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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预备役师军医钟捷东，扎根基层20载，在平凡岗位
上默默耕耘出骄人业绩

有种选择，只求青春无悔
他，放弃优越的生活，扎根基层20年甘做一名普通军医；他，为改善官兵的医疗条件，自种草药，研究配制30多

种药剂；他，以弘扬黎族医药为己任，多年如一日整理编撰《黎医黎药》专著，推动黎族医学发展。
他就是海南预备役师军医钟捷东，1994年从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扎根基层20载，在平凡岗位上书写出一份骄

人业绩，先后获得“全国学雷锋标兵”、“全国青年志愿者先进个人”等荣誉，被驻地黎族同胞和官兵称为“爱民军医”、
“战士健康的保护神”。

“人生面临着无数次大大小小、行行
色色的选择。可以说，人的一生就是不
断选择的一生。而所谓选择，实质上就
是取舍。钟捷东的所取所舍体现了当代
雷锋精神，彰显并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省关工委副主任、国务院特殊
津贴专家林泽龙说。

钟捷东是怎样选择、怎样取舍的？林
泽龙认为，他从第一军医大学毕业后舍弃
留在城市，却选择了交通不便、经济文化

尚不发达的海南少数民族地区；舍弃了设
备精良、工作舒适、生活优越的大医院，却
选择了条件简陋、工作艰苦的基层卫生
所；舍弃了千万身家的岳父为其投资百万
元开办个人诊所的美好愿景，却选择了留
在军营，为基层官兵的身体健康而跋山涉
水、寻访民间秘方、研制开发新药。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不仅要看到钟
捷东人生中取舍的内涵，更要深入认识他
做出上述取舍所秉持的原则和准则。他
曾说，‘最需要我的地方是最好的岗位’。
谁需要？部队需要，基层官兵需要，老百
姓需要。一句话，他人需要，人民需要，国
家需要！所有这些都可以浓缩成四个字

——无我，利他。”林泽龙透过表象，提炼
出钟捷东灵魂深处最本质的价值观——

“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
之中去”的雷锋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基本价值取向。

林泽龙认为，学习雷锋有三个境界：
首先要感知雷锋，即认同雷锋和雷锋精
神；其次是仿效雷锋，学习雷锋的优秀事
迹；最后要达到“我就是雷锋”的忘我境
界，在自己平凡的人生中实践和弘扬不平
凡的雷锋精神。“识雷锋—学雷锋—做雷
锋”，钟捷东的所言所行早已超越了前两
个境界，进入了学习雷锋的最高境界——
做雷锋，真正无愧为“当代活雷锋”。

雷锋最大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个寓伟
大于平凡之中的可亲、可信、可敬、可学的
光辉榜样。在林泽龙看来，钟捷东身上闪
耀着的真诚善良、富有爱心、乐于助人的
人性光辉，恰恰是雷锋精神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精神内核和永恒魅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给‘郭明义爱心团
队’回信时寄语全国志愿者和爱心人士：‘雷
锋精神人人可学，奉献爱心处处可为’。我
们期待社会各界人士能够学习和发扬钟捷
东一心为他人的雷锋精神，大力弘扬社会
正能量，共筑美好中国梦。”林泽龙说。

本报记者 陈蔚林 实习生 黄一丹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省关工委副主任林泽龙：

取舍中体现人生价值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实习生 詹晨韵

当灾害降临时，他们会第一时间出现
在受灾现场，当有人遇到困难时，他们会毫
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不仅让他们收
获幸福、满足，也让这个社会备感温暖。

文昌市罗豆农场南洋村会永远记住
一位年轻的英雄。

7月18日，超强台风“威马逊”肆虐
滨海的这个村庄，年仅26岁的年轻小伙
符传道不顾个人安危，三次冒着倒灌暴
涨的海水，用借来的汽车，一批一批地转
移村民。

第一车的老人和小孩安全救出了。
第二车到达后，很多人劝说符传道不要
再进村，“太危险了！”但符传道没犹豫，

“还有很多老人和小孩，我再回去看看！”
接第三车时，车里挤满了7个人，车

行至212国道罗豆至铺前段，水漫上来
泡到了汽车发动机，车熄火了。被迫弃
车后，大家拉起手来试图涉水前行，但在
漫过膝盖的深水中，一股强风吹倒了一
个孩子，人群被冲散了。

