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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桓英 以毕生精力防治麻风病
█ 文 王建柱

印象

百岁老人
时代楷模
8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决
定授予李桓英同志“时代楷模”称
号。李桓英是与麻风病患者零距离
接触的第一位中国医学专家，几十
年来足迹遍及云贵川麻风病高发
区，她的理想是“实现一个没有麻风
病的世界”。
麻风病是一个古老的病种，曾
被认为是不治之症，说起麻风病，人
们往往谈之色变。过去世界上很多
麻风病患者甚至面临被活埋、被烧
死，沦落到无家可归，因病致残的麻
风病患者也一直饱受歧视。
1979年，李桓英到云南麻风村
做实地考察。那时麻风病防治工作
只注重研究，不太结合实际，而李桓
英根据前期积累的大量调研数据，深
知只有深入到患者身边，进行非隔离
治疗现场研究，才有可能解患者之疾
苦、消社会之歧视。她长期在麻风村
工作，对待患者就像对待自己的亲
人，经常一起吃饭、聊天，手拉手跳傣
族舞，她用自己无私的爱，唤起更多
的人去关心和帮助麻风病患者。
2001年，李桓英荣获“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她却谦虚地说：
“我
的工作算不上什么高科技，也没什
么特别的，最多不过是‘上蹿下跳’，
蹿到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资金，跳到
麻风村为人民服务。”2016年，李桓
英荣获“中国麻风病防治终身成就
奖”，也是在这一年，她以95岁高龄
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写
道：“我虽已进入耄耋之年，但愿意
以党员身份，为防治麻风病事业继
续奋斗。”
她再次去云南，想看看那些被
治愈的麻风病患者，看看他们的病
情有没有复发，他们的亲属有没有
潜在的感染。当地的麻风病康复者
见到她就像见到亲人，眼含激动的
泪水，拉着她的手大声喊：
“李妈妈，
您回来了！”李桓英为这些康复者感
到高兴，也为从事麻风防治工作的
同行们感到自豪，正是大家的不懈
坚持与努力，才给麻风病患者带来
了新的希望。
李桓英说：
“在多年的医疗工作
和社会生活中，在党和国家的大力
培养、支持和帮助下，我们治好了很
多患麻风病的老百姓，得到了全世
界的承认，我们的治疗方案获得世
界卫生组织的认可，取得了一定的
成绩。爱国有道，行为有范，艳阳与
阴雨，平坦与坎坷，都是对我们工作
的最高奖赏。”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占据城
市和主要交通要道，控制包括军工、医
药、通讯、印刷等器材及食盐、煤油等
重要日用工业品。我军在农村控制了
相当数量的粮食、棉花、花生等农副土
特产品。天津是当时北方唯一口岸和
华北地区货物集散地，铁路、水路、陆
路四通八达，城市周边人民与城市平
民有着天然的血脉联系，国民党军不
可能做到绝对封锁，虽然在城市周边
设置大量岗警卡口，但出卡口十公里
就完全是我解放区的控制范围。可以
说无险可守，无塞可防。农村解放区
的农副产品可以自给自足，而由于工
业生产能力有限，对于军用物资、日用
工业品、进口物资、西药等需求量较
大。我党派遣斗争经验丰富、业务能
力强的机要交通人员深入天津，利用
群众优势和地形便利筹集、运输物资
到解放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
物质保障。
走水路冲破重重哨卡
将子弹运送到解放区
1946 年，我党冀中解放区驻津办
事处主任马子杨，在河北大街以开煤
厂、造纸厂为掩护，为解放区采买、运
输物资和搜集情报，做了大量工作。
当年夏天，他筹集 20 箱三八子弹、200
余领（每领 500 张）模造纸等物资，用
汽车运至北营门，在子牙河分装在三
条船上，上面掩盖 60 吨烟煤。经国民
党军警设置的自来水哨卡、铁锅店检
查口、杨柳青菜园检查口，过第六埠
村、台头镇，直至王家口村，抵达目的
地，
顺利完成任务。

