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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年前，他服从国家分配来到湛江，从
此扎根港城，“仁心仁术”服务患者。如今，
80岁高龄的他仍坚守在“治病救人”的岗位
上。他说：“我的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予
的，我要回馈人民。”他，就是广东医科大学
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医生蔡懿廷。

他，有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

2016年，湛江影剧院那场感人肺腑的
蔡懿廷事迹诗文朗诵会，让更多人认识了
这位医术精湛、不事声张却永远都在为患
者着想的好医生。

很多年前，有一位老人家独自在家吃
饭，不慎把杂鱼煲汤的鱼鳃帮骨吞进了喉
咙。又硬又大的骨刺把喉咙卡住了，憋得
老人喘不过气来，出现短暂晕厥。家人带
着老人跑了两家医院均未能取出，最后找
到了蔡懿廷。在护士的配合下，他一边安
慰老人放松配合，一边等待时机，在老人
吸气末声门固定的一瞬间，准确夹住鱼
刺，迅速取出。老人得救了，逢人便说：

“是蔡医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蔡懿廷从事耳鼻喉科的临床工作50

多年，具有丰富的临床诊治经验，擅长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疾病（包括肿瘤及成形）
的诊治，以良好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得到
了广大患者的信赖和好评，在湛江享有盛
名。早在1985年7月19日，中央电视台
新闻联播节目就报道了蔡懿廷用中西医
结合方法治疗鼻咽癌放疗后的患者，并取
得显著疗效的事迹。之后，来自全国各地
咨询、求助的信件源源不断地转到了蔡懿
廷的手里，他都一一给予回信。

一直以来，蔡懿廷在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无怨无悔，党和政府授予了他无数
的荣誉：全国卫生系统文明先进工作者、
全国卫生系统模范工作者，广东省劳动模
范、广东省白求恩式医务工作者等。他一
直心存感激，经常谦虚地说，是党和人民
培养了他，是医院给了他为人民服务的平
台，没有党和人民的培养，自己就不可能
有今天的成绩。

作为湛江市著名专家，因工作需要，
经上级人事部门批准，蔡懿廷直到70岁才
正式退休。当绝大多数同龄人退休后选
择闲云野鹤、保健养生的生活，蔡懿廷却
退而不休。至今80岁高龄仍坚守在广东
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耳鼻喉科为患者服务
的岗位上，每周坚持安排4个上午的门诊，
每次门诊要看40－50位患者，年服务患

者上万人次。

他，有一颗为民服务的心

蔡懿廷认为，一个人所有的工作成绩
都是干出来的。熟识蔡懿廷的人都知道，
他不仅有扎实的基础，务实的态度，更有
一颗为民服务的心。正如他所说的，他的
一切都是党和人民给予的，他要回馈人
民，要为人民服务。从医半个多世纪，蔡
懿廷看过的患者不计其数，但凡给他看过
的患者，无一不称赞他的医术高超、态度
谦逊，处处为患者着想。

湛江的冬季，虽然不会下雪，但湿冷
的天气，让人感觉寒风入骨，很多人裹在
被窝里不愿起床。可是，在70岁退休前，
蔡懿廷早上都是提前到6点半就开诊了。
他说：“从6点半到7点半这段时间，我可
以多看5－6个患者，这些患者就可以及时
赶去上班。”每到下午出诊，蔡懿廷同样也
会提前到1点半上班，他说：“我自己少休
息1小时，就能多让4－5位路远的患者及
时赶回家，不用在此过夜。”就算是早上提
前一个小时为患者看病，蔡懿廷中午的时
候也往往得不到休息，有时候还会看到晚
上7－8点，直到将最后一位患者送出诊
室。因此，在70岁退休前，蔡懿廷每天的
出诊量常常过百，成为全院门诊量最高的
医生。

