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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一共做了两例截骨

矫形手术，都由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关节外科的

副主任医师张荣凯在援藏期间主刀，藏族女孩琼吉做的

腿部畸形矫正手术是第二例。

援藏一年多，张荣凯一共做了 130 多台手术。“离开

林芝时，我有很多不舍得，甚至想过延期一年。但作为医

生，在哪里看病人都是看病人。再怎么延期，总有离开的

时候。我希望教会我在林芝的团队，很多事情只有他们

会了，才是永恒的。”

8 月 7 日，张荣凯的同事，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

院骨科副主任医师黎润光从广州飞往林芝，从张荣凯手

中接过援助林芝市人民医院的第六棒，开始为期一年的

援藏工作。黎润光在朋友圈提到，支持西藏建设，医教

研，不忘使命。

9 月 1 日，张荣凯的徒弟，晋美多吉则从林芝飞往广

州，跟着张荣凯进修半年。对此，张荣凯非常欣慰。

担任林芝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时，张荣凯建了一个

教学工作群。现在，他依然默默关注着群内动态。西

藏本地医生遇到一些疑难病例，有时也会跟张荣凯远

程讨论。

“我们离开西藏不代表援藏结束，在后方做支援也是

援藏的一部分。只要林芝需要，我随时都可以过去。”张

荣凯说，“一次援藏行，一生援藏情”。

秦君良竖起大拇指：“不得不说，‘组团式’援藏的意

义很大。”援藏医生通过“以院包科”“团队带团队”“专家

带骨干”等方式，以专题讲座、手术带教、教学查房等形

式，提升受援医院医疗技术和管理水平。

这些年，在一批批援藏队伍的努力下，林芝市人民医

院创下一系列纪录：成功开展第一例胸膜穿刺活检术、成

功完成第一例支气管镜下细胞刷检查、顺利完成首例血

液透析滤过治疗、顺利完成西藏地市级医院首例前入路

右半肝切除手术、成功开展西藏自治区地市级医院首例

下肢血管介入手术……

援藏医疗

一场跨越三千公里的接力

实习记者 代小佩

这是一次东部支援西部的救援接

力，琼吉的骨骼模型就像接力棒，穿越

3100多公里从广州向林芝飞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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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藏族姑娘能否如愿这位藏族姑娘能否如愿

穿上牛仔裤穿上牛仔裤

阳光透过窗户洒进客厅，格桑琼吉安静地躺在

椅子上，时不时低头看着自己笔直的右腿，不经意

地，嘴角微微上扬。

一个多月前，当从西藏林芝市人民医院手术室

苏醒时，她就许下一个愿望：“腿好之后，一定要穿条

牛仔裤。”

这个 20岁的藏族姑娘记不清上一次穿牛仔裤是

什么时候。“也许是小学低年级吧。之后就再没穿

过，因为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腿和别人不一样。”

初 遇

格桑琼吉，出生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波密县倾

多镇达龙村，家人都叫她“琼吉”。

2020年 5月 18日上午，300多名学生在林芝市人

民医院体检中心参加高考体检，琼吉也在队列中。

体 检 结 束 ，学 生 们 离 开 ，唯 独 琼 吉 被 留 了 下

来——她的腿有严重问题。

琼吉身高 1.43 米，体重 39 公斤。两条瘦小的腿

内翻成 O 字型，远看像一个括号，双腿之间几乎能越

过一个足球。两脚并拢时，左右膝盖之间差不多能

塞进 4个拳头。

“当琼吉走进外科体检室时，我非常惊讶，第一

次见到腿型像她这样的成年人。”林芝市人民医院外

一科副主任医师袁松回忆。

“高考后来我们医院做检查吧，正好有广东来的

骨科专家在，可以给你治。”袁松让琼吉考虑考虑。

可以治？琼吉有些不敢相信。她的畸形是先天

性，出生时并不明显。但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严

重。“也许是因为双腿难以支撑身体的重量，被压得

越来越弯，别人看我的眼神也不一样了。”琼吉说。

为躲避异样的目光，琼吉逐渐把自己包裹起来：

不再喜欢去人多的地方，放假就窝在家里。母亲扎

拥总是劝她多出去走走，她无动于衷，还想方设法藏

住不一样的双腿，衣柜里几乎都是长衣服和阔腿裤。

“牛仔裤一般比较紧，穿上就显出我的腿型……”

