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村医，乡亲没钱也要为他们治病”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实习生 吴长飞

● 李孝红是云阳县红狮镇中坪村的一名村医，行医27年，看病救人，
给群众赊欠医药费达30万元。

● 他是一名受村民尊敬的乡贤，村里大事小情、邻里矛盾都找他调解；
村民遇事需维权，他也义不容辞去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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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孝红夫妇入户为村民体检。 （受访者供图） 李孝红夫妇经常收到村民送来的布鞋。 记者 彭瑜 摄

兴茂旅游登陆桐梓 助推重庆高山避暑潮流
康养九坝，海拔1300米，渝黔新投资地已见端倪

集团篇
兴茂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成

立于1999年，总部设在北京，产业包括
兴茂旅游、兴茂商业、兴茂物业、兴茂建
筑和兴茂房产五大板块，集团下属12
家全资子公司。其中，兴茂旅游股份公
司建成运营的悠然南山和悠然蓝溪是
国家4A级景区，荣获中国旅游杰出贡
献“飞马奖”；兴茂·商业资产管理公司
自持150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项目；兴
茂·茂诚物业公司拥有国家一级物业管
理资质；兴茂·亚东建设公司拥有国家
总承包一级施工资质；兴茂房产公司拥
有国家一级开发资质，其荣膺8届中国
百强房企。集团施工开发、物业管理面
积累计超2000万平方米，现有员工
3000余人，净资产逾200亿元，获得中
国进出口银行、建行、工行、农行等各大
银行百亿级授信支持。

项目篇
桐梓兴茂旅游度假区项目总占地

8600亩，总投资130亿元。一期占地
1484亩，项目位于贵州省北部，自然资
源禀赋、区位优势明显，形成贵阳、重庆
1小时都市圈。项目主要建设有旅游
综合服务中心、夜郎小镇、休闲运动、高
山康养度假、生态科普乐园等业态，满
足自驾车友、亲子研学、康体养生、商务
会议、企业拓展等客群需求。项目的建
成，促进文化、旅游、体育、健康、养老五
大产业的融合发展，成为区域城市文化
名片和旅游康养示范基地。其中，一期
预计2018年7月面世。

招商篇
桐梓兴茂旅游度假区入驻桐梓后

得到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商业产
品一经推出，迅速得到当地及渝黔两

地游客关注。现有大型游乐园、夜郎
小镇商业体配套、品牌酒店、民宿客
栈、水上乐园、游乐园、康养医院、房车
露营、综合商超等项目诚招实力商家
合作，合作方式可采取租赁、联营、合
作开发等多种经营模式。

养生度假 寓教于乐
联系电话：
陈先生：13691430923
刘先生：13193205188
项目地址：贵州省桐梓县九坝镇

小镇鸟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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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一篇题为《雷锋式的好医生李孝
红：他们把命都交给我，和命比起来，钱算什
么》的帖子，引来网友点赞。特别是李孝红所
在的云阳县红狮镇中坪村，村民们纷纷留言，
回忆起李孝红救死扶伤、扶危济困的往事，表
达他们的感激之情。

李孝红究竟是怎样一位村医？4月17日，
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中坪村，见证了村医李孝红
的一天。

早上8点30分

胡玉俊还了 40 元欠款，张家
宝今年累计欠医药费1485元……

行医27年，李孝红给村民赊欠医药
费累计近30万元。

“李医生……又得……欠起……哦……我
老婆原来还欠你950元。”从李孝红手中接过
药，一早就来看病的张家宝从嘴里“挤”出几个
字，很不好意思：“怕欠了2000多块哈？”

张家宝是邻镇云阳镇光华村人，他患有风
湿病和慢性胃炎，他的老伴也有慢性胃炎。老
两口长期在李孝红的卫生室看病拿药，但因为
贫困，他们一直都是赊欠药费。

去年，张家宝刚还清了前年的3000多元药
费。4月17日一早，张家宝的风湿病又犯了，他
又来到了红狮镇中坪村李孝红的卫生室。老两
口今年又欠下李孝红2435元的药费。

“作为医生，不能见病人不治，见死不救！”
李孝红告诉记者：“我的一个原则：我是医生，
乡亲没钱也要为他们治病！”

有些时候，李孝红不但看病不要钱，反
倒还会给病人钱。2014年腊月二十傍晚，红
狮中学学生蒲玉莲因慢性胃炎找到李孝红
治疗。

攀谈中他得知，女孩父亲瘫痪、奶奶双目
失明、妈妈离家出走，靠80多岁的爷爷撑起
整个家。李孝红不仅免了蒲玉莲150多元的
药费，还给她500元钱并鼓励蒲玉莲好好读
书。