科室护士小李清楚地记得，今年4月
30日上午，蔡懿廷一早就来到病房诊室，
一个上午不间歇地看了30多位患者。中
午时分，本该下班的蔡懿廷却一直没有离

开，原来是因为有一位素不相识的林姓女
孩，耳鸣将近一个月四处治疗未果，这次
特意利用五一假期从广州一早出发赶来
找蔡医生医治。蔡懿廷耐心等到将近中
午1点该患者来到并帮她诊断完才安心
离开。其实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经常
早上班晚下班，长期不能按时吃饭，已成
为常态却从未见他抱怨。如今已八旬高
龄的蔡懿廷仍然思维敏捷，眼不花、耳不
聋、手不抖，为救治患者，从早上看到过
午，简单吃点东西后继续看病，始终对每
一位患者报以微笑，尽力让患者放下包
袱满意而归。

蔡懿廷是一个善良而有耐心的医
生。在临床一线工作的时候，劳累了一天
的蔡懿廷每天晚上都要回科室加班，一是
做术前准备，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以确
保第二天手术的万无一失；二是对术后患
者，他会了解并及时处理术后情况，以减
少患者的担忧，给予患者最大的安慰。

他，身先士卒作出表率

蔡懿廷体恤患者，从不开大处方，不
该做的检查一律不做，不该开的药物坚决
不开，所以，“少花钱却治好病”也是患者
对蔡懿廷一致的评语。因为工作出色，组
织让他进医院领导班子，但被他婉拒了，
他仍然以感恩的心坚持留在临床、留在基
层。在他将要退休前，有多家诊所想高薪
聘请他去坐诊，也被他婉拒了。如今已80
高龄的他，仍不计名利一直在附二院上
班，为患者看病，帮助年轻医生成长，指导

耳鼻喉科的工作，并且主动放弃医院的返
聘费和科室的绩效奖金。科室的同事都
说：“科有一老，如有一宝。”

身为一名党员，工作中，蔡懿廷一直
身先士卒作出表率。他给自己制定了“五
个不”制度，并且一生都在自觉履行着这
一承诺，即：多干不补钱，加班不补休，矛
盾不上交，责任不推卸，困难不叫苦。在
科室里，乃至整个医院，每一个同行无不
对蔡懿廷啧啧称赞。他和同事的关系非
常融洽，多年来，他积极帮助科室年轻医
生提高技术，并亲自为他们创造和联系外
出学习的机会，帮助年轻医生成长。

谈起对鼻咽癌的研究与合作，曾经率
先建立起世界上第一株低分化鼻咽癌细
胞株CNE－2Z及其裸鼠移植瘤模型，并
建立起人鼻咽癌自发性高淋巴道转移裸
鼠模型，从而获得高、低不同转移潜能的
鼻咽癌细胞克隆株的广东医校病理教研
室鼻咽癌研究团队，大家不会忘记蔡懿廷
的一份功劳。广东医附属医院病理科主
任黄剑教授回忆当年：建鼻咽癌裸鼠淋巴
结道转移模型时，就大量用到蔡懿廷协助
下取得的人体标本，淋巴道转移实验结果
最后达到100％。

作为一名老党员，蔡懿廷更是怀有高
度的社会责任感。在医院组织的党员下
乡义诊的那天上午，由于他的患者特别
多，当他看完最后一位患者时已是中午1
点，他简单吃了点饭就随队乘车来到徐闻
参加义诊活动。他说：“我从北京医学院
毕业后分配到湛江工作了几十年，对湛江
的百姓有着深厚的感情，到徐闻去为基层
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是应该的，我非常乐
意接受，再累点也无所谓。”义诊一个下
午，他为39名群众进行了诊治，他严谨和
蔼的态度和精湛的医术给当地群众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采访中，蔡懿廷非常感谢老伴对他工
作的理解和支持、对家庭的照顾、对孩子
的培养，让他能够一心一意投入到事业中
去。据不完全统计，仅是退休前的2008
年，69岁的蔡医生每周3个半天的门诊，
所服务的患者全年就超过了一万名。蔡
懿廷感慨地说：“其实我现在的门诊量相
比退休前已经很少了，后辈医生也很努力
很优秀，我也很想安心享受退休生活，但
每天都会有很多患者专门来医院找到我，
我能做的就是尽力给他们看好病，能多看
几个就多看几个。能让患者满意而归，我
心里就很舒坦！”