李桓英

者身上出现。
李桓英挨家挨户做患者的思想工作，耐心地
给他们讲解，
开导、鼓励他们继续服药。为了随时
检查每个患者的情况，她在麻风村住了下来。她
的真诚和耐心又一次打动了村民，他们开始按要
求服药，三个月后，患者的色素沉淀明显好转，症
状逐渐消失。
两年后，李桓英再次来到麻风村，为村民进
行复查，所有服药的患者全部治愈，且无一人
复发。结论出来后，整个山村沸腾了，男女
老少都跑到李桓英面前，用鲜花串成花环，
将亲手缝制的傣家服装献给心目中的大摩
雅。刀建新老泪纵横：
“我二十多年埋在土
里，
现在终于重新做人了！”
在走村串寨的过程中，李桓英总结出一
个早发现麻风病的小窍门——让小学生们每
天回家检查父母的双手、双脚，看身上有没有不
痛不痒的浅色斑块或凸起的肿块，若有异常马上
报告老师，
由老师通知村里的麻风病防治人员，
进
行确诊、病情记录、追踪、诊治。点子虽小，
却实用
有效。李桓英首次提出并在当地推行“麻风病垂
直防治与基层三级防治网相结合”
模式，
对遏制麻
风病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之后她还采纳了新
的治疗方案，
达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1921年8月生于北京，
世界著名麻风病防治专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
医院医生，北京热带医学研究
所研究员。她推广的“短程
联合化疗”方法，救治了
无数麻风病患者。

1983年走进麻风村
零距离接触麻风病患者
李桓英第一次接触麻风病患者是在 1970
年。她在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病研究所工作，
和一些医学专家一起下放到苏北麻风村。那时
医生们参与治疗麻风病时，总把自己像防化兵
一样包裹起来，只露出两只眼睛，给患者发药
时，
要拿木棍托着传递过去。
麻风病患者受疾病折磨和社会歧视的悲惨
境遇，深深触动了李桓英。随着工作一步步深
入，
她渐渐了解到，
麻风病是一种传染性并不很
强的疾病，95%的普通人对这种病有免疫力，之
所以会引起恐惧，主要是因为它致残。麻风病
的潜伏期，短的几个月，长的甚至会有二三十
年。最初患者身上会出现一些色斑和皮损，由
于大都长在不易察觉的部位，
若不能及时发现，
就会造成残疾。因此李桓英认为，早发现早治
疗，
是防治麻风病的关键。
云南西双版纳勐腊县有一个不知名的小村
落，
当年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这是一个由麻风病
患者及家属过河开荒，
在原始森林边上自我隔离
成的一个村寨，
村民都是因为得了麻风病而被迫
迁来的，
外界称其为
“麻风村”
。1983 年春天，
李
桓英走上了通往麻风村的唯一一条小路。
麻风村有这样一段真实的故事。1950 年
的一天，
勐腊县原县委副书记刀建新神秘消失，
没过多久谜底揭开——刀副书记罹患麻风病，
他
做出了艰难的选择，
离开工作岗位，
与妻子离婚，
住进偏僻荒凉的麻风村，
成为这个小村的村长。
刀建新在麻风村一住三十多年，他的故事
让李桓英深受触动。但是，村民们似乎并不欢
迎李桓英，
“ 我想去和他们握手，但他们都把
手缩了回去，因为这些年从来没有人主动跟
他们握手。”这些患者不信任她，不相信麻风
病可以治愈，其中态度最坚决的恰恰就是村长
刀建新——他自己曾试过用蒸煮、内服、外贴等
各种药物医治麻风病，
一次也没能成功，
在他看
来，
麻风病如果能治愈，
水牛角也能扳直。
在新中国防治麻风病历史上，作为医学专
家，李桓英可谓是敢与麻风病患者零距离接触
的第一人。她走进刀建新的家，
和他一起吃饭、
喝酒。
“苞谷饭很好吃，
在北京吃不到，
我要多吃
点儿，明天早上就不饿了。”李桓英的举动让刀
建新无比惊讶，
因为在麻风病患者家里吃饭，
这

在当地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为消除患者的顾
虑，拉近与他们的距离，李桓英走村串户，为患者
做检查。她看到很多患者手足畸形、眼鼻歪斜，
便
二话不说走上前去，
握住患者的手，
甚至与他们拥
抱。接着又俯下身来为他们检查伤口。她还把手
伸进患者刚脱下的鞋子里，摸摸有没有沙子、钉
子，
告诉他们要注意清理鞋中异物。

