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辞树姜蕾

国家也鼎力支持，解放军共

有 23 家方舱医院，驰援了武汉

20 家，把家底都驻派过来了。

原有的方舱医院一般只有

接诊 200 人次的医疗能力，在武

汉因地制宜，利用体育馆等大型

会馆，扩充收容体量，并按比例

配备医护人员，运转效果出奇制

胜。

纵然外界对此有多重担忧，

王辰也呼告，“这不是‘至善之

策’，却是可取之策，现实之策。”

新华社专门为他撰文，力挺方舱

医院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之举。

开舱半个多月时，白岩松再

度对话王辰，武汉的床位紧张问

题已基本缓解。

方舱医院内轻症转成重症的

比例在 2%~5%左右，且都能及时

转运到定点医院救治。王辰的工

作重心也从应收尽收，转到了应

收早收。

又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提

前预见了下一阶段的难题。

王辰院士饱读诗书，气质儒

雅。在面对媒体时，成语佳句更是

信手拈来，这与他的成长经历密

不可分。

父母皆为大学教授，幼年他

常看父母在灯下熬夜备课。那时

他便意识到知识的重量，读书不

可亵玩。从认字起，能找得到的书

他都翻开细读，小学时就广涉名

著。

更令人瞩目的是，王辰家住

在大学的家属院内，左邻右舍都

是文化界名人。早年，他常看到冰

心、吴文藻夫妇从家里出来，在黄

昏下依偎着散步。从家属院的广

场，再到和平楼上，遍布这对伉俪

夫妻爱的足迹。

藏学家于道泉 29 岁将《仓央

嘉措诗集》翻译为汉语，又译成英

语，让这位高原诗人从云端走入

了人间。晚年失去妻子后，于道泉

每逢出门总要在门口略等一下，

说声：“我们去散步吧。”转身时，

还要将一只胳膊架起，仿佛真的

挽着爱妻缓步向前。爱恨情仇，生

死离别，这些画面让王辰更早地

体会到世事百态。

其中，和蒙古史学家贾敬颜

先生的一桩小事，却鼓舞了他的

一生。

有一次，少年时的王辰叩开

“活字典”贾敬颜家的大门，问道

“噬脐莫及是什么意思？”贾老被

问住了，他架起梯子在如山的书

堆翻找，也没得出答案，就让王辰

先回家去。“等我到图书馆给你查

查。”

事情过了两天，贾敬颜主动

找到王辰，按自己的理解说了大

概意思。还诚恳地告诉王辰，“这

只是我的猜想，并未找到严格根

据，以后若找到，一定再告诉你。”

贾敬颜贵为学者，却绝不高

高在上，肯耐心为孩子找一个成

语。没找到，就如实说了情况，绝

不作假。

一群知识分子在当时最艰难

的情形下，对爱人不舍浪漫，对孩

子不舍平等，可敬可爱。让王辰不

禁感慨：“这些人是真知识分子。

你得相信，他们这样纯真、高尚的

人是中国社会真实的存在。”

这些都给了王辰人生莫大的

启示。“价值观务求高贵，世界观

应当现实。以高贵的价值观导引，

以现实的世界观行路。”

当多年后，他成为协和医学

院的校长时，一再寄语学生：我们

现在举行毕业典礼的地方，叫做

“首都剧场”。这是中国最高水平

的话剧艺术殿堂。无数的世界名

剧、中国名剧、艺术名家在这里演

绎过人生、世道，展示过或高尚、

或卑鄙的各色人等，或美好、或丑

陋的浮世百态。

一会儿，大家会站在这个舞

台上，接受拨穗，获授学位。今后，

你将站在各自专业、职业、行业、

事业的舞台上，国家、世界的舞台

上纵横驰骋。

多读些书吧，那是知识的源

泉。让知识更全面吧，那是行医的

需要。

从书中追求精神世界，但在

百态人间躬身做事。关于仰望星

空和脚踏实地，他给了学生最好

的答案。

王辰院士身上也有着老一代

知识分子的做派，儒雅、求真、严

谨。

2018 年 5 月，王辰任中国工

程院副院长。

2019 年 12 月，王辰获得年度

吴阶平医学奖。该奖评共选过 13

次，至今只有 20 人获奖。得此殊

荣，他却说了八个字：“一切过往，

皆为序章”。

同样的，关于这次疫情，他也

在央视说了最重要的八个字，“应

收尽收，应收早收。”

2500 年前，子贡问孔子，“什

么样的人可以称作士？”孔子回答

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

命，可谓士矣。”

士，品行高洁知廉耻，出使四

方有作为。如此王辰，可谓士矣。

真大国重器，国士无双！

（综合自《华人周刊》、《中国

青年报》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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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下午 5 点左