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千好万好不如老百姓说好！“用自己过硬的
医疗技术热情周到地服务好每一位患
者”——这就是蔡懿廷的“初心”和“使命”。

传递正能量

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大家谈 全民参与
共除毒害

广东医80岁老专家蔡懿廷退而不休

“仁心仁术”服务患者55载

蔡懿廷为患者看病。通讯员 吴志华 摄

□ 陈天心

为了纪念先烈黄平民，合江村村民
主动献出建设用地约 20 亩，用于建设
黄平民烈士纪念馆。（12 月 2 日《湛江
日报》）

不忘历史，才能创造历史；崇尚英雄，
才能英雄辈出。12月2日，湛江日报在头
版头条刊发了《廉江“红色村”村民自发献
地20亩》的消息，报道了廉江合江村村民
无偿献出近20亩地，用于建设黄平民烈士
纪念馆的事迹。看了报道，可能不少人都
会问：是什么原因，让合江村村民作出了
这样的选择？

俄国诗人莱蒙托夫说过：“英雄不
是点燃的蜡烛，而是一束纯净的阳光。”

要想让这束阳光普照大地，就需要营造
尊崇英雄、缅怀先烈的社会氛围，需要
涵养学习英雄、颂扬英雄的红色文化。
合江村要为黄平民烈士建纪念馆，村民
得知后自发献出近 20 亩建设用地，而
且“这 20 亩土地是一处种有荔枝等果
树 的 坡 岭 ，每 年 为 村 集 体 创 收 不
少”——取舍之间，我们分明感受到了
合江村村民对英雄的敬重，对身上流淌
着红色基因的看重。

献出建设用地，合江村村民将收获
的，是红色资源的激活。弘扬英雄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关键是要用好红色资
源。红色资源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
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践中的具体体现，具有培育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红色资源

的保护开发和利用，不仅是巩固党的执
政地位的政治工程和文化工程，还是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富民工程和民心工
程。对于合江村来说，黄平民烈士的英
雄事迹，就是十分珍贵的红色资源。而
建设黄平民烈士纪念馆，正是把这一红
色资源激活的关键所在。

献出建设用地，合江村村民将收获
的，是红色坐标的闪耀。建设的是纪念
馆，更是一处红色坐标。既然是“坐标”，
它又“指引”着什么呢？报道中，合江村村
干部韩兴斌的一句话点出了关键，“村民
们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人倍感开
心。”被激活的红色资源，将成为引领乡村
振兴的思想“蓄水池”，通过黄平民烈士纪
念馆这个载体，红色文化将融入到各类主
题活动中，让合江村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在

红色精神的熏陶下“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做文明新风的传承者和践行着，在
乡村振兴、脱贫攻坚、基层治理等方面展
现出更多活力。

献出建设用地，合江村村民将收获
的，是红色基因的传承。乡村振兴，既要
塑形，也要铸魂。红色资源具有强大的
文化内生力和持久的现代传承力，是乡
村文化振兴的重要支撑。黄平民烈士纪
念馆的建成，将进一步驱动合江村村民
传承红色基因，通过学习革命先辈不怕
艰苦、勤劳奋斗、坚持不懈的精神，充分
激发出创造美丽家园、追求美好生活的
热情。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红色基因的
传承中，在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合江村必
定能建设成为既有红色文化又有绿水青
山的美丽新农村。

本报讯（记者潘洁婷）12月1日晚，
经开区蓝天志愿者协会四周年成立庆典
及颁奖晚会举办，会上对年度优秀志愿
者、星级志愿者及爱心企业、爱心单位进
行了表彰。表彰会结束后还进行了志愿
者节目汇演，为近千位观众奉上了一场文
化大餐，深受观众好评。

据了解，经开区蓝天志愿者协会于
2015年12月成立。该协会始终秉承“赠
人玫瑰，手留余香”的宗旨，以“帮助他人，
快乐自己”为目标，倾心公益事业，积极参
与助学实地走访、发放助学金、为孤老送
温暖、慰问贫困群众、关爱环卫工人、创建
文明倡导活动等爱心活动。目前，该协会
已从最初的不足十人的团队，发展到现在
注册义工1200余人，成立了2个乡镇分
队。四年来，共开展了600余场公益活
动，长期帮扶85户贫困家庭，资助了30
多位贫困学子，捐出善款及物资累计50
余万元。