治愈万余例麻风病患者
把一切献给麻风病防治事业

走村串寨为患者做检查
总结治疗经验，缩短治疗周期
李桓英握完一位患者的手，很自然地把这双
手引向一位官员：
“你看，
县长，
你摸一摸这手的神
经有多粗，你也握一下吧。”对方担心，却不好拒
绝，
与患者的手拉在一起。
“如果医生怕，
那干部们
肯定怕；
如果干部心里都怕麻风，
怎么叫老百姓不
歧视麻风病患者呢？”就这样，李桓英微笑着给大
家上了第一课——麻风病并不可怕。
“以前人们对麻风病怕得要命，我不信邪，就
是要和这种错误观念斗。
”
李桓英说。患者试探着
同她握手，她拉住就不松手；遇见患者，她总是拍
拍对方的肩膀问声好。她经常不戴口罩，患者家
里的水她拿起来就喝，患者家里的饭她端起碗就
吃。她还和刀建新成了好朋友。李桓英的勇敢令
同行敬佩，
更令患者惊讶，
多少年来人们对麻风病
患者避之唯恐不及，
而北京来的这位女大夫，
在用
行动告诉大家，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没过多
久，整个麻风村沸腾了，
“ 天啊，北京来的女摩雅
（医生）不怕麻风病！”
当李桓英再次跋山涉水来到麻风村时，村民
们热情地向她打招呼：
“我们一直都盼着你，怕你
不来了。”在刀建新的支持下，李桓英在麻风村的
防治工作正式展开了。在检查中，她发现刀建新
8 岁的儿子岩糯臀部有一块未定类麻风，有指甲
盖那么大，
用针扎没感觉，
这正是早期麻风病的特
征。岩糯成了李桓英所提倡的早发现、早治疗的
最大受益者，由于发现及时，治疗及时，他体内的
麻风杆菌被彻底杀死。
对岩糯的成功治疗，让村民们完全接受了李
桓英带来的药物。但是，正当她为短程联合化疗
方法得以顺利实施而感到高兴时，一些村民开始
拒绝服药，还有的村民把免费送去的药扔到水
里。原来，有些患者服药后脸色开始发紫、发红，
从而引起村民们的恐慌。李桓英并不着急，她知
道这是一种色素沉淀现象，是多种药物混合服用
后的正常反应，这种反应因个体差异只在少数患

1985 年，李桓英的短程联合化疗方法扩大到
云贵川麻风病发病较高的七个地州，之后在全国
范围内取得了显著疗效，有万余例麻风病患者被
治愈。十年监测显示，复发率仅为 0.03%，远低于
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 1％标准。这一巨大成功引
起世界卫生组织的高度重视，经考察论证后，于
1994 年向全世界推广。
李桓英的联合化疗经验使全世界数万名麻风
病患者受益。1998 年，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在
北京召开，
李桓英被推选担任轮值执行主席，
她开
展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特别行动计划，
被誉为全球最佳治疗行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
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
“全世界麻风病防
治现场工作，
你们是做得最好的。
”
“麻风病肆虐的历史，在我们这一代该完结
了！”多年来，李桓英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
麻风病防治事业。她把实验室设备放在基层，把
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上百万美元药品器材、15 辆越
野车，还有她得来的各种奖金，也都留给了基层，
以此鼓励让更多人参与和麻风病的“对阵”。
在李桓英自己制作的地图上有三面小旗子，
标出的地方就是她防治研究麻风病的三个试验
点，
都在西双版纳勐腊县境内，
是三个疫情最严重
的麻风寨。从北京到那里要走几天的路程，年近
花甲的李桓英从未叫过苦，到麻风村要乘独木舟
渡过一条河，
这种船行驶时左右摇动，
随时可能倾
覆，李桓英遭遇过翻船，她笑言：
“我这么胖，沉不
了底儿。”她先后几次经历车祸，有一次在雪地里
翻了车，
汽车翻滚到十多米深的沟里，
她被甩出去
很远，躺在血泊中昏迷不醒，三根肋骨骨折，双侧
锁骨断裂，
头部负伤，
身上伤痕累累。
李桓英与勐腊县麻风村全村百姓有一个共同
的纪念日——1990 年的泼水节。她带去“吉祥之
水”，
彻底洗去了这个山寨的愁云和阴霾。当地政
府在村里举行麻风村摘帽大会，李桓英为这个村
取名叫“曼喃醒村”，
意为“新生的村寨”。