兴红社区的潘万兴患有直肠癌，没钱治，
李孝红捐出3000元，并筹集善款5万余元将潘
万兴送到重庆主城治疗。两个月后，潘万兴病
情好转。

“行医27年，给病人赊欠医药费近30万
元。”同在中坪村卫生室上班的妻子王莹琼说，
有的病人药费欠了20来年都没还上。李孝红
坦言，自家经济也不是很宽裕，多亏亲戚支持，
他至今都还欠亲戚10多万元钱。他说：“是亲
友们的支持让我坚持了下来。”

采访中，村民胡玉俊找到李孝红报喜——
他的肺病好多了，走路、睡觉不是很喘，每顿还
能吃一大碗饭。他这次来顺便还上了之前欠
下的40元药费。听到胡玉俊病情好转，李孝
红比收回欠款还高兴。

上午11点10分

临近中午，张克光带来豌豆、
印孟秋送来鸡蛋。

李孝红夫妇的鞋垫、布鞋、毛衣等
都是群众送的。李孝红说，村民这么
好，难道没钱就不给他们看病了吗？

赊欠近30万元医药费，李孝红为啥还坚
持有钱没钱都给治病？他讲起了他拜师学医
的往事——

1968年，李孝红生在红狮镇原九道村，父
亲患有肺病，家里穷，他10岁便开始靠挑煤炭
卖勉强念完初中，然后就辍学了。

“从小听到父亲撕心裂肺地咳嗽，我就有
当医生的强烈愿望。”17岁那年，李孝红听说毗
邻龙洞镇的医生王兴前很有名气，他便只身前
往拜师学艺：“山顶有花山脚香，桥下有水桥上
凉，高山打鼓远闻声，听说王师父医术好，今日
特来拜师学艺。”

李孝红见面时的这段开场白，给师父留下
了“脑壳灵光、有文采”的印象。一本《400味
药性歌括百话解》，李孝红不到半天就背下10
味药的药性。王兴前便爽快地收下了他这个
徒弟。

从师两年多，师父不仅免了李孝红500元
的学费、每月9元的生活费，到后来还把二女
儿王莹琼嫁给了他。除了医术，李孝红记住了
师父的两点教导：一是急病人所急，不论何时，
随请随到；二是时间就是生命，跑步前进看病
人。李孝红说，现在师父70多岁了，走路如
跑，很多年轻人都赶不上。

“那一箱子布鞋对我触动很大！”出师的那
天，师父打开了一个神秘的柜子，里面全是布
鞋，新的，一次都没穿过。师父告诉他，这些都
是病人送的：“你为病人跑了路，人家就想到为
你做双鞋。”

李孝红说，这哪是一双双鞋啊！这分明是
患者对师父医术医德的肯定。当时，李孝红也
暗下决心，一定要做一个这样的好医生。

说到这里，王莹琼拿出了两双布鞋，都是
病人送给她和李孝红的。李孝红告诉记者，这
些年，患者也给他们送蔬菜、布鞋、鞋垫，但比
起师父还差得远，他还要努力。

“李医生，这14个鸡蛋送给你吃。”上午11
点过，印孟秋打断了李孝红和记者的谈话。印
孟秋患有智障，母亲年老多病，李孝红夫妇对
他家关照不少。

这些鸡蛋印孟秋攒了半个月，自己舍不得
吃，80岁的母亲也没舍得吃，专门送给李孝红
夫妇的。随后，一位70岁的老病号又送来一
大包青豌豆，让李孝红尝鲜。

“村民这么好，难道没钱就不给他们看
病？”李孝红眼睛有些湿润地对记者说。

下午2点左右

“您是我的恩人。”刘丽说，她
的命是李孝红救回来的。

这些年，李孝红救回10多名濒死患
者，获得重生的患者都称他“恩公”。

“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当天下午2点多，
一位自称叫刘丽的女子叫住了李孝红。但李
孝红不认识她。李孝红告诉记者，“说起她爸
爸的名字，倒是想起了救人的往事。”

1992年，刘丽因为麻痹性肠梗阻奄奄一
息。父亲将她装进竹篓准备去埋葬。李孝红
赶到时，发现刘丽还有一口气，就将刘丽救了
回来。

这些年，李孝红救回像刘丽一样的濒死病
人至少有10多例。李孝红说，这得益于他一
直坚持为病人“送终”。在农村，传言医生为病
人“送终”要倒霉3年，李孝红为啥还迎“霉”而
上？

“这得从救回第一个死者说起。”从师两
年多，李孝红认识到，除了要有临床经验，还
必须系统学习医学理论知识。“后来我先后到
云阳卫校、县医院进修，到成都中医药大学学
习。”

