他买来猪仔和蒸酒工具，教他一边蒸
的痛苦当作自己亲人的痛苦一样看待， 酒出售挣钱，一边用酒糟养猪。待邱某
这样才能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
生活状况好转后，李桂又托人为他物色
问题。
对象，帮助他建立起一个温暖的家。如
在医学道路上，他深感治病救人责
今，日子越过越好的邱某常常对人说：
任重大，便刻苦研读医学名著，不断吸取 “李医生不是我的亲人，却胜似亲人。”

出书传道推动中医事业发展
虽已逾古稀之年，李桂仍像一个发
动机一样，孜孜不倦地学习，吸取新知
识。他坚持每天清晨 5 点起床，看书、
写书，将多年来的行医经验一一记录下
来。
除了刻苦研读医学名著，他还大胆
探究疑难病症的良方，乡亲们一些常见
病，他手到病除，一些疑难杂症，在他手
中也能妙手回春。雷州渔民们常年在海
上生活，很容易患上类风湿病，对此，他
潜心研究，帮助不少渔民治好了病痛。
为了让毕生所学后继有人，李桂不
但让自己的儿子在诊所帮忙，还收了六
七名学徒，这些学徒来自湛江、汕头等
地。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把自己多
年所学和行医经验写成能惠及广大人民
群众的书籍，推动中华传统中医学发扬
光大。
近几年，中医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
了他的《中医论治奇难杂症》
《中医临床

精要》
《养生秘诀》等专著。这些书，他大
多都是免费赠送给读者，让大众受益。
此外，他还走进湛江中医学校等校园，为
广大师生作医学专题报告；走进雷州、廉
江 等 县（市）区 的 社 区 ，普 及 健 康 知 识
等。李桂称，在治疗疑难杂症、肝硬化腹
水、肝炎等方面，他有丰富的经验，
“好的
医学经验就应推广，我将这些都写进书
里，同时走进校园、社区推介，这也是行
医为善的一种方式。”
乡村行医 60 载，他医术医德有口皆
碑，也赢得了很多荣誉：2009 年 6 月，被
广东省人民政府、广东省委组织部评为
＂南粤改革先锋＂、
“ 德高术精、医者楷
模”；同年被广东省政府、广东省卫生厅
评为“名医典范，妙手回春”先进医者；同
年还被广东省医学会评为“广东省十大
名医”；2012 年他被评为湛江市劳动模
范 ；2017 年 被 评 为“ 全 国 优 秀 乡 村 医
生”……

方式一：
设立就医服务绿色通道

李桂到敬老院慰问。

数十年扶贫济困写大爱
作为一名乡村医生，收入不是很
高。但是，他硬是在一家人的生活费
用中挤出资金，照顾着南兴镇及该镇
宋村、黄麻村敬老院里的 70 多位孤寡
老人，并坚持了 30 多年。他定期给五
保老人看病，免费送药，平时还走访慰
问。据不完全统计，30 多年来他的资
助达到 20 多万元。
他开始关注到这群孤寡老人，也
是因为一个患者。有一次，一个老阿
婆找他看病，却付不起医药费。了解
到老人家的情况后，他决定为她免费
治疗。后来，他在诊所门口竖起了一
个“五保户不收医药费”的牌子，免费
帮家庭贫困者看病。从上世纪 90 年
代开始，李桂就坚持在每年的中秋、春
节到敬老院探望这些老人，并给他们
送上过节食物，为他们免费义诊等。
李桂说，这两个节日是中国最为隆重
的传统节日，敬老院里的老人们特别
渴望亲情和关爱，这时去看望他们，老
人会特别开心。
宋村敬老院 70 多岁的宋老伯告
诉记者：
“ 李医生每次来不但不收钱，