青年李桓英

放弃国外的工作和家人
毅然回到祖国母亲怀抱

李桓英 1921 年生于北京，父亲毕业于德
国柏林科技大学。18 岁时，她考入同济大学
医学院，
后到美国霍普金斯大学学习，
选择了
细菌与公共卫生专业。
“我的青少年时代主要
是在中国度过的，这决定了我的一生要为祖
国服务，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贡献微薄的
力量。
”
李桓英的话语中充满对青年时代的留
恋，
更充满了对祖国母亲的深情。
1950 年，品学兼优的李桓英被霍普金斯
大学推荐，
来到瑞士日内瓦，
加入刚刚成立的
世界卫生组织，担任首批官员（技术专家）。
她用七年时间踏遍亚洲、非洲、美洲的山山水
水，做防治性病和雅司病等疾病的工作。正
是那段经历，
让她深切感受到国家经济落后、
人民贫穷造成疾病蔓延的痛苦。
“新中国百废
待兴，
又何尝不是如此？”
每当想到这些，
她就
恨不能马上飞回祖国去。
最终促使李桓英下决心回国，是在美国
旧金山机场的一次遭遇。过境签证时，其他
成员都顺利通过，机场管理员唯独要求她必
须按手印才肯放行。
“我知道，这是针对中国
人的，
我心里就像被刀扎了一下。准确地说，
这是一个激发点，谁想来你们这个歧视中国
人的国家！就在那一刻，
我铁了心要回国。
”
那时国内医疗条件差，
急需发展，
李桓英
认为，
既然自己是个中国人，
就有责任为中国
人民服务。1958 年，她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
续聘，
放弃优厚的待遇和舒适的生活，
孤身一
人经伦敦绕道莫斯科回到祖国怀抱。
李桓英的父母定居美国，他们放心不下
独自一人在国内生活的女儿，专程飞到中国
香港，
李桓英也赶过去。见面后，
父母动员她
去美国与家人团聚，但也被女儿的报国情怀
深深感染，他们满怀希望而来，带着眷恋走
了。在北京的同事认为李桓英不会再回来，
没想到两个月之后，
她又出现在大家面前，
她
说：
“我回国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要为祖国
服务吗？国家这么困难，
如果弃之而去，
还不
如不回来。
”
1978 年，李桓英被调到北京友谊医院，
在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从此与麻风病
防治研究工作结下不解之缘。1980 年，她被
派到世界卫生组织做访问学者，远赴美国。
她与在美国的亲人团聚，
此时父母已经过世，
弟弟妹妹劝她：
“您年纪也大了，在国内又是
孤身一人，
干脆留下来吧。
”
这时她得知，
世界
卫生组织正在研究治疗麻风病的新方法，由
一种药物的治疗改为多种药物联合化疗，药
物的配方已经完成，
但缺乏临床实践，
她向世
界卫生组织申请了治疗 100 人份的麻风新
药，
如约返回祖国。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地下交通人员与国民党军斗智斗勇，
冒着生命危险爬土埝、
钻电网

穿越封锁线运送物资
█ 文 刘轶男

当时各个卡口的国民党军警多以
捞钱为目的，将敲诈勒索作为生财之
道。我党机要交通人员抓住敌人这一
弱点，尽量满足他们的物质要求。马
子杨买通国民党警备司令部一名副
官，
在出市时给予放行。经过哨卡、检
查口时，提前下船在岸边与军警沟通
交涉。
卡口国民党军警依照运载货物贵
重程度和数量多少，索要不同数额的
钱款。物资经自来水哨卡时，我方运
输人员先私下与卡口勤务兵谈妥好处
费，这名勤务兵代其排长索要 10 万元
后放行。至锅铁店检查口，敌方索要
30 万元，杨柳青菜园检查口索要 78 万
元，
其他各卡口均是雁过拔毛，
留下买
路钱。
那么，走这一趟用于疏通国民党
军警的费用需要多少钱呢？保守估算
差不多得 200 余万元。这 200 万元在
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据档案记
载，1946 年 7 月，国民党天津市社会局
统计，本地中等面粉每市斤 480 元，小
站米每市斗 12160 元；10 月下旬，本地
面 粉 每 市 斤 800 元 ，小 站 米 每 市 斗
15200 元 ；到 11 月 价 格 有 所 下 降 。
1947 年 4 月下旬，中等面粉每市斤涨

到 2594 元，中等米每市斗 40400 元，此后
价格一路飙升。

发动拉车小贩
协助我党运送物资
入冬以后，水面结冰，不能通行了，
机要交通人员改为陆路运送物资。1946
年以后，天津地区的陆路运输线路主要
有两条：
一是由北营门大街向西行，
经竹
林村，
过大丰桥出市；
二是由西关大街向
西，走西关外大街，经张家胡同入庆丰
里，
过墙子河小木桥出市。
北营门大街福全里的同增店、同盛
店、福盛店等十余处车店，
西关街的泉福
栈、广源店、公顺店、富顺店等处，
都有我
冀中解放区各县（河间、肃宁、任丘、大
成、霸县、文安、静海等）的人力胶皮单轮
小车，常来常往。拉车的都持有国民党
天津警备司令部或警察局颁发的进出市
区通行证，
以经商小贩名义，
往来于市区
和周边农村地区运输物资。
小车来津时运来面粉、油、鸡蛋、肉
等农副产品，
都是城市生活的必需品，
顺
利进津不成问题，
返程时，
他们为我党的
机要交通采买员包运物资，我方按照运
送物资的种类及数量付给运费。拉车的

