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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移植手术是一种风险极大的高难
度、特大型手术，在外科手术中代表着现代
医学的最高水平。 术后，因受体对外来器官
起排斥反应，监测和对症治疗难度大，尤其
容易发生感染，患者术后存活极难。 当前国
内手术后平均生存期为 13 年，而全省市州
医院首例“换心人”李敏目前已经工作和生
活 15 年，这在全省乃至全国器官移植发展
史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刚在手术台上站了 4 个多小时， 为患者做
完心脏冠脉搭桥手术，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
委委员、副院长吴吉明来不及喘口气，匆匆在车
上吃了个盒饭， 就直奔机场登上了飞往深圳的
航班。

6月 12日， 可以说是常徳第一人民医院全
体医护人员的牵挂。 因为这天，医院又专门派出
医护人员，回访 15 年前在该院实施换心手术的
李敏。

也许是绵绵细雨，容易引起人们的思绪。 作
为当时的主刀医生，吴吉明凝视着窗外的云层，
脑海里又浮现出李敏心脏移植手术时的点滴。

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终于抵达鹏城深圳。
在出口处，一位中年妇女站在接机的人群里，显
得格外急切。 她就是李敏。

当吴吉明一行出现在李敏面前时， 她激动
得说不出话来，只有泪花在眼眶里闪烁。 我们跟
随李敏坐了 20 分钟左右的地铁，又步行了一段
时间才抵达酒店。 一路上，李敏有说有笑，步行
了大老远的路，我们看到她气息平稳。 真不敢相
信，眼前这位身材娇小、面色红润、神采奕奕的
中年女子，就是 15年前植换了心脏的人。

1995 年来深圳打工的四川简阳妹子李敏，
在一家电子厂做过品检、后勤工作，后走上行政
岗位。 2003 年年初，正准备调入业务部门一显
身手时， 她出现活动后心悸气促及夜间阵发性
呼吸困难， 临床诊断为原发性扩张型心肌病。
2004 年，年仅 29 岁的李敏 3 次出现严重心衰，
心功率仅有 4 级，已经到了终末状态，进行心脏
移植手术是唯一的治疗选择。

为李敏治疗的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一
直苦于没有供体。 当时，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与
这家医院是合作单位， 为开展心脏移植手术项
目，已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 得知李敏的情况
后， 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于当年 9 月为她找到
了心源供体。 他们将“心”比心，经过慎重的配型
比对，确定了心源。 两家医院经过商量，最终决
定由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心血管外科专家吴
吉明主刀，为李敏做心脏移植手术。

2004 年 9 月 29 日， 李敏在常德市第一人
民医院接受了耗时 3 小时 30 分钟的心脏移植
手术。 手术采用标准法原位心脏移植方式，供体
心脏采取主动脉根部灌注含钾停搏液等药物进
行保护，使用 4℃冰水进行低温储存，患者在摘
除病体心脏后，在 1 个多小时的“无心”状态下
依靠人工心脏—————体外转机维持生命， 在心
脏血管接驳完成之后， 再以 20 瓦／秒电击一
次， 这颗健康的心脏在李敏的胸膛里又开始有
力地跳动。 经过 10 天的抗排斥治疗，李敏轻松
地走下病床活动，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也
同时标志着我省市州医院首例心脏移植手术圆
满成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 当年的主刀医生吴吉
明已经升任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李敏已经步入中年，当年年幼的儿子也已
上高二。 又一次迎接给她第二次生命的“亲人”，
她和家人又怎能不激动呢？

经历过“死亡”的人，对生命的理解要比常
人深刻得多。 李敏被送上手术台的那一刻，她
年幼的儿子紧紧抱住母亲不放，懵懂无知的他
似乎生怕一松开就失去妈妈； 当李敏手术成
功，她的儿子又哭着扑上前去。从小，他就记住
了为母亲做手术的医护人员。 于是，他在医院
里有了“干爸”“干妈”“小姨”等“亲戚”。

听到为妈妈做换心手术的吴吉明来了，
最兴奋的莫过于李敏的儿子唐世明。 终于等
到第三节下课铃声响了，他匆匆跑出深圳东
方英文国际书院大门，见到妈妈，他目光扫
视了一圈，气喘吁吁地问：“干爹呢？ ”

“干爹明天有一个大手术，今天已经赶飞
机准备回常德了。 ”李敏遗憾地告诉唐世明。

唐世明口中的干爹就是吴吉明。 听说干
爹来深圳， 寄宿的唐世明和李敏商量好，要
利用课间 15 分钟见上一眼。 没想到吴吉明
走得匆忙，唐世明有点失落，随即用妈妈的
手机给干爹打了电话，礼貌又有些腼腆地问
候吴吉明。“我们每次回常德，干爹都会抽空
陪我们，哪怕只有短短一餐饭的时间。 干爹
是给妈妈第二次生命的恩人，也是我们的亲
人。 ”唐世明说完，给了妈妈一个拥抱，跑回
了教室。