1991年，村民蒲东喜4个月大的女儿因窒
息“死亡”。当时，医生停止了输液，开具了死
亡证明。

“我怀疑是口痰堵塞气管。”李孝红让蒲东
喜将孩子双手往后脑勺反复拉伸，让蒲东喜的
妻子抓住孩子的双脚用双膝撞小腹，他自己持
续做胸外心脏按压，争取恢复心跳。“皇天不负
有心人，孩子终于苏醒过来了。”

事后，蒲东喜的岳母让孙女叫李孝红恩
公。那年，他才23岁。这之后，从患者重病、
濒死到死亡，李孝红都全程跟踪，即便停止了
呼吸，他都要坚持继续抢救。

“万一出现奇迹呢？”从医这么多年，李孝

红为近100位患者送终。每次患者临终，他都
会一边抢救，一边观察，记录、分析死者的呼
吸、瞳孔变化。李孝红说，“这样既有可能挽救
生命，又可积累经验救更多的人。”

彭鹏程救活了、吴仕书的肝硬化得到了控
制、叶道珍一分钱没花拿过药……医德好、医
术高，除了当地村民找李孝红看病用药，周边
群众、县外、市外的人也慕名而来，找他把脉问
诊。

4月19日，64岁的苏秀芝又从四川绵阳市
赶到红狮镇中坪村。这是她第三次前来找李
孝红看病。苏秀芝患有双下肢象皮肿，在当地
治疗未见好转，五年前她找到李孝红诊治后，
病情得到控制。为巩固治疗，老人去年和今年
又赶到中坪村接受调理。

当地外出打拼的村民，有个三病两痛都是
找李孝红问病寄药，并把他介绍给外地朋友。
现在，广东、浙江、北京等地的不少患者都联系
李孝红看病拿药。

晚上9点40分

就在当天，村民刘永清去世
了。忙完走访，李孝红夫妇赶去
坐夜。

红白喜事当总管、村民纠纷调解、
10万元资金借给村民周转，村医成了新
乡贤。

在李孝红看来，一个村医的成就不是看的
病人越来越多、收入越来越高，而是村民的卫
生习惯越来越好，发病、看病的越来越少。

1992 年，一个 19岁的小伙子患了脑膜
炎。当李孝红赶到时，屋子里几位法师正在做
法事。因为错过最佳抢救时间，小伙子没能抢
救过来。

“愚昧！”李孝红在屋檐坐了很久，“一条年
轻的生命就被你们耽搁了！”

这之后，李孝红除了给村民看病用药，就
是进院入户宣传疾病预防知识。推广“家庭医
生”签约制度后，他遍访了辖区群众，家庭医生
签约率达100%，289位高血压患者、187位糖
尿病患者、10位重度精神病患者的情况，他都
了如指掌。

当天傍晚7点30分，李孝红与妻子出门走
访。白天，夫妻俩忙着为病人看病用药，只有
晚上才能入户送报告、宣讲健康知识。

“莫吃咸了……”中坪6组杨永美患有高
血压，心肌供血不足。一进门，李孝红就给她
讲解体检报告，临走时还叮嘱，“别忘了常到卫
生室测血压。”

……
晚上9点40分，李孝红与妻子又赶到刘

永清家中。就在当天下午，刘永清去世了，他
们要去帮忙。除了看病，村民有红白喜事都
喜欢找李孝红当总管，哪家有个大事小情要
请他拿主意，邻里之间发生纠纷矛盾要找他
调解。

村民颜克兵在广东溺水身亡，李孝红前往
调解16天，帮忙拿到6万元补偿；谭孝秀在云
南死亡，他又耽搁20天，帮家属争取到20万元
赔偿……当死者家属要付钱感谢他时，李孝红
说，这是死者用命换来的钱，他不能要，让他们
好好赡养老人、抚养小孩。

刘永生两任妻子都身患重病，李孝红不但
一直为他们赊欠药费，还将自家的房子廉价卖
给刘永生。房屋手续过户了，人住进去了，李
孝红至今连一分房款都没收到。

“他既治病，也救急。”老社长朱元兵说，
村民卖肥料没钱、娃娃读书差钱、修房造屋缺
钱……大家都喜欢找李孝红借。李孝红称，每
年他会拿出10多万元钱供村民周转借用，“大
家都称我家是‘小银行’。”

李孝红有过机会到县城、重庆主城去上
班、开诊所，也有亲友约他外出承包工程，但他
都婉拒了。他说，女儿上班了、儿子念大学了，
他和妻子都愿意留在乡村，守护这方百姓的健
康。

治病的好医生、纠纷的调解人、维权的代
理人、村民的“小银行”……红狮镇卫生院院长
邓雪琴称，李孝红是治病救人的村医，更是引
领乡风文明的新乡贤，他生动地践行着一名共
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