有生意就做，
运送违禁物资，
收费还要相
对高些。更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小贩、车
夫，
知道是为解放区运送物资，
便主动请
命，
甘愿冒险。
每天凌晨一两点，
小车帮队启程，
每
帮队小车三十辆至五十辆不等，成群结
队，
分批出动，
总数不下二三百辆。沿途
过哨卡，需要疏通军警的花费由我党人
员出钱，
车夫代付。当运送重要物资时，
我党人员跟在车后面，
但不露面，
车夫随
机应变应对哨卡军警的检查。
1946 年下半年，
每日夜间两点，
西关
街一带会有国民党巡警阻拦，
向小车帮队
索要二三万元过路费，
方予放行。向西行
至
“地坛派出所”
门前，
岗警索要一两万元
后放行。出西关街西口，
有岗警盘问，
索
要一两万元后放行。至西关外大街，
有时
有巡警查问，
索要二三万元后，
方可行至
张家胡同，
进入庆丰里。此地为八区“宜
璋派出所”
管辖，
有一名内穿黑色便服、
外
披军服大衣，
手持盒子枪的特务长，
带领
一二名巡警，
专门在墙子河边小木桥处把
守阻拦，
看见过路的开口即骂，
动手即打，
强行勒索。钱给少了不让过，
每帮小车队
少则索要五六十万元，多了得给他百万
元，
交现款，
方能通过小桥。
国民党军警只为在哨卡牟私利，对

于过境物资的管控较为松懈，甚至有军
警士兵在收取好处费后，还负责压车护
送。我冀中、冀晋各解放区抓住这一有
利形势，
联合派员密赴平津，
设立交通运
输站。在北平设丰台站，在天津设立两
条线：
一条为内河各渡船码头，
另一条为
津浦线铁路上的沧县站、泊头站。由负
责机要交通的采买员以各种名义、多种
方式将购得的物资运至各交通运输站，
经船、车转送，
再联络国民党军警护送出
哨卡，
送抵冀中解放区各交通站，
分发到
周围各解放区贸易局。

个人携带物资零星出津
到解放区后再集中起来
1947 年 1 月，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
深入，国民党军队的封锁愈加严密。国
民政府颁发交通经济封锁办法、禁运物
品办法，试图加强对我解放区的物资管
控和禁运，并将驻天津市周边部队做了
换防。这样一来，我党机要交通人员与
边境哨卡军警旧有的关系不复存在，导
致我方运输的物资时常被扣。与此同
时，我党在市内的多处交通联络点遭敌
人搜查、破坏，
很多同志被捕。
至 1947 年夏季，国民党天津市城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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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修 建 完 毕 ，把 市 区 包 围 得密 不 透
风。在这种紧迫的形势下，我机要交通
人员为确保解放区的物资供应，与国民
党驻军不断地斗智斗勇，尽量选择警力
比较薄弱的地段绕路运送，通常在半夜
出动，
爬土埝、钻电网，
冒着生命危险，
将
一批批物资运输到解放区。
他们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
发动广大
群众，
由个人携带物资零星出津，
到解放
区后再集中起来。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大家想出各种办法为解放区运送军需物
资，
有的将子弹藏在大车轱辘里，
将枪支
藏在煤油桶里，
甚至有的妇女将几粒子弹
别在自己腰带里，带出市区。1947 年上
半年，广大人民群众将 4 万粒子弹、80 余
支枪械从国统区运回冀中解放区。
从敌占区向解放区运送物资的工作
是一项非常艰巨的革命任务，是我党隐
蔽战线上的机要交通人员与敌人展开的
一场残酷的生死之战。当年，肩负采购
物资任务的同志们，在天津市区以各种
身份作掩护，
悄悄潜伏起来，
想尽一切办
法筹集各类物资，
运送到解放区，
对解放
区的经济稳定以及机动作战能力，都起
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他们善于
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团结争取大批商
贩齐心协力，
实现了最终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