现代社会的医患矛盾被广为诟病，常德
市第一人民医院何以破解瓶颈，让病患感受
到了亲情般的温暖？

原来，作为一家湘西北区域医疗中心，牢
记“广济天下、德行百年”使命，尊崇“崇德精
医、惠泽沅澧”院训，除了医疗技术和设备有长
足的发展之外，更重要的是将心比心，以心换
心，用心去关切患者，让病患放下包袱。

李敏病情严重，在常德举目无亲，丈夫
唐蛟性格内向，身边还带着年幼的儿子。 住
院半个月，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胸心血管外
科的医护人员对她关怀备至， 帮她洗澡、换

衣服，为她订餐，给她的儿子买零食、玩具。
“印象中， 我术后醒来的第一餐是护士一口
一口喂的，虽是一碗白粥，但这一餐比我吃
的所有东西都美味。”15年过去了，回忆起医
护人员对她的照顾，李敏仍为之动容。

李敏出院后，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一直
给她提供用药指导和随访服务。 回到深圳两
个月后，李敏因发烧住院，该院得知后，吴吉
明等一行 10 余人专程来到医院看望她，给
她送去半年的药物和慰问金。 除了平日里的
电话或微信联系，吴吉明每次出差到深圳或
者广州，都要抽空看望她，看看她的心电图，
聆听她的心跳。 记得有一次，吴吉明在深圳
开会时间紧，他还让李敏带着近期病例和检

查单过来。 当吴吉明看到李敏面色红润，一
切指标正常后，长舒了一口气，嘱咐她：“一
定要按时按量吃药！ ”

2016年 7月， 李敏被诊断为宫颈内瘤变
Ⅲ级，需要做宫颈椎切手术。 由于其做过心脏
移植手术，很多医院婉言谢绝了。这时，她又想
到了“家人”，便与吴吉明联系。 吴吉明二话没
说，帮她安排好一切，并和相关科室医生共同
讨论好成熟的手术方案。 考虑到她的特殊情
况，需要安心静养，特意帮她安排了单间。住院
的 10天里，胸心血管外科的护士长陈剑琴还
带着她的儿子去游泳，让他玩得乐不思蜀。

15年来，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累计为她
捐款 10 万多元， 另为她捐赠药品价值达 8

万元。 李敏和这所给她第二次生命的医院、
医生之间，从写信、电话、微信到面访，联系
从未间断。 这种关爱陪伴着她闯过了一次又
一次排斥反应的难关。

树高万丈不忘根。 李敏始终心怀感恩，把
常德当做了她的第二故乡，把常德市第一人民
医院当成了她的家。每年儿子放暑假或者回老
家，她都要带着儿子回“家”看看。“如果不到常
德，我就好像找不到回家的路。”李敏说到这个
特殊的“家”，眼神里充满幸福。说话间，她儿子
颇有些得意地说：“记忆中从小就经常去常德，
那里的每条街巷、每条路，我都记得！ ”

“随着世界医疗技术的发展，现在心脏
移植手术已经不是尖端技术。 但是，常德市
第一人民医院无微不至的关怀，让我感受到
了超越亲情的人间大爱，让我重新扬起了生
命的风帆。 ”每当说起这些，李敏的话语里就
充满了深情，眼里就噙满了热泪。

心脏移植手术在国内外并不罕见，当前
国内手术后平均生存期为 13 年， 而李敏却
平安地走过了 15 年， 目前仍在健康地工作
和生活。

挽救生命，除了精湛的医术之外，更重
要的是要有一颗爱心。 这种大爱，透过医护
人员的仁者之心，流淌到了社会。 李敏所工
作的深圳某电子公司就是一个缩影。 2004
年，得知李敏要做心脏移植手术，公司工会
号召 2000 多名员工为她捐款。 公司康体活
动专员赵杰抱着募捐箱，一个车间一个车间
帮她募捐善款。 在她手术前，将 5 万多元善
款交到了她的手中。 还有一次，她差几千元
药费，赵杰得知后又准备帮她募捐，被李敏

婉言谢绝了：“大家挣钱都不容易，别再让大
家为我捐款了。 ”这些年，每当街道和社区有
临时性救助或困难家庭慰问，赵杰第一时间
帮她申报。 李敏因此还给他取了个外号叫
“妇女主任”。

考虑到李敏不能从事繁重的工作，公司
给她安排了没有压力的食堂充卡工作，工作
地点设在图书室。 为员工购买医疗保险分
一、二、三档，公司每次都为她购买一档保
险，报销比例最高。 工会还额外为重病员工
购买其他保险，公司要因此多付出 10%左右
的成本。得益于公司的保障制度，李敏每月 1
万多元的药费，自己只需要负担 1000 多元。
“我们的理念很简单，她是我们的员工，我们
能帮就尽量帮。 但是我们的帮助都是间接
的、微不足道的，只能减轻她的经济压力，而
生命的延长还靠她自己的坚强和乐观。 ”该
公司人事部经理朱萍谦逊地说。