琼吉低下了头。

意识到腿部畸形后，琼吉再也没有穿过牛仔裤了。

家人四处求医问药。上初二时，父亲阿都带着

琼吉去拉萨的医院求助。医生说，来得太晚，畸形严

重，无法治疗。

慢慢地，治腿的希望破灭了。

十多年来，琼吉饱受畸形困扰，双侧髋关节活动

受限，膝关节时有疼痛。

“小时候的琼吉活泼开朗，后来变得不太爱说

话。上高中，琼吉在学校昏倒过好几次，可能因为畸

形，容易受刺激，近来脾气也暴躁了些。”琼吉的表姐

任青回忆。

体检时，袁松的建议在琼吉心中点燃了一盏

灯。琼吉满怀希望把消息转达给了家人。

高考后第二天，父亲阿都从达龙村赶到林芝，陪

着琼吉来到林芝市人民医院。

袁松那天不在，不过，他事先把琼吉的事告诉了

自己的“师父”——援藏医生张荣凯，并委托其他同

事与琼吉碰面。

42岁的张荣凯是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关

节外科的副主任医师，2019 年 6 月 28 日作为广东省

第五批医疗人才“组团式”援藏工作队成员，来到林

芝市人民医院，担任副院长。袁松和晋美多吉都是

张荣凯在林芝市人民医院外一科带的“徒弟”。

犹 豫

张荣凯组织多学科诊疗团队（MDT）为琼吉做

检查。

检查发现，琼吉双侧膝关节内翻属先天性。其

中，右侧膝关节内翻 34 度（正常人在 5—7 度之间），

是重度内翻畸形，也因为如此，琼吉的右腿比左腿短

约 1厘米。

“如果不及时矫正，不仅影响外观，更重要的是会

导致下肢关节受力异常，长此以往，患者很容易在年

轻时就出现膝关节磨损退变。”张荣凯说，“一旦膝关

节坏掉，就无法行走。到那时，不仅要做截骨矫形手

术，还需要进行关节置换手术。否则，就得坐轮椅。”

张荣凯建议琼吉尽快接受截骨矫形手术。

听到手术，琼吉有些害怕。“但相比害怕，我更期

待自己手术后的样子。”

琼吉的父亲阿都是一名 54岁的普通农牧民。他

和妻子扎拥是重组家庭，之前的儿女都已成家，琼吉

是他俩共同生育的唯一小孩。扎拥患有高血压、心

脏病，阿都左眼视力有障碍，双腿也有遗传性疾病。

“白色的东西从舅舅（阿都）眼珠的两侧开始生

长，就像两扇门。门要是关上，舅舅就再也看不见

了。”任青说。

阿都常念叨，他和扎拥年纪越来越大，身体每况

愈下，如果琼吉的腿越来越严重，等他们先走了，就

没人能照顾琼吉了。

阿都也能感受到女儿对手术的渴望，尽管收入

微薄，阿都说，只要能治好女儿的腿，花多少钱做手

术都愿意。

然而，张荣凯建议琼吉入院的日子到了，琼吉却

没有前往——她的家人犹豫了。

“像琼吉这个年龄做截骨矫形，主要是怕骨质异

常，如果有骨质疏松症状，手术就很难做。”袁松说。

“在哪儿截骨？截骨量应该是多少？这个最难

确定。”林芝市人民医院外一科主任秦君良说，截骨

部位不对，截骨量太少或太多，对患者来讲，都是一

种创伤。“把一根弯弯的柱子打断再掰直，容易吗？

何况人体还有更为复杂的神经血管等软组织。”

张荣凯最担心的则是术后骨愈合不良。“把畸形

的骨头打断，矫形，再重新接回去，是否能很好愈

合？这要等术后 2—3个月才能知道。”

让医生担忧的还有术中失血、感染风险，以及术

后内固定钢板断裂和截骨部位发生骨折。

给琼吉做的手术属于外科手术中的四级，过程

复杂、技术难度大、风险程度高，任何环节出问题，都

可能导致失败。

“好在张医生很有经验，去年他也带我们做过一

例类似的手术。”袁松说。

张荣凯特意找了一些截骨矫形手术的视频让团

队学习，并多次组团分析琼吉的案例，商量如何应对

可能的风险。林芝市人民医院院长王晟也是援藏医

生，他十分关心琼吉的治疗，多次参与讨论。

截骨矫形手术，做还是不做？

家人讨论好几天，做手术的日子就延后了。

准 备

最终，不希望看到琼吉坐轮椅，家人达成一致：

手术，得做。

7 月 17 日，在林芝市人民医院，琼吉正式办理住

院手续。

为排除基础病变的存在，医生为琼吉做了详细

的术前检查。

汕头大学精神卫生中心医生张印南也在林芝市

人民医院参与援藏工作。术前，他特意为琼吉做了

心理评估。“实际上，琼吉的腿畸形挺厉害，一般像这

种情况，会长期伴随较大的心理压力，但她的心理健

康，对手术也比较乐观。”

