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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 年 6 月 30 日， 毛泽东发
表 《七律二首·送瘟神》 后， 还为这
两首诗专门写了一段后记： “六月
三十日 《人民日报》 发表文章说：
余江县基本消灭了血吸虫， 十二省、
市灭疫大有希望。 我写了两首宣传
诗， 略等于近来的招贴画， 聊为一
臂之助。 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
命而言， 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任
何一个或几个帝国主义。 八国联军，
抗日战争， 就毁人一点来说， 都不
及血吸虫。 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
外， 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 一万
万人受疫的威胁。 是可忍， 孰不可
忍？ 然而今之华佗们在早几年大多
数信心不足， 近一二年干劲渐高，
因而有了希望。 主要是党抓起来了，
群众大规模发动起来了。 党组织，
科学家， 人民群众， 三者结合起来，
瘟神就只好走路了。”

纵观血防历史， 毛泽东领导人
民群众同血吸虫病进行艰苦卓绝斗争
的经验，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党的统一领导， 形成合
力。 1950 年 4 月， 卫生部发布 《关
于血吸虫病防治工作的指示》， 采
取了一些防治措施， 但事实表明这
项工作绝非卫生部门孤军作战就能
完成的。 1955 年 11 月， 毛泽东同
志指出 ： “光靠卫生部门是不行
的， 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 成立血
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 随后， 直
属中央的防治血吸虫病九人小组成
立。 1957 年 7 月又在上海成立卫生
部血吸虫病防治局， 与中央防治血

吸虫病领导小组办公室合署办公，
加强各血吸虫病防治机构之间的协
调和配合。 大部分地区乡以上的各
级人民委员会都建立了防治委员
会， 一举扭转了防治血吸虫病缺乏
统一领导的局面。

统筹调动全国力量。 中央防治
血吸虫病领导小组充分整合了卫
生、 农业、 水利、 化工、 商业、 教
育、 民政等部门， 以及军队和共青
团、 妇联等方面的组织资源。 在地
域上 ， 整合了华东局 、 江苏 、 浙
江、 福建、 安徽、 上海等流行区的
组织资源。

制定全国性防治计划。 血吸虫
病防治工作并非易事， 毛泽东同志
充分考虑到它的严重危害和广大人
民的迫切要求， 在讨论研究后， 将
工作时限明确为七年。 他在关于征
询对农业十七条的意见时郑重提出：
“在七年内， 基本上消灭若干种危害
人民和牲畜最严重的疾病”， 其中列
举的第一种疾病就是血吸虫病。 为
完成这一目标， 1957 年 4 月 20 日，
国务院发出 《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
指示》， 对这项工作作出总体部署。

第二， 中医西医结合， 科学防
治。 长期以来， 由于医学知识的不
足， 血吸虫病的发病机理没有搞清
楚， 防无妙法， 治无良方， 有的地
方甚至 “制铁符镇之”， 导致群众
把这种 “大肚子病” 视为绝症、 恐
怖的 “瘟神”。 1956 年 2 月， 中国
科学院动物研究室水生动物研究专
家秉志来信建议， 在消灭血吸虫病
工作中， 土埋灭螺容易复出， 对捕
获的钉螺应采用火焚的办法， 才能
永绝后患。 毛泽东同志接到信后非
常重视， 当即指示一定要邀请这位

专家参加随后将要召开的第二次防
治血吸虫病的会议。

支持和推动科学研究工作。 成
立中央防治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
加强血吸虫病防治的科研工作。 该
科研组织整合了江苏 、 浙江 、 安
徽、 上海等地医学院、 血吸虫病防
治所和有关研究单位的专家学者，
明确了科学开展防治工作以及血防
干部密切配合的重要性。 在该机构
之下， 各省、 市、 区都成立了对口
的血防科研组织。 农业部门也组织
兽医专家， 积极开展防治牲畜血吸
虫病和科学研究工作， 并动员流行
地区所属畜牧兽医部门， 同卫生部
门共同消灭危害人体和牲畜健康的
血吸虫病。

坚持中西医结合。 各级党组织
整合中医研究院、 卫生实验院、 中
央和各地的卫生研究院等医学科研
组织， 发挥血吸虫病防治和科研攻
坚的合力作用。 1956 年 4 月， 时任
卫生部副部长徐运北在给中央的报
告中提出了关于防治血吸虫病的具

体建议， 并附上
中医、 中药治疗
血吸虫病的验方
一份。 毛泽东同
志指示把这份报
告分发党内外高
级干部及各省委
书记。 各地中医
通 过 献 方 等 措
施， 挖掘了一大
批能够有效防治
血吸虫病的中草
药和药方。 比如
浙 江 的 “腹 水
草 ” 、 湖 北 的

“全生腹水丸”、 湖南的 “加减胃苓
汤和绛矾丸” 等等。

第三， 因地制宜防控， 全民动
手。 防治血吸虫病是千百万群众对
病害的一场斗争。 打赢这场仗， 既
是为了群众， 也要依靠群众。 在各
级党组织的发动下， 各地群众开展
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钉螺运动。