右，武汉市 16 家方舱医院全

部休舱，全体方舱医院休舱

仪式在武昌方舱医院进行。

35天里，武汉市投用的方舱

医院累计收治超过 1.2 万名

新冠肺炎轻症患者，完成了

收治使命。

王辰院士，就是提出创

立方舱医院模式的人。

方舱医院总床位达到 3 万

张，这个收诊能力在疫情爆发

之初，人们几乎想都不敢想。可

有一位院士不仅想到了，还将

方舱医院落地成了现实。

2月 1 日，王辰从北京匆匆

赶赴武汉，看到超负荷运转的

医院，辗转一夜，他首次提出建

立“方舱医院”，对患者要应收

尽收。话音落地，48 小时后首批

3 座方舱医院开舱！4000 多张

床位，就是隔离在家、孤立无援

的患者生命的绿色通道。

到 2 月中旬，随着更多方

舱医院加入，武汉定点医院终

于不再“一床难求”，甚至还完

成了“床等人”的逆袭。

幕后英雄王辰院士却低调

之至，迄今只接受过三次采访。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这次

“战疫”中，钟南山院士、李兰娟

院士的事迹都广为人知，而王

辰院士还让人不甚了解。殊不

知，他在内科界的江湖地位、身

世履历，也都不输前两位。

王辰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呼

吸病学与危重症医学专家，与

钟老齐名。随手举两个例子，就

能看出他在业界的江湖地位。

2008 年，人民卫生出版社

发行了一本研究生教材，名为

《呼吸内科学》。封面上主编一

栏只有两个名字：钟南山、王

辰。

2018 年，复旦公布中国医

院排行榜，其中呼吸科全国排

名第一的是钟南山所在医院，

紧跟其后的第二名便是王辰所

领导的中日友好医院。

两位业界泰斗，医术高，医

德更是高山仰止，由此始终保

持着遥遥致意的同袍之情。更

难得的是，他们都敢说真话。

83 岁钟南山挂帅出征，抵

达武汉当机推断出，“病毒可以

人传人”，立刻拉响了全国重视

疫情的警报。一周后，王辰院士

为准备新药瑞德西韦的临床实

验，也来到了武汉。

当时的武汉，疫情扑朔迷

离。确诊病例日日在增加，而外

界根本不知道这座城市到底还

有多少新冠患者。

直到 2 月 5 日晚 《新闻

1+1》主持人白岩松采访了王

辰，武汉面临的困境才大白于

天下。王辰在对话中，说了三个

关键信息：武汉形势严峻，大批

患者未能及时收入医院；病毒

核酸的检测能力依然不够；武

汉到底有多少病人，数目并不

十分清楚。

当时全国人民都瞩目期待

的拐点时间，王辰回答得更是

一针见血。“首先我们现在对疫

情的底数不甚清楚，如果不甚

清楚，在判断上的根据是不足

的。现在在外头有多少没有隔

离的病人？这种社区和家庭的

传染还是有相当的严重性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拐点不是

人为能够预期的。另外还有病

毒的变异问题。这未可预期。”

我们不怕数字多，就怕数

字不够全。只有面对真相才能

更好解决问题。王辰不同于盲

目预测的所谓专家们，他不畏

惧真相，敢于直面一团乱麻的

现实。

当晚的《新闻 1+1》直播结

束后，人们对王辰的回答赞誉

有加。一股久违的力量，正刺破

疫情的迷雾，让我们坚信春天

终会到来。

新冠肺炎并不是王辰第一

次“打仗”。早在 2003 年 SARS

时期，他就因突出的表现被推

到了历史的前台。

1981 年，王辰从山东考入

首都医科大学医疗系，毕业后，

从北京红十字朝阳医院住院医

师开始行医生涯。

2 年后，王辰被国内呼吸

病学泰斗人物翁心植收为开

门弟子，并重回母校首都医科

大学攻读硕士、博士。翁老是

将呼吸专业从大内科中分离

出来的第一人，贡献卓绝。

2012 年去世时，内科界流传一

句哀叹：“翁心植一去，内科从

此无大家。”

他带学生时要求严格，王

辰一周必须六天在医院，一点

也打不得马虎，最多一天他做

了 4 个心肺复苏，成为一项无

人能破的医院纪录。秉持着对

治病救人的热忱，王辰从不抱

怨。功夫不负有心人，29 岁他

便升任副主任医师，可谓年少

有为。

2003 年 4 月，“非典”肆

虐。王辰临危受命，担任北京

防治“非典”专家组组长，接管

了一行 12 人的“非典医疗专

家组”，组内还有自己的恩师

翁心植。

“当时根本不知道是病毒、

细菌还是什么未知病原体，不

知其传播、致病规律，知道的只

是危险，知道的只是患者和社

会需要。”

面对一无所知的敌人，更

以医者的职业素率先反应，搭

建高标准的“非典”隔离病房。

以朝阳妇幼保健院为例，在他

的领导下，48 小时内就完成了

繁琐的组建工作，给其他医院

做出了范本。

同时他主动请缨，接管了

宣武医院“非典”重症病房。41

岁的王辰在“非典”中，打了一

场漂亮的攻坚战，内科界冉冉

升起了这颗新星。

有了抗击“非典”的经验，

王辰更懂得如何在混乱局面中拨

乱反正，如何深入要害，他注定要

做那个敢为人先、推陈出新的利

矛。

2014 年，他被任命为中日友

好医院院长。院长难免俗务缠身，

无暇行医，他却常跟人说：“再忙

的院长，不接触病人，也不是医

生”。于是，他依据多年当医生的

经验，深入一线，探查制度的弊

病。改革了中日医院的“三级查

房”制度，使之成为更有效率的主

诊医师制。

2018 年，他又被调往北京协

和医学院任校长。在这里，他力排

众议，冒着“违规招生”的风险，录

取了一批其他学科背景的优秀学

生，开设了 16 人的试点班。“改

革，不都是有风险的吗？协和一定

要敢为天下先！”

当这位“任性”的校长来到武

汉，立刻制定了四字方针“应收尽

收”，采取的措施便是设立方舱医

院。

提出应收尽收

“非典”攻坚战

设立方舱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