最棘手的问题摆在了张荣凯团队面前：如何确

定截骨的部位、角度、长度？

为确保手术精准，张荣凯决定为琼吉免费进行

3D模型术前模拟手术。

利用 3D 模型，医生可以在手术前就确定截骨方

案，以及要选用的内固定钢板类型，达到精准手术的

目的。“还可以节省手术时间，减少出血。”张荣凯说。

然而，林芝市人民医院地处偏远，没有 3D 打印

设备。张荣凯联系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同

事，经协调，林芝的手术团队将琼吉的 CT 检查数据

传给广东省科学院新材料研究所，由研究所的博士

闫星辰打印出一个与琼吉 1∶1 的股骨、胫骨模型，再

寄到林芝。

这是一次东部支援西部的救援接力，琼吉的骨

骼模型就像接力棒，穿越 3100 多公里从广州向林芝

飞奔。

查房，排除手术禁忌症，与家属沟通……术前工

作紧锣密鼓进行着。

7月 27日，3D模型顺利抵达林芝，医生通过模拟

手术确定了截骨的部位、角度、长度。

手 术

8 月 4 日，终于迎来手术的这一天，琼吉既兴奋

又紧张。

阿都清楚地记得，当天早上 9点 41分，琼吉被推

进手术室。

手术主刀是张荣凯，助手为林芝市人民医院外

一科的晋美多吉、魏亮龙、旺久。

走到手术床边，张荣凯用温暖宽厚的手摸了摸

琼吉的头：“没事的，别担心，不害怕。”

一股暖流涌上琼吉的心头。

10 点 25 分，援藏医生王晟负责给琼吉麻醉，在

使用腰硬联合麻醉后，琼吉很快就睡着了。

11 点 04 分，时间与技艺展开了较量。手术中，

医生要“打断”琼吉右侧的股骨和胫骨，相当于让右

侧大小腿同时骨折。

在琼吉大腿处，张荣凯依次切开皮肤、阔筋膜，

再将肌肉与骨骼分离。晋美多吉和魏亮龙用拉钩将

切开的皮肤、阔筋膜和肌肉向两边拉，股骨就暴露了

出来。

按照术前模拟的截骨方案，张荣凯用带有标尺

的摆锯开始截骨，然后在截骨面上方 1.2厘米处削掉

了一小块骨头，利用术中透视，将琼吉的股骨矫正到

接近正常人的程度。

30多分钟过去，股骨的矫形终于完成。

紧接着，穿绿色手术服的张荣凯就像组装家具

的师傅，把长约 15 厘米的 9 孔钢板放在琼吉股骨外

侧，分别拧入 9 颗金属螺钉，将琼吉断裂的骨骼重新

拼接上。

11 点 50 分左右，助手旺久开始缝合琼吉被切开

的皮肤。考虑到姑娘爱美，张荣凯在手术前就交代：

要用美容缝合，最大程度减少瘢痕和缝线在琼吉腿

上留下的痕迹。

股骨的收尾工作交给助手后，张荣凯迅速“转

战”琼吉的胫骨。

胫骨矫形更复杂。切骨后，要把内侧皮质撑开

大约 18 度，并在撑开间隙塞入人工骨和琼吉的自体

骨，塞多少骨骼、塞到哪个位置，需要精细计算。就

好像，把一根弯曲的木头柱子弄直，得先在最弯曲的

地方切一刀，再往切口处塞些木块固定，塞少了作用

微乎其微，塞多了矫枉过正。

手术室内，医生分秒必争。

手术室外，哭声一片。

因身体原因，无法陪护、远在老家的扎拥打来视

频电话，担心地大哭起来。阿都也忐忑地落下泪来。

15 点 25 分，手术终于结束了。医生为琼吉实施

了“右侧股骨闭合截骨内固定术”“右侧胫骨高位开

放性截骨内固定术+自身骨、同种异体骨植骨术”。

神经紧绷的 4位医生松了口气，饥肠辘辘走下手

术台。

没想到，他们刚走不久，琼吉的脸色突然变得苍

白，护士赶紧喊来魏亮龙。

经急查血发现，琼吉的血红蛋白低于 60g/L。在

紧急输入大约 800mL 的血红蛋白后，琼吉逐渐恢复

正常。

魏亮龙走出手术室，看见阿都泪眼婆娑，他笑着

安慰道：“手术很顺利。”