李敏工作的图书室精巧雅致，桌上的绿
萝青翠欲滴。 和她共事 20 多年的同事孙彩
红很欣赏李敏：“她积极、乐观，从不把自己
当病人，一天到晚都是笑呵呵的。 同事怀孕、
休假，她都抢着帮忙做事。 你看，她比我还大
几岁，看起来比我还年轻！ ”李敏听罢，调皮
地凑近孙彩红， 撅起嘴唇佯装亲昵：“来，亲
一个！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一个做了心脏移植手术的人，何以如此
坚强、乐观？

李敏告诉笔者，刚患病时，她经历了多次

抢救，每次都是大汗淋漓，人都站不稳。 她心
想，得了这个病，只能等死了。 当年，去常德市
第一人民医院做心脏移植手术，李敏把幼小的
儿子托付给了她信任的舅舅， 交待好了后事，
没带一件换洗衣服， 穿着病号服就去了常德。
从没想过，自己能活着回来。做完手术后，迷迷
糊糊间，医生捏她的手观察反应，她才恍惚知
道自己还活着，眼角留下了泪水。

李敏是个坚强的女子，不愿意别人为她
担心。 做了心脏移植手术的患者必须长期吃
抗排斥的药物。 但由于药物昂贵，加上前些
年药费没有报销，经济压力很大，李敏常常
在夜里独自落泪，但在外人面前依旧保持微
笑。 从李敏患病开始，亲戚们就成了她坚强
的后盾，儿子的学费、生活费，都是家里的亲
戚贴补。 李敏不忍给亲戚添太多麻烦，两口
子便努力多赚些钱，丈夫唐蛟下班后开摩的
补贴家用。 她带点手工回家做，一做就做到
凌晨，最后累得病倒。 为了省点药费，她偷偷
地将药物减量。 几天后，她手脚发肿，排不出
尿， 直接住进了深圳孙逸仙心血管医院的
CCU抢救。

“从那之后，我想明白了，第二次生命不
是我一个人的，医院、公司和亲朋好友都这
么帮我，我不能那么自私，更不能对不起给
我第二次生命的人。 ”从此，她倍加珍惜自己
的生命。

每天早上，李敏 6 时准时起床，除了照
料儿子，还用五谷杂粮打浆，每周喝 3 次；每

天起来吃一把生花生米，喝杯温开水。 红薯、
南瓜、包子、馒头成了她的必备食谱。 每天傍
晚，她在小区附近散步；工作之余，与同事一
起打打乒乓球。 李敏怕冷，夏天不敢吹空调，
天热不盖被子睡觉，都会穿着袜子，生怕自
己感冒。

李敏从不把病情放在心上。 公司组织去
广州长隆动物园玩，很多同事都不敢玩的水
上冲浪等项目，她都敢一一挑战；遇上病友
们的联欢，她还和病友们穿上绿色的傣族服
饰，跳起婀娜的傣族舞。 那一个个或惊险、或
欢乐的瞬间，丝毫看不出她是个病人。

儿子唐世明更给了李敏无穷的力量。 从
小陪伴着妈妈治疗的他，特别珍惜和妈妈在一
起的时光。 每天早晚，都会给妈妈一个拥抱和
一个吻。夏天睡觉前，他给妈妈撂下蚊帐，夜里
帮妈妈盖被子。 有时候妈妈赶时间，他蹲下去
帮妈妈系鞋带，提前帮妈妈按好电梯。

“这些年，我眼看着有些病友先后离世，
觉得自己真是幸运的！ 我能够活这么久，还
活得这么好，都是大家的爱才续写了生命之
旅！ ”李敏的眼神中充满了感激。

李敏，植换心脏，安全度过十五载，这
是生命的赞歌！ 常德第一人民医院，用精湛
的医术，赢得了口碑固然重要，但该院“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病人当亲人”的治院理
念， 这些年来深深地根植于医护人员的心
中，乃至骨髓，更有社会意义。 李敏的生命
获得重生，不仅丰富、延续了常德第一人民
医院的文化内涵， 更重要的是他们用百姓
为上的行为，书写出了无愧于时代、大爱无
垠的动人篇章。

聆听美妙的心跳

以“心”换心 倍加珍惜

将“心”比心 迎来重生

用“心”暖心 大爱无垠

工作之余，李敏喜欢下棋。 没有压力的工作，也
是李敏安全度过十五载的有力支撑。 卜云 摄

作为湘西北区域医疗中心，常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病人当亲人”理念，服务广大患者。 黄瑞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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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的央求下，李敏拨通了儿子“干爹”吴吉明的电话。 黄瑞丰 摄

得知吴
吉 明 一 行 将
来深圳 ，李敏
笑靥如花 ，提前
1 个多小时来到机
场迎接。 黄瑞丰 摄

—————“换心人”李敏安全度过十五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