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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瑜 在“不可能”中追寻疾病真相
聪明好学、耐心细致，“治愈系”女医生给予患者更多希望

熊瑜，副主
任医师，山东省
胸科医院耐药病
房主任，贝达喹
啉NDIP项目管
理负责人。现任
中华医学会结核
病分会秘书，中
华医学会结核病
青 年 委 员 会 委
员，中华医学会
临床试验专业委
员会委员；山东
医学会结核病分
会委员。《中华医
学参考报》结核
病学频道第一届
编委；《实用老年
医学》杂志青年
编委；参加国家
重大专项课题6
项，2项为山东区
副组长；独立承
担省厅级课题4
项；国内外核心
期刊发表论文10
余篇，其中SCI2
篇。

专业特长：
对肺部疾病的鉴
别诊断有丰富的
临床经验，对于
肺结核，尤其是
复治、耐药结核
病的治疗有独到
之处；擅长耐多
药结核的诊疗，
耐药结核病合并
糖尿病等病的治
疗；对耐药结核
病短程方案及相
关治疗并发症的
处理有丰富的经
验。

□文/片
记者 董昊骞

微笑有着美
丽的力量，而一
位总是面带微笑
的女医生，给人
的感觉就是四个
字：如沐春风。在
记者眼中，山东
大学附属山东省
胸科医院熊瑜大
夫就是这样一位
女医生。

她的微笑不
仅传递出温柔之
美，更在患者心
中燃起生命的力
量 与 生 活 的 勇
气。可以说，这是
一种难以言喻的
魔力。

医生的女儿曾经怀揣律师梦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人的成长
也需要岁月的累积。

对于学医这件事，高中时的熊瑜
其实是有些排斥的。看到身为妇产科
医生的母亲每天早出晚归，周末假期
也很少休息，小姑娘觉得医生这个职
业并不符合自己对未来的浪漫憧憬。

那个时候，在熊瑜心中，外表光鲜
亮丽、能站在法官面前思维缜密、据理
力争的律师，才是自己的不二之选。

“大多数同学学理科，我也便选
择了理科。”熊瑜笑笑说，她上高中时
算得上“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
教科书”。对律师职业的向往激励着
她在学业上稳稳而行，成绩在学校里
一直名列前茅。不过，高考报志愿时
她却犯了难：当时律师只招收文科
生，她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

作为妇产科医生的妈妈，再一次
提出希望女儿学医的建议。于是，她
成为了白求恩医科大学(现吉林大学
白求恩医学部)的学生。

大一上解剖学课程，吓坏了一众
女医学生。“第一节课就是视教课。”熊
瑜告诉生活日报记者，真实的尸体摆放
在眼前、身体各个解剖部位泡在福尔马
林里，甚至还能闻到刺鼻的味道……下
课后她去食堂根本没法吃饭。

“那时候就觉得挺郁闷的，有点
后悔学医。”她说，但来都来了，只能
前进，不能退缩。

这也就不难理解，“乖乖女”熊瑜
在大学期间的成绩一直很好。在考研
究生选择方向时，她想到实习期间在
血液科与病魔斗争的患者，尤其是那
些年幼的白血病儿童，内心涌动的念
头再起波澜——— 应该通过自己的专
业知识去做点什么……泸州医学院
(现西南医科大学)从此多了一名攻
读血液肿瘤方向的研究生。

毕业找工作的时候，父母没有要
求她必须留在身边，让她自己选择想
去的城市。早年老舍先生笔下济南的
冬天，那时那刻牵引着熊瑜来到了济
南。在山东省胸科医院参加面试时，
在场的院领导在面试后第一时间就
把工资卡和医院饭卡递了过来！这让

熊瑜大感温暖，不再多想，就这里了！

只轮转了一个科室的新医生

作为医生，最难的就是如何将纸
上谈兵变为治病救人。

熊瑜的方法是多向上级医生请教。
也许天生就是从医的那块料儿，在血液
科实习时老师手把手教给她腰椎穿刺
术，在心内科实习两周后她就做了一台
只有心内科大夫才能做的心包穿刺术。

2005年来到山东省胸科医院工
作时，熊瑜签的是肿瘤科，与所学专
业一致。因为医院的结核专业在省内
乃至全国都赫赫有名，医院希望医护
人员都能对结核方面的工作做些了
解。作为新医生到岗后，她首先轮转
的科室就是结核科。

看她有灵性又好学，而且耐心细
致，当时的省内结核界专家、结核科
主任高兴云直接把她留在了科里。熊
瑜也因此成了当时所有新上岗医生
中唯一一个只轮转了一个科室的人。

跨专业医生，不是那么容易做的。
这中间，熊瑜背后的付出大概她书桌
上每夜凌晨才熄灭的台灯最清楚。

刚工作不久，熊瑜遇到了17岁的
患者刘强(化名)。正值高中关键时期，
刘强却被反复头疼折磨了一年多。家
长非常着急，到多家大医院求医也没
能查出原因。刘强之前患过结核，头疼
会不会是结核问题引起的呢？他转院
来到了山东省胸科医院。可是前期检
查结果显示，他并非结核复发。

颅脑CT、脑脊液检查都没有问
题，问题究竟出在了哪里？

作为刚参加工作的医生，熊瑜每天
跟着查房，她注意到刘强总是一侧流鼻
涕。“他一直擦鼻涕，但是并没有上呼吸
道感染或感冒。”熊瑜向上级医生作了
汇报：是否鼻窦的问题会引起头疼？