符传道赶紧去拉孩子，但一阵大风
又把两人刮到了路边的水田里，符传道
用力把孩子推到一根电线杆旁边。就在
孩子紧紧抱住电线杆回头的一刹那，符
传道被急流冲走了。就这样，符传道年
轻的生命停留在了第三次转移村民的路
上。而此时，他已经成功转移出16名老
人和儿童。

风灾无情人有情，7月18日以来，在
遭遇台风灾难的这片土地上，琼岛大地
涌现出一大批符传道式的“雷锋传人”。

我们看到，当风暴步步逼近，刚刚结
束了群众转移工作的大学生中西部基层
专项志愿者符扬壮在回村路上，发现了
一条还通着电的高压电线被吹断，悬挂
马路中间。他赶忙把车停靠路边，顶着
风暴吹袭和触电危险，站在电线不远指
挥车辆避让。

我们看到，台风过境，患有心肌炎的
文昌市志愿者王志坚连续几天没有合眼，
不辞辛劳地在灾区帮助受灾村民搭建帐
篷，只为让他们能有落脚安睡的地方。

我们看到，在树枝横断的道路上，有
志愿者顶着炎炎烈日清理打扫；在房屋破
败的村落里，有志愿者大汗淋漓地为修复
房屋添砖加瓦；在受灾严重的群众家中，
有志愿者递上一份份暖人的物资……台
风过境十天内，全省有3.4万余人次的
志愿者投身救灾重建之中，用一颗颗火
热的心给灾区群众送去温暖。

“雷锋”风劲吹，天涯满温馨。无论是
符传道还是志愿者们，他们的故事感动了
很多人。这份感动，不是因为他们身上有
着常人难以企及的天赋异秉，也不是因为
他们做了多么轰轰烈烈的大事，而是源于
他们在生活的平凡中，乐于伸出援手、默
默奉献，执着地去做一个好人。正是这一
个个平凡的“雷锋传人”，让雷锋这面旗帜
在海南大地从未褪色……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像钟捷东一样，一大批
“雷锋传人”在海南大地涌现

无私奉献，
是他们共同的追求

海南大地，“雷锋”何在？不
用刻意寻找，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他们坚信奉献使人快乐、助
人使人幸福，不图回报地用自己的
博大爱心、满腔热血铸就了人间大
爱，他们是一个个“雷锋传人”。

■ 本报记者 金昌波
实习生 詹晨韵 通讯员 蔡舒怀

“我和钟医生很早就认识了，那时我在
驻屯昌某部队服役，他是部队医院的一名
医生。”听到记者采访钟捷东，海南预备役
师政治部干事操练非拉着记者要说一说。

“钟医生在医疗技术方面很出色，他曾经在
军区中立过二等功，还曾经获过几次优秀
专业技术岗位津贴。不仅如此，他还是一
个爱岗敬业的人，每次演习保障，包括官兵
日常保障这块，只要有什么事，他都会随叫
随到。”

操练回忆道，最让自己感动的就是那次
随部队参加广州军区的一次比武活动。“那次
比武活动，钟捷东是唯一的随从医生。每周
五，我都看到他背着药箱，主动去训练场为战
士治病，虽然只是一些蚊虫叮咬，皮肤过敏，
感冒发烧之类的小病，但是他依然一丝不苟，
一点也不马虎。”

2007年，钟捷东被调到预备役师卫生
所担任所长。和他一起共事的预备役师
卫生员林玉成说，“我和他一起在卫生所
工作，晚上我过来拿药或者来给别人打针
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他还在办公室里加
班。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勤奋，而且特
别乐于助人。”

林玉成回忆说，“今年大年初四，部队里
有个士兵骨折了，钟所长知晓后不仅帮他治
疗，还自掏腰包给他买了一副拐杖，并亲自送
他回去休息。”

“其实，钟所长就是这样一个人，对所
在服役区的战士而言，他不仅是一名医
生，更是一位关心战友的好兄弟。”林玉成
告诉记者：“在卫生所里，钟捷东就是一把
标杆，我们不管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以
他为榜样，努力地让自己成为他那样的好
军医。”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战友回忆钟捷东关心士兵点滴事