经开区蓝天志愿者协会

四年捐资逾50万元

本报讯（记者赖寒霜）12 月 2 日下
午，一名爱心企业家赶到本报编辑部，希
望编辑部帮忙向雷州市南兴镇大东村的
病重小女孩蔡某漫转交爱心献款 1 万
元，并呼吁大家多献爱心，挽救这条鲜活
可爱的生命。

蔡某漫今年5岁，是南兴镇大东村人，
父亲蔡贵方到霞山租房打工后，她就跟随
父母一起到霞山居住并入读当地幼儿园，
在父母及老师眼中，她是一个聪明活泼的
小女孩。

今年6月开始，小女孩反复发烧、感
冒，并伴之有手脚关节的轻度疼痛。蔡贵
方带女儿到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检查，
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还伴有支
气管肺炎、急性胃炎等病症，全面治愈预
计需要花费50万元。

女儿突患重病，这对一个贫穷的家
庭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蔡贵方夫妻上
有70多岁的父母，一家全靠蔡贵方一个
人在外务工养活。眼看着女儿日渐消
瘦，痛苦不堪，蔡贵方夫妻的心都快碎
了。为了挽救女儿的生命，蔡贵方四方
奔走，到处举债，千方百计筹措资金，并
求助于网络公益平台，向社会募捐。

蔡贵方告诉记者，女儿进行了四次化
疗，目前病情平稳了。如果要进行第5次
化疗，还需要20多万元，他已实在无能为
力，希望社会爱心人士帮帮他，救救他的
孩子。

获得湛江市第八届“湛江好人”和第
二届“道德模范”的一位湛江爱心企业家
得知此事后，坐不住了，尤其在网上看到
小女孩痛得哭叫的照片，他眼泪都掉了下
来，决定出一份力。他赶到报社，用信封
包着一万块钱，让本报编辑部转送给女孩
的父亲，并预祝她早日康复。

他不肯留下姓名，认为只是尽一份心
而已，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呼吁
大家积极伸出援手，献爱心，“救救可怜的
孩子吧！”

（注：如有爱心读者想捐助，可联系小
女孩父亲蔡贵方，电话：13286998353）

本报讯 (记者张雅婷)羽绒服
穿了吗？秋裤穿了吗？12月2日
早晨，冷空气“上线”，大家见面的
第一句不再是“早上好”，而是“好
冷啊”“冷死宝宝了”。

2日恰逢周一，记者走访街头
发现，大人小孩纷纷穿上厚厚的衣
物上班上学，许多老人戴上帽子、
围巾、手套防寒。

市气象部门提醒，未来几天冷
空气仍有补充，天气晴朗干燥，早
晚寒凉，要注意保暖。

打造红色坐标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陈君俊）
近日，雷州市企水镇禁毒办到海角村开展

“全民禁毒，共享幸福”禁毒宣传活动，营造
良好的禁毒宣传氛围。

活动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咨询台、发放
禁毒宣传资料等形式进行。期间，工作人
员还现场向群众讲解禁毒相关知识，使他
们深刻了解毒品对个人、家庭、社会的巨大
危害，并号召他们加入到防毒拒毒行列中，
积极做禁毒宣传员。

雷州企水镇
禁毒宣传进乡村

▶12月2日，大人孩子都穿上
了厚厚的大衣防寒。本报记者 李
嘉斌 摄

12月首场冷空气“上线”

你添衣了吗你添衣了吗？？

爱心企业家
捐资救助患病儿童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雷鹏）12月 2
日是“全国交通安全日”，为进一步增强
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意识、法制意识和
文明意识，交警霞山大队开展以“守规
则除隐患，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宣
传活动。

在宣传活动中，交警霞山大队以流动
执法宣传点为主战场，采用现场执法宣传
直播、宣传车播放警示片、警用摩托车喇叭
广播文明出行安全提示等方式，大力宣传
交通安全法规。此外，开展赠送安全头盔
活动，倡导市民安全文明出行。

霞山交警开展
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

德馨湛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