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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荠麦青青

一封“请战书”

迈入 2020 年，开局的一场疫情便

预示了这不是一个太平年。如今已届

八旬的黄锡 璆 本该在家平安度日，可

大年初三，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写下

了一封“请战书”：“鉴于以下三点：本

人是共产党员；与其他年轻同事相比，

家中牵挂少；具有“非典”小汤山实战

经验。本人向组织表示，随时听从组织

召唤，随时准备出击参加抗击工作。”

面对各方盛赞，黄老表示：“这就

是很普通的一件事。我们还在后方，人

家都到前线了，比我们更辛苦。医务人

员是很伟大的，都不容易。”

家国有难，他无法袖手旁观。2003

年 4 月 23 日，北京“非典”患者剧增，

在医护人员被大量感染，床位异常紧

张的情况下，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的设计任务，落在了中国中元国际工

程公司的头上。

62 岁的黄锡 璆 当时患有眼疾，不

宜长时间工作。但接到通知后，他无暇

顾及不堪疲累的双眼，带病连夜手绘

设计草图。为防止疫情扩散蔓延，上级

领导要求他三天三夜内完成小汤山医

院的设计任务。

为了尽快出图，黄锡 璆 和他的设

计团队几乎 24 小时接力式画图。“设

计团队 30 余人，现场有 7000 人等着

我们的图，大家都很着急。”

但有过多年医院建设经验的黄锡

璆 却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在这样短时

间内建成的医院，不足以在隔离、通

风、防止交叉感染等方面达到烈性传

染病医院的标准，也会对医护人员的

安全造成重大威胁。”

为此，他一次又一次地与相关单

位和部门沟通协调，甚至发生过激烈

争吵。黄锡 璆 深知，救治病人的医院不

能只提供病房，不是生死之间的中转

站，更不能走形式主义路线，它是救死

扶伤的场所，是为生命托底的所在。

那段和死神抢时间的日子，他几乎

每天忙碌到深夜 12 点，甚至凌晨 3 点

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然而，翌日

清晨，他又会早早来到小汤山设计工

地。身边没有桌子，他就蹲在马路边画

图纸。

一边设计一边施工，7 天 7 夜后，

小汤山医院在 5 月 1 日深夜接收了第

一批患者。

为生命托底
几天后，世界卫生组织、香港医管

局等地的专家前来实地考察，他们对

设施布局、流程技术等赞不绝口。

洁污分区分流，医患分区分流，

严格的卫生隔离，使得这所“速成”医

院创造了共收治病人 680 名，康复

672 名的奇迹，而在小汤山医院日夜

奋战的 1383 名医护人员，无一人感

染。

在建成的两个月时间里，小汤山

医院共收治了世界十分之一、全国七

分之一的“非典”患者，治愈率超过

98.9%，为北京市有效控制“非典”疫

情传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更被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称为“医疗史上的

奇迹”。

这份奇迹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是作为设计师的黄锡 璆 将自己毕生的

钻研所学用在了“刀刃”上，这份来自

心底对生命的敬畏，让他笔下绘制的

医院图纸总能做到最大程度的精益求

精。

当新的疫情在 17 年后再次卷土

重来时，黄锡 璆 不无感慨：“没想到小

汤山医院的图纸还能再用一次，虽然

我们不希望它再次被使用。”

以小汤山医院的设计为雏形，黄

锡 璆 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很多改进和优

化的新建议。2月 2 日，火神山医院验

收移交！2月 6日，雷神山医院验收移

交！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可以做

到。

谈及医院建筑设计的初衷时，黄

锡 璆 在多年前就说过：“让病人走最短

的路看完病，是我搞设计最大的原

则。”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是他一贯的

专业恪守之道。追溯这条路的起点，来

自于一颗拳拳报国之心。

出身客家华侨家庭
1941 年，黄锡 璆 出生在印度尼西

亚爪哇岛，这个来自广东梅县的客家

华侨家庭为男孩儿取名“黄锡 璆 ”，以

“ 璆 ”命之，无非是希望他一生如美玉

一般，平安吉祥，怀瑾握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很多华

侨选择归国。但当时的印尼政府规定，

一旦回国，必须放弃印尼国籍，并签字

保证不再回原居留地。那时正读高一

的黄锡 璆 ，毅然决然地在当地政府移

民局“保证一辈子不再回去”的契约上

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回忆那段归乡之路，黄老说：“在

抗日战争时期，老一代印尼华侨纷纷

捐钱支援国内抗战，有的华侨拿出自

己一生的积蓄全部捐献给国家，还有

很多人回国参加抗日部队，为国效忠。

上高中时，很多老师都号召我们回国

家国情怀

在十年浩劫期间，除了日常干脏活累

活，黄锡 璆 还自学了英语。难以想象，在那个

“排外”和艰苦的年代，他是如何练就了一口

流利的英语。因为拥有扎实的英语功底和一

流的专业水准，1984 年，黄锡 璆 被公派到比

利时鲁汶大学留学两年。

比利时的鲁汶大学，其生物学、医学、建

筑学等学科领域在整个欧洲名列前茅。留学

期间，他很少花时间欣赏比利时的四时风

物，几乎每天都泡在图书馆。

“我们学建筑的也喜欢参观建筑看风

景，但是因为时间比较宝贵，希望多学习阅

读多做分析研究，争取把学位拿到。如果拿

不到学位，回来跟单位怎么交代？怎么对得

起单位、对得起国家！”