还给我们送钱。平时我们有什么困
难，也找李医生帮忙。我们这些老残
日子能过得这么舒心，少不了他的一
份功劳。”
作为一名党员，在新农村建设中，
他积极带头和发动社会各界捐助南兴
圩区建设，曾全额出资修建南兴圩区
人民五街 200 多米长的硬底化道路，
还积极捐资建设南兴镇文化广场和文
化楼等。2015 年，当他了解到家乡学
校在教育“创强”工作中资金困难，马
上为该校捐赠了 3 万多元，还为该校捐
赠了 6 台电脑及一批图书。2016 年，
他捐款 17 万多元给家乡修路，大力支
持家乡的新农村建设。
今年已是年过八旬的李桂，表示
爱心善举还要继续下去。正是因为数
十年如一日为公益事业的无私付出，
2012 年，他被评为“湛江好人”；2015
年，被评为“广东好人”；2016 年 5 月，
中央电视台第十三频道，以单条新闻
形式，对李桂的事迹进行了深入报道，
宣扬了这位乡村医生存好心、干好事、
做好人的精神。

方式二：
支持基层开设老年门诊
四川将依托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四川省人民医院建立
“医、教、研”一
体的国家级老年疾病临床研究中心，
发挥行业龙头引领作用。同时，
鼓励
市（州）三级医院建立市级老年医学
中心，
支持一批有条件的二级以上综
合医院、中医院开设老年病科，引导
鼓励有条件的二级医院转型为老年
病医院，
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
老年门诊、
设立老年病房。
今年，四川 35％以上的二级以
上医疗机构还将设立老年病科，并
探索开展家庭病床服务，为居家老
人提供上门巡诊、康复护理、健康管
理等服务。
据光明网

廉江市关工委

培训创业青年
助力乡村振兴

爱行动

“生命关怀”援助重病患者
了爱心倡议，马上得到队员们积极响应。
不久捐起大笔善款，对患者实施爱心援助
行动。
当天，10 多名爱心志愿者不畏路途
遥远，千里迢迢赶赴雷州市企水镇赏村七
队，到重病患者周忠福家中看望。在患者
家里，爱心志愿者们给送上 5000 元慰问
金以及物资一批，亲切询问患者近期的身
体情况，细心叮嘱其家属人好好照顾患
者，鼓励他们积极面对困难。期间，当亲
眼目睹周忠福家庭生活实在艰难，多位爱
心志愿者又现场捐给患者及其奶奶红包，
患者及其家属感动得连声道谢。

志愿者为老人送上慰问金和礼物。

本 报 讯（记 者 邓 耀 瑞 通讯员吴智
雅） 5 月 10 日，10 多名爱心志愿者从吴
川市出发，不远千里深入雷州市企水镇
赏村七队，探望大病患者周忠福，为他带
来“生命关怀服务队”队员们捐赠的五千
元以及花生油、面、麦片和牛奶等物资，
令其感动不已。
10 多名爱心志愿者是一慈善机构属
下的生命关怀服务队队员，日前由于了解
到雷州市企水镇赏村七队的周忠福身患
重病，为治病花光家庭积蓄不说，还导致
全家负债累累，生活陷入窘迫境地。日前
为了援助该名患者，生命关怀服务队发起

“我们老年人不会用手机、也不
会上网，子女又不在昆明，看病非常
困难。昆医附一院的人性化服务想
得很周到，专门为老年人出台文件，
这样的举措很暖心。”近日，享受过
昆医附一院老人就医绿色通道的市
民张女士对此赞不绝口。
为关爱更多高龄老人和失独家
庭，云南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出台了《关于建立和完善为老年
人和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提供就医服
务绿色通道的实施方案》，规定为老
人保持传统的现场预约渠道；建立
服务联系点；开通绿色通道解决老
年人看病难问题。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揭
英隆 秦业强）5 月 13 日，廉江市关
工委在该市和寮镇举办创业青年电
商培训班，该镇近 200 名青年报名参
加培训班学习，拉开了该市关工委今
年每镇一培训助力乡村振兴活动的
序幕。
据了解，近年来，该市关工委加
大对创业青年的技术培训力度，把湛
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作为创业青年
电子商务培训基地，并邀请专业人士
对创业青年进行电子商务知识培训，
今年将在全市每镇免费举办一期电
子商务知识培训班，参加培训班学习
的主要对象为创业青年，为有意从事
农村电子商务的创业青年提供政策
咨询、创业辅导等支持，让农村青年
关注电商、用电商，提高农民的
“触网
率”，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