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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死扶伤是医生的使命，可一边是即将手术的患者，一边是病危的父亲，这样的命题该如何选择？放弃手术，患
者极有可能因手术失败发生危险；而继续手术则余生都可能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中。 怎么办？ 如何选？
11 月 23 日，陕西省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许向东登上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许向东在面临两难
抉择时究竟是怎么选的？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楼上即将开始手术，楼下是抢救中的父亲

这名医生的人生抉择感动了上亿网友
随后， 患者家属向护士询问自己母亲的情
况，护士让他们放心，说医院还有别的通道，许主
任已经回到手术室了。
监控画面显示，这台手术一直进行到晚上 7
点 03 分， 许向东和部分医护人员一起走出手术
室，并告知家属手术很顺利，请家属放心，随后就
离开了。

真相
手术前得知父亲去世
他看了一眼继续回去手术

意外
做完术前准备工作
主刀医生突然匆忙离开
今年 10 月 14 日，对于宝鸡市第三人民医院
骨科主任许向东来说，本是普通的一天。 这一天，
他的父亲已经因为脑部受伤在医院昏迷了 29
天；这一天，骨科一病区 85 岁的患者王福英因为
右股股骨粗隆部粉碎性骨折情况危急，已经做好
术前准备，计划下午进行手术。
当日下午 2 点， 患者王福英被推进医院 17
楼的手术室，对于从医 30 余年的许向东来说，虽
然右股股骨粗隆部手术早已成竹在胸，但他仍然
不放心让科室其他医生主刀手术，自己主刀是对
病人负责。
然而，当天下午 3 点过，就在手术前的准备
工作刚做完时，许向东穿着手术服突然离开手术
室，顺着楼梯往楼下走、这一举动让患者家属赵
林英十分紧张，惴惴不安。
患者家属赵林英告诉记者：“我们当时很紧
张。 我说我妈的手术咋弄，因为我们都在手术室
大门口守着，没看见医生再进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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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 家属赵林英在病房看护自己的母亲
时，从前来监护他母亲病情的医护人员口中听到
了一个消息，让他非常震惊。
赵林英说：“张大夫给我说，今天下午还发生
了一点小意外。 我说怎么了，张大夫说，中途许主
任他爸突然在楼下抢救，去世了。 我说那他爸都
去世了，最后他还赶上来给我妈做手术，我当时
心里确实挺感动的。 ”
原来，当天下午 3 点 30 分左右，手术即将开
始， 突然一个从医院 16 楼抢救室打来的电话让
许向东愣住了：“许主任， 您父亲心脏停跳了，情
况不太乐观。 ”
手术还未开始，许向东让同事继续进行术前
准备，自己则下楼去看父亲最后一眼。 一路小跑
冲下楼， 许向东知道今年已 86 岁高龄的父亲可
能留不住了，因为作为医生的他知道父亲病情的
严重性，可他还想再看父亲一眼。
“许主任，我们尽力了。 ”最坏的结果许向东
早已想过， 可是他没想到结果会来得这样突然，
这样让他措手不及， 以至于他还穿着手术服，带
着口罩。 抚摸着父亲的身体，千言万语的倾诉，父
亲都已听不到。 简单地向姐姐和姐夫交代了父亲
的后事，许向东只留下一句“上头还有一台手术
没完成，我先上去了”。
重新清洗消毒步入手术室，许向东还是如往
常般镇定从容。 手术中，患者王福英的受伤程度
远比想象中复杂，因为年事已高，骨质疏松较为
明显，粉碎性骨折的程度也比较严重。 虽然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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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
“我想每个外科医生，
面临这种情况都不会放弃患者”
从始至终，许向东也没有把父亲去世的消息
告诉患者家属。
赵林英说：“突然之间他从外面进来，询问我
妈的情况，把我妈头摸了一下，手摸了一下。 ”
“那一刹那间，我就把许主任的手握住，我说
老哥，确确实实今天太难为你了，确实感谢。 ”赵
林英说。
闻听此言， 许向东泪水早已在眼眶打转，可
是他对家属说：“我们天天见的就是迎来送往，我
父亲的情况我知道，我能接受。 ”
对于为何会做出这样的选择，许向东说，“首
先，这位病人前期的从手术准备开始，都是我准
备的，而且这位病人是找我来手术的；其次，我是
医生，我父亲的情况从受伤的第一天起，我已经
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
得我在那待着也帮不上什么忙，因为这边还有病
人等我，我觉得这个时候可能这边更需要我。 ”
许向东说：“我想每个外科医生，如果是面临
这种情况，都会这么做，他绝对不会放弃患者。 ”
许向东的报道在《新闻联播》播出后，截至 11
月 23 日 24 时，《央视新闻》 公众号阅读人数 10
万 +；央视微博点赞人数 30.8 万人；微博热搜已
读人数 2.4 亿人，参与讨论 2.4 万人。 不少网友留
言称，这，就是天使在人间。
(央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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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输血 400 毫升，以预防手术可能造成的血压
下降。 但由于手术部位出血量大，患者手术中血
压下降明显，低压一度接近 30，随时有生命危险。
输血升压、骨折复位固定……许向东从容不迫。
几个小时后，许向东将患者从危险的边缘拉
了回来，手术取得成功。 走出手术室，顾不上接受
家属道谢，许向东急忙赶去父亲身边。 强忍着失
去父亲的巨大悲痛， 许向东将父亲送入太平间，
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 晚上 11 点，许向东又再一
次出现在王福英的病房，因为术后 12 小时，患者
容易产生术后反应，他放心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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