善于听取下属意见的高兴云主
任，也开始怀疑刘强是否为脑脊液鼻
漏。将刘强的鼻液送去检查发现，他
确实患上了脑脊液鼻漏！迅速转入综
合医院神经外科进行修补手术，困扰
患者一年多的问题很快解决了。

留意细节救了年轻女患者

熊瑜的细致不仅体现在患者刘
强这件事上，还有20多岁的宋梅(化
名)的经历。

由于家人中有肺结核病人，宋梅有
过接触史，加之有午后发热等典型结核
症状，本来在省内一家综合医院进行治

疗的宋梅被转院到山东省胸科医院。
前期的检查结果和症状都显示

结核，医生按照相应的标准为宋梅进
行治疗。一般来说，结核病人的体温
在一两周内就会降下来，宋梅则不
然。当时还是小医生的熊瑜注意到，
宋梅的常规检查中，CEA(癌胚抗原)
的指标只比正常范围高出一点点。于
是，她向上一级医生汇报：会不会问
题就出在了CEA上？

由于打破了常规认知，不少人觉
得“不可能”。高兴云主任则认为，既
然抗结核治疗效果不是特别好，又有
这样一个癌胚抗原异常的指标，还是
再给她做一次全面检查。

检查结果显示，宋梅的肺部病变增
多，经过CT引导性肺穿刺，很快明确了
肺泡细胞癌，被转入肿瘤科进行治疗。

虽然后期治疗效果很好，但宋梅
这件事还是给从业不久的熊瑜敲响
了警钟：很多时候，不能以主观印象
或常规知识简单地思考问题，要细致
留意患者表现出来的点点滴滴，从蛛
丝马迹中发现问题。

当时，她又对后续患者进行了临
床观察，发现有肺部问题的患者，血
CEA指标异常的多为恶性病变。在以
后的工作中，她也格外注意这项指标。

医院临床科室的最年轻主任

2017年，熊瑜被评为山东省胸科
医院17名优秀青年人才之一，医院党
委会全票通过，还推荐其为耐药结核
病科室的主任。她也成为目前医院临
床科室最年轻的主任。

熊瑜在2018年申请了中国临床
结核病试验合作中心的立项。通过这
个项目的研究结果，她获得国家资助
参加了在荷兰海牙举行的世界Un-
ion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中国
年轻一代医学研究者的风采。

在世界范围内，结核方面长达43年
没有研制出新药。2017年，我国通过了
贝达喹啉的新药审批，适用于大多数耐
药结核病人。经过NDIP新药引入和保
护项目，山东省胸科医院积极申请了这
个项目，熊瑜是项目管理负责人。

熊瑜的工作时间在病人身上，这
么多科研成果几乎都是她利用业余
时间细心研究而来。

对于病人的救治，尤其是耐药结
核病人的救治，她觉得美国一位医生
所说的“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
是去安慰”再恰当不过。

“刚开始我总觉得这句话说反

了，是不是被翻译错了。治疗是最根
本的，怎么可能去帮助、去关怀反而
是最持续长久的过程？”熊瑜说，做医
生时间越长，就越是体会到人文关怀
的意义与重要性。

为此，耐药结核病科建起了“同
伴教育”QQ群，作为医生、护理和患
者随时交流的平台，由已治愈或治疗
效果很好的患者向新患者或绝望的
患者传递信心和正能量。“在我国，耐
药结核病人的治愈率只有40%，而且
他们不仅身体受到疾病困扰，还是传
染源，所以很多患者自卑、自闭。”为
了帮助他们，科室还会向治愈的和正
在治疗的耐药结核患者进行科普，提
振信心并增强防范意识。

儿子毛毛有话对妈妈说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作为医生，
熊瑜将心思都花在了工作上，亏欠家
人成为常态。

熊瑜和爱人是同学、同行，彼此
多了一份心照不宣的默契和理解。他
们的孩子毛毛从小到大，都是被姥
爷、姥姥看大的。

说到家人，熊瑜坦言，自己觉得很
对不起他们。儿子上幼儿园时，老师基
本上不认识毛毛的爸爸妈妈。“自从儿
子上幼儿园之后，我几乎没参加过他
的家长会。”刚开始，熊瑜也没意识到
父母去参加家长会对于孩子的意义。

在孩子上大班时，有一次老师打
来电话强烈要求熊瑜参加家长会，因
为她之前从来没去过。在那次的班会
上，班级给每个孩子录制了视频。熊瑜
至今记得毛毛在视频中说的话———

我的妈妈是一个医生，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生，
可是她没有时间陪我玩。
没有关系的，我有姥爷陪。
希望妈妈快快乐乐的！
“那一刻，我从内心深处感觉到

作为母亲的我是失败的，孩子的话又
令我宽慰。”她说，“之前没有参加孩
子的家长会是多么遗憾的事，在孩子
心中，陪伴才是最好的礼物吧。”

医生熊瑜值班是固定的，基本六天
一个夜班，毛毛能算到妈妈哪天是夜
班。现在她当了科主任，有时候会值急
诊24小时的班，毛毛就算不明白了。睡
觉前，他问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明天晚
上你回来吗？妈妈，明天晚上你值班吗？

每每这个时候，熊瑜的双眼不免
一热：妈妈是毛毛的妈妈，还是很多
人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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