结合农业生产综合施策。 消灭
血吸虫病要在消灭钉螺 、 治疗病
人、 管理粪便、 安全用水、 个人防
护等多环节一齐动手。 例如， 冬季
农民较闲， 水位低落， 大部分钉螺
暴露在地面上， 防治重点是大规模
治疗全劳动力病人， 结合兴修水利
来土埋和开垦灭螺， 同时进行粪便
管理 。 夏秋季农民下水割草 、 积
肥、 插秧、 施肥等生产活动频繁，
感染血吸虫病概率大， 防治重点是
粪便管理和个人防护， 结合治疗半
劳动力和儿童患者。 把疫情防控和
生产活动相结合， 也是做好卫生防
疫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本报记者 汤江峰

������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率先在湖
南省地市级医院成立肿瘤科， 32 年
来， 以其精湛的技术， 优良的服务
质量， 治愈数以万计的肿瘤患者，
赢得各界好评。 同时， 也涌现出一
大批医德高尚、 医术精湛的肿瘤专
家， 该院肿瘤内科主任张海明就是
其中佼佼者。

2005 年 8 月初， 家住湘潭县七
里铺的周女士， 因鼻血、 声嘶 、 颈
部巨大肿块来湘潭市第一人民医院
就诊， 接诊的张海明将她收住院，
确诊为鼻咽癌中晚期。 34 岁的周女
士结婚多年尚未生育 ， 患上癌症
后， 丈夫竟与她绝情离婚， 周女士
丧失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张海
明没有直接谈论她的病情， 而是让
她翻看自己累积多年的资料。 看到
许多病情比自己严重很多的患者还
在快乐地生活， 周女士重新燃起了
生活的信心， 愿意配合张海明接受
治疗。

随后， 张海明与团队精心设计
了治疗方案。 2005 年 10 月， 周女
士完成全部治疗， 她体内的肿瘤完
全消失 。 出院后 ， 周女士定期复
查， 一切都比预期的还好。 周女士
也重新组织了家庭， 开始了新的生
活。 2008 年底， 周女士生下一个胖
乎乎的小女孩。 张海明长期免费对
她母女进行追踪观察和健康指导。

在湘乡山枣镇， 提起张海明医
生 ， 村民无不竖起大拇指夸赞 ：
“他是个好医生， 救了我们村里好多
人的命”。 村民们为什么给张海明这
么高的评价？ 这要从村民冯某说起。

今年 63 岁的冯某是山枣镇人。
2007 年 9 月， 冯某感觉咽食不下、
胸痛、 消瘦， 辗转长沙、 湘潭、 湘
乡多家医院， 确诊食管癌， 建议手
术治疗。

偶然的机会， 冯某听亲戚说湘
潭市第一人民医院治肿瘤技术水平
很高。 心力憔悴的冯某来到该院，

住进肿瘤内科。 在详细了解冯某病
情及之前的诊疗过程后， 张海明为
他制定了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采用
同步放化疗， 避免了手术创伤， 费
用相对较低， 同时， 也解决了冯某
治疗期间缺乏专人护理的难题。

经过 2 个月的综合治疗， 冯某
痊愈出院。 9 年后， 复查情况良好。
冯某逢人就夸赞张海明医术高明，
一切为病人着想， 真是个好医生。
随后 ， 山枣镇 10 余名癌症患者 ，
先后慕名前来治疗。

对于肿瘤的治疗 ， 张海明认
为， 正如一双精致的鞋子不会适合
所有人的脚， 同一种治疗方案也无
法适合所有的病人。 必须对患者的
病情、 个人体质、 以往治疗情况等
进行全面了解和评估， 然后制定个
体化的治疗方案， 实施精准治疗。

2015 年 12 月， 邵阳的廖某因
咳嗽、 胸痛、 气促， 来到湘潭市第
一人民医院， CT 检查发现肺部巨大

肿块， 经病理检查证实为小细胞肺
癌。 参照国际指南和多学科讨论意
见， 准备实施同步放、 化疗。 张海
明与放疗物理师经过仔细计算， 病
人肿块太大， 如果同步治疗， 正常
肺组织的放疗剂量很高， 势必会对
患者身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伤。 因
此， 张海明对治疗方案进行调整 ，
先对廖某化疗 2 周期， 肿块明显缩
小后再进行同步放、 化疗。 经过近
4 个月的治疗， 廖某肺部肿块完全
消失， 恢复良好出院。

从医 30 多年， 张海明对待肿瘤
患者不敢丝毫懈怠， 得到过无数的
感激和赞美 ， 也有一些误会和委
屈。 张海明却说， 医疗工作如履薄
冰， 必须认真对待， 格外小心。 同
时， 医学是一门有缺陷的科学， 需
要不断完善， 他努力追求的步伐永
远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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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总结血防历史经验：

“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

———记肿瘤内科专家张海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