“他不仅是好军医，
还是好兄弟”

@我是许志平：从军校到基层，从
普通临床医生到“战场”军医，最需要的
地方才是最好的岗位。

@Sodina：听从内心的声音，好样
的！

@nkz330：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是幸福的。

@西江情歌：选择自己所爱的，爱
自己所选择的。

@高开艺：我要为钟医生竖大拇
指！

@坦克凉凉：“我爱五指山，我爱万
泉河……”唱起这首歌，海南人民就想
起了红军，想起了那军民鱼水情深的峥
嵘岁月。钟捷东用医术造福了当地人
民群众，他是一名当代好军人。

@橘子嘴：他是一名好医生，尤其
是在部队军医这种辛苦又没有太多名
利的工作岗位上，坚持 20 年的确不容
易啊！

@三去法师：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
人，不光是把病人的生命看得很重，还
把将要失传的黎族医药整理挖掘，对海
南文化也怀有深情，真是一个奇人。

（本报记者陈蔚林 整理）

一张办公桌，一把木椅子，墙角的小
书柜里堆满了各类医药、文化书籍。这
只有数平方米的小房间，就是钟捷东现
在的办公室。病人多的时候，连转身都
显得拘谨。

坐在简陋的办公室里，海南预备役
师军医钟捷东回想起20年间的各种机
遇和他自己的选择：以前部队月薪1000
多元，当有人拿出每年10多万元的年薪
邀请他坐诊时，他拒绝了；多年在部队基
层卫生所作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军医，
当拥有千万身家的岳父拿出100万元支
持他在城市开办诊所时，他又拒绝了。

面对诱惑，钟捷东选择坚守在军队
医疗岗位，在别人眼里这份工作平凡且
辛苦，但在他心里，这里是战场，是荣誉，
是毕生奋斗的事业。

“如果当初回城开诊所，现在至少也
是个百万富翁了吧？”他轻松调侃一句
后，坦然一笑说：“可我从来就没有后悔
过当初的选择。”

一笔军民账，他算得清楚

预备役师政委符显辉告诉记者，
2007年，钟捷东从五指山某部调到海南
预备役师卫生所工作。7年来，他从未休
过一个完整的假期，也没有一天手机关
机，“官兵们信任他，都愿意找他看病。”

“整个机关的干部、战士和家属加起
来有三百多人，医生却只有我一个。找
不到我，他们有个病痛，谁来分担？”被工
作紧紧“拴住”的生活，对钟捷东而言，已
经过了20年，早就习以为常。

当年，钟捷东不顾家人反对，来到五
指山区某部工作，他的妻子林梅瑜也跟
随而来。见惯了大城市医院里坐办公室
的“白大褂”，她难以相信，丈夫这个医生
竟是这样当的——

部队在野外拉练，他背着药箱气喘
吁吁地跟在队伍后面；战士在海里训练，
他泡在水里陪着游完1000米全程；腰痛
是装甲兵的职业病，他穿上训练服，钻进
连腰都伸不直的坦克里，在40多摄氏度
的高温下反复体验、研究两个月后，把一
本《装甲兵乘员腰痛的防治》论文“热腾
腾”地拿了出来。

在五指山工作期间，他为官兵开设了
中医、按摩、针灸、理疗、小手术等10多个
医疗项目。他为官兵编制的“健康档案”，
装甲兵乘员腰痛的防治、训练强度与生理
特征等研究成果被部队沿用至今。

钟捷东的名气越来越大，定安、屯
昌、海口等市县的私营诊所老板纷纷慕
名而来，他却不为所动。“还是回城里来
吧，爸妈给你们100万元开诊所。”心疼
闺女的岳父岳母多次赶到五指山区，亲
自做小两口的工作。

“我考虑考虑。”结果，钟捷东这一考
虑，就过了十几年。

“谁不向往城里舒适的生活，但那时

候山区军民的医疗条件不像现在这么
好，我想的是尽自己所能为山区军民干
一点实事。”钟捷东至今无悔：“你们都说
我不会算账，可一群身强力壮的战士值
多少钱？和谐的军民关系又值多少钱？”