琼吉也慢慢苏醒过来，一时恍然，不知道手术是

做了还是没做。

晚上，麻醉劲儿过了，疼痛猛然侵袭而来。那是

弱小的琼吉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疼痛。琼吉紧紧拉着

爸爸的手，泪珠啪嗒啪嗒掉了下来。

阿都安慰女儿说：“这次是大手术，有点疼是很

正常的，能忍的时候就忍一忍。”

迷迷糊糊中，琼吉看见父亲慌忙偷偷抹了把眼泪。

深夜，林芝气温降至十几度，琼吉疼得难以入眠。

直到手术第二天，疼痛减退，琼吉才能坐起身

来，也第一次看见手术后的右腿。

“没有想到腿可以变得这么直。”惊喜早已取代

了疼痛 。

现在，琼吉右侧膝关节内翻由原来的 34 度变成

7度，接近正常。

回 家

手术后两三个月内，琼吉还不能走路。

张荣凯对琼吉说：“哎呀，你的弯腿要变大美腿了！”

琼吉总是害羞地笑笑。

“琼吉安静乖巧，也很坚强，手术后一次都没喊

过疼。她的爸爸不太会讲汉话，每次见到我们，就打

个招呼，然后笑一笑，满脸的感激。”护士林雯说。

8 月 5 日，阿都给张荣凯、魏亮龙，还有几位护士

献上锦旗和哈达。

张荣凯很有成就感：“病人的信任是我的动力，

而好的临床效果是我最大的欣慰。”

8 月 20 日，琼吉等魏亮龙来给她换药，却等来了

张荣凯。张荣凯笑着对琼吉说：“明天我就要离开林

芝了，今天来给你换最后一次药。”

琼吉很是不舍，但当时没有说出口。

第二天，张荣凯正式结束一年多的援藏工作，飞

回广东。

不过他们互留了联系方式，说好了让琼吉随时

汇报恢复情况。

8 月 24 日中午，太阳很大，琼吉办理了出院手

续。她在手术科大楼的树荫下等哥哥接她回家，恰

巧碰到了路过的魏亮龙。

“你要注意锻炼啊！”魏亮龙对琼吉说。

对魏亮龙而言，琼吉离开的那一天，是普通的不

能再普通的一天。但对琼吉来说，也许是她人生重

启的一天。

这一次手术，医生只给琼吉的右腿做了截骨矫

形。“琼吉右腿更严重，所以先做右腿。同时做两条

腿的截骨矫形，伤害太大。要等一年左右，等到右腿

完全康复，再给左腿矫形。”魏亮龙说。

手术费用是 70348.48 元，对阿都和扎拥来讲，这

是不小的数字。同样是援藏干部的林芝市卫健委党

组副书记、副主任陈全和王晟，在了解琼吉家庭情况

后，申请将“林芝健步行——农牧民骨关节炎患者手

术补助”的 3万元经费用于资助琼吉的治疗。

“7万多的手术费可以报销 50%，再加上这 3万元

补助，我们基本上只需负担住院这段时间的生活费

开销。”琼吉心怀感激。

祈 愿

回到达龙村后，琼吉有一次尝试下地走路，还拍

了视频发给张荣凯。看到后，张荣凯叮嘱琼吉暂时

不要尝试负重走动，注意加强关节功能锻炼。

腿好之后，琼吉想尝试很多很多事。“想多出去

走走，最想尝试的还是穿那种细一点的牛仔裤。”

现在，琼吉的心愿是顺利上完大学，毕业后在拉

萨找到好工作。“我想在拉萨买房子，让爸妈住，这

样，他们就有很多机会去转山。他们以前经常转山，

但为了照顾我，很少去了。看着别人去转山，他们却

去不成，我就有点内疚。”琼吉说。

藏族人过林卡节，多集中在每年 7 月至 8 月份。

“我喜欢家人聚在一起，聊聊天做做饭。因为手术，

今年家族过林卡我错过了。我很期待下一次林卡的

到来。”琼吉说。

回到广东后，张荣凯还常常想起那段援藏经

历。他也惦记着琼吉。“她家在山村，离医院很远，我

担心她因为住得偏僻就不到医院做复查，时不时问

问她的近况”。

张荣凯还告诉琼吉，右腿好了以后可以去广东

找他做另一条腿的手术，“不过，我也可能会再回到

西藏”。

到那时，琼吉会穿上近十年来的第一条牛仔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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