留学期间，他的勤奋和成绩让导师对他

青睐有加，他的导师帮他争取到了读博士的

名额。1987 年，黄锡 璆 获得了鲁汶大学的博

士学位，成为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医疗建

筑的留学博士。

博士毕业后，比利时、美国、新加坡等国

曾提供优越的条件聘请他，可他丝毫没有动

摇，甚至劝导同学和他一起回国。“我们出去

留学的费用相当于好几个农民的收入，国家

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培养我们，我们应该回来

给国家做点事情。”

不久，凭借金华中医院的科学设计，他

获得了机械工业部优秀工程设计奖，被誉为

“南国江城第一院”的金华中医院让黄锡 璆

名声大震。

1992 年，佛山市要兴建一座总面积 16

万平方米，总投资 6 亿元的大型综合性医

院。这样大规模的医院建筑，在当时的国内

屈指可数。而黄锡 璆 为了拿下这个项目，曾

五赴佛山。

他开创性地运用方格网络交通模式设

计、医院主街设计、半集中式布局，并设计多

通道式影像中心、生物洁净手术部、下沉式

广场、自动扶梯、200 多个车位的地下停车

库，这些设计在国内医院均属首次采用。

他参与的设计项目获得过 56 个省部级

以上的医疗建筑设计奖项，黄锡 璆 因此被誉

为“中国现代医院奠基者”。

2001 年，黄锡 璆 退休了。退休后，他没有

赋闲在家，对专业的荒废在他看来是最大的

暴殄天物：“我喜欢工作，只要国家需要，社

会需要，公司需要，我愿意一直工作下去。”

迄今为止，他已经主持设计了 200 多项

医疗工作的项目设计，带领中国医院建筑规

划与设计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为中国人建造自己的现代化医院，改

善中国人的就医环境”是黄锡 璆 毕生追求的

梦想。而他的梦想，又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

释放出最明亮的光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一

个国家最幸运的事情之一，莫过于总有一群像

黄锡 璆 这样的人，在灾难之际挺身而出，守护

一个民族的现在和将来。 （选自《华人周刊》）

学习本领，参加祖国的建设。”

这份家国情怀，早已深深融入了他的血

液中。1957 年，当时只有 16 岁的黄锡 璆 和

几位同学泪别父母，踏上了“芝万宜”号轮

船，在海上漂流了五天五夜后抵达了香港

九龙。

两年后，他考取了南京工学院（现东南

大学）建筑系，开始了他的建筑学生涯。在这

里，他遇见了被称为“中国建筑四杰”的四位

建筑大师：梁思成、杨廷宝、刘敦桢、童 寯 。

“老师的治学精神对我影响很深。有很

多老教授是退休后又回来授课的，像童老就

给我们上过博物馆设计课。我在这种环境中

受到熏陶和感染，立志要向老师们学习。”

1964 年 8 月，黄锡 璆 以优异的成绩毕

业，他被分配到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一设计

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中元国际工程公司。

上岗之际，国家开始了三线建设，领导有意

留他在北京参加一些工程设计。但他坚持

“到艰苦的第一线”、“要下海游泳”。

这一次“下海”，他的脚踏在了四川泸州

自贡的土地上。这片土地上的工厂车间设

计、医院设计、食堂设计等等和民生经济息

息相关的建筑物，皆起于他的才思和匠心。

后来，十年浩劫开始了，作为海外归来

的华侨，他戴上了“黑九类”的帽子，插秧、挑

粪、装卸货物……磨难“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却也让他沾满泥土的双脚变

得更加坚实和有力。

“从那个年代走过来，我会更多地关注

实际。在做工程的时候，往往更多地考虑这

个建筑是否实用。我选择医疗建筑也是基于

这个出发点。医院首先解决的是病人看病、

环境安全等问题，若片面强调美观而忽视使

用功能，就不太实用，病人看病可能会不太

方便。”

“人的一生经历生老病死，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医疗设施的建设。我虽年过

七旬，但我愿意脚踏实地与广大同行一道继续前行，不断进取，为改善我国的

医疗设施面貌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这是黄锡 璆 2012 年获得第六届梁思成建筑奖后，在人民大会堂颁奖典礼

上的获奖感言。那年，他 72 岁。

8 年后，当国家紧急决定在疫情发源地和重灾区的武汉建设火神山医院

时，作为中国最著名的医院建筑设计师，80 岁的黄锡 璆 再一次临危受命。

火神山从决定兴建，到交付使用，只用了 10 天的时间。打造“中国速度”

的，是 7000 多名 勠 力鏖战的一线建设者和八方支援的强大体系，而作为背后

的总设计师，黄锡 璆 功不可没。在黄锡 璆 带领团队的技术支持下，仅仅用了 60

个小时，两天两夜，火神山的施工图就顺利出炉了！

其实早在 2003 年“非典”时期，黄老率领的医疗建筑团队，在短短的 7 天

之内就完成了小汤山医院艰巨的设计任务。从小汤山，到汶川、玉树，再到火

神山，印尼归侨黄锡 璆 总是那个在“危难之时显身手”的担当者。

年，

黄锡璆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留学时在住处前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