医者仁心，爱是最好的良药

花钱看病，天经地义。可在五指山
区工作期间，对一些交不起医疗费的少
数民族同胞，钟捷东不仅不收钱，还经常
自掏腰包为他们治疗。医者仁也，爱是
世上最好的良药。

1999 年，一个 6岁的男孩在翻越
部队围墙时不慎摔落，血流不止。钟
捷东为他实施紧急救治时发现，男孩
的头上长了一个胚胎瘤，已经发生溃
烂。若不及时手术，可能发生癌变。
可是，因为家庭贫困，男孩的父母极力
反对手术。

“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家。”
钟捷东回忆，几千元的医疗费让这户贫
穷的人家望而却步。于是他决定，为男
孩免费实施手术。

部队驻地是黎族聚居区，山寨分散、
地理位置偏僻、医疗条件较差。在五指
山区工作期间，钟捷东利用节假日送医
送药。为了改善山区缺医少药的状况，
他还在营区开垦了一亩荒地，种植了70
多个品种的黎药，观察研究黎药的药性
和功能，研究配制了30多种药剂，赠予
群众使用，其中“鼻炎一嗅灵”曾获国家
专利。

“赚钱不是军医工作的意义。”钟捷
东告诉记者，如果自己的付出，能够增强
少数民族群众对党和解放军的信赖，那
才是意义所在。

如今，已经回城的钟捷东每逢节假
日，都会带着自己孩子到敬老院里看望
孤寡老人，或是去孤儿院做志愿服务，希
望孩子学会关心他人，尊老爱幼。去年，
他又多了一个儿子——领养的7岁定安
孤儿吴钟凡。钟捷东将他视为己出，不
仅为他申请了低保，一有时间，他就带着
妻儿去定安看望，或将他接到海口小
住。“孩子能感觉到，在海口还有他的‘爸
妈’在关心着他。”看着吴钟凡慢慢从失
去父母的阴霾中走出，变得阳光活泼，钟
捷东知道，自己当初所做的决定，值！

痴心黎药，他把青春献给海南

说到黎药，其实在上班之余，钟捷东
还偷偷地干了一件“大事”——编撰中国
首部黎药书籍《黎族医药》。

“黎药是祖国传统医学的瑰宝，是黎
族同胞几千年来同疾病做斗争中积累下
来的宝贵财富。”黎药历史悠久，不少珍
贵的黎药妙方濒临失传，单凭一己之力
收集整理难度极大。谈起这项工作，钟
捷东显得有些激动，“藏药、苗药早已实
现了产业化，但拥有数千年历史的黎药
却因研发滞后而日渐式微。”

为了加快黎药的研发，他曾先后三
次利用休假等时机，专门到贵州调研苗
药发展情况，再深入海南药企进行调

查。2009年，钟捷东向省政府提出了扶
持重点企业开发有潜力和市场价值的黎
药产品，建立GAP（规范化）药材示范
基地等发展黎医黎药的5条建议，引起
省里高度重视。2010年，他又自费建起
了我国唯一的黎药标本室，收藏了三百
多种黎药标本。当年9月，他获得了国
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的“民族医药贡献
奖”称号。

“这项工作总得有人去做，作为一名
医务工作者，抢救和保护民族医药是我
的责任和义务。”就凭这份责任感和使命
感，钟捷东多年来风餐露宿，走遍海南少
数民族乡镇，深入黎村黎寨走访，虚心拜
访黎族医生，搜集、整理出几百种常用草
药配方和抗肿瘤的“雅南经”、肝病验方

“雅查干”等上百种濒临失传的珍贵黎药
妙方。

如今，这个研究黎药的“痴人”又爱
上了海南乡土文化，常常探访隐于乡野
的神秘村落、古庙老井、牌坊驿道，钟捷
东潜心耕读古籍，问道乡翁族老，收集
研究海南羊山代表性的碑刻建筑、年节
礼仪、拜祭风俗、饮食文化、古作坊及工
艺器具……迄今为止，已经撰写出版了
《海南庙宇文化》、《海南火山文化拾遗》
等著作。

20年过去，钟捷东至今还只是一
个普通的基层军医，从世俗的眼光来
看，他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一次“错
误”。可他却说：“我不求家财万贯，只
求青春无悔。”

（本报海口8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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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捷东（右）在黎寨采集草药。（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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