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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中国给我有意义的工作机会”
对话“当代白求恩”德国医生夏爱克

本报记者田朝晖

在云南行医扶贫 15 年的“当代白求
恩”夏爱克，“莫道己长，施恩勿讲”，低调
得超乎想象，他一再表示不愿接受采访。

在记者多次争取后，他终于接受“微
信采访”。一旦定下来，他对待每一个问
题，认真得同样超乎想象，让人肃然起
敬。

“中国扶贫给我非常深刻

的印象”

记记者者：是是什什么么让让您您在在中中国国偏偏远远落落后后
山山区区坚坚持持了了 1155 年年？？

夏夏爱爱克克：第一，中国朋友真诚、热情
地接受我们老外。第二，德国朋友的支持
和鼓励。

中国朋友的真诚、热情，不仅让我感
动，我太太也很感动。对我太太来说，离
开德国一直都不是件容易的事。2003
年，我们打算回德国一趟，刚好是“非典”
时期。我太太很想家，犹豫回去后是否还
回来。鹤庆人民医院的施院长专门来我
家，很热情地希望我太太再来鹤庆，她很
感动，不再犹豫了。

随着我们对中国朋友的感情越来越
深，每次回德国，都期待再回到“第二故
乡”。而且我中文水平慢慢提高了，培训
质量和效率也在提高，教学方法越来越
合适，各家医院的邀请越来越多，我感到
在中国我有用武之地。

记记者者：您您在在中中国国的的 1155 年年，，哪哪些些变变化化
让让您您印印象象深深刻刻？？

夏夏爱爱克克：首先是新农合。在我职业视野
里，新农合是中国很重要的进步。在县级医
院，新农合之后患者数量是原来的三倍。为
什么？难道现在疾病发生率比以前高了吗？
当然不是！这是由于新农合让农民都能得
到医疗服务，有病愿医、能医了。

还有交通。我们最初到鹤庆，整个县
只有一条由南到北的柏油路，下乡镇的
路都是“苞谷路”，到村子里的都是土路。
现在县内有高速公路！开始的时候私人
都没有车，现在车多得都有堵车现象了！

中国发展太快了！15 年前在鹤庆，
大家都说一辈子不可能去国外旅游。现
在我在微信上看到，越来越多朋友分享
他们国外旅游的信息。中国国内生产总
值超过了德国，超过了日本，也会超过美
国的，真的非常厉害！不过，那么高的发
展速度全都好吗？肯定不会。为什么有那
么多山寨？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买进口的
产品？这是发展过程中的矛盾，我希望越
来越少。

不管怎样，中国人应该更自信。当初
在鹤庆时，每当听到有人说“我们太落后
了”，我会感到不舒服，因为在我看来，每
个地方都有很多宝贵的东西值得珍惜，
不应有自卑情结。事实上，中国的扶贫就
很了不起，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

记记者者：您您为为什什么么还还是是回回德德国国了了？？
夏夏爱爱克克：有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

是我太太。她跟着我来中国 15 年了，想
回德国发展她的专业。为了公平，在红河
服务到期后我应该陪她回去。第二，孩子
从国际学校毕业了，要回德国上大学。第
三，我父母老了，可能需要帮助。

但我真的不想离开红河，舍不得！心
里很难过。

“我尝到了集体社会的好处”

记记者者：您您能能想想到到吗吗？？我我在在云云南南采采访访时时
很很多多人人为为夏夏医医生生感感动动得得落落泪泪！！

夏夏爱爱克克：我在云南收获的比我奉献
的肯定多。刚到鹤庆，虽然我对中国的语
言和文化了解很少，但本地医护人员从
第一天就接纳我们，很自然地让我感觉
到属于他们的单位。无论有什么活动，都
邀请我和家人参加，如中秋节、过年、民
族节日、寺庙活动、结婚和葬礼、杀猪、房
子上梁等。

我尝到了集体社会的好处。我记得，
在鹤庆县医院麻醉科上班时，有一天一
位护士带来一块饼干，大小不超过手掌，
但她依然分享给两个医生、四个护士。

在中国的经历使我视野扩大，让我
发现在自己的想法之外，也有别的一样
好的想法。这叫“殊途同归”吧。

我问农民的孩子有什么梦想，她们
经常说好好读书，毕业后找工作，照顾父
母。这样的孝顺也给我深刻的印象。

我对中国的看法改变了，对德国的
看法也改变了。我比以前更感恩，既感恩
德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也感恩中国给
我有意义的工作机会，自我满意度比以

前大了。

“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记记者者：您您影影响响了了很很多多人人，，还还有有没没有有遗遗
憾憾？？

夏夏爱爱克克：决定到中国时我的梦想和
愿望很大，后来发现自己能力很小。很遗
憾的是，开始几年语言能力太差，对中国
文化了解太少，人际关系不够。

第一次回德国前，鹤庆县医院的施
院长说：你的服务态度比医术对医护人
员的影响更大。有一天，我发现医院在外
墙写了新的口号：“努力为病人提供像对
自己母亲一样好的医疗服务！”施院长很
骄傲地告诉我，医院领导新的名片后面
都印上了这句话。这叫“以身作则”吧！

记记者者：为为什什么么您您做做了了好好事事不不喜喜欢欢跟跟
人人分分享享？？

夏夏爱爱克克：别让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
事。我认为没做任何特别的事，只是做了
应该要做的。我太太和我都是比较内向
的人，不喜欢被太多的注意。

记记者者：您您一一直直在在帮帮助助别别人人，，为为什什么么自自
己己遇遇到到困困难难从从不不要要求求别别人人帮帮忙忙？？

夏夏爱爱克克：自己能做的我要自己做，因
为这也是个学习过程。不过我得到了中
国朋友很多的帮助，遇到困难不需要说
出来，朋友们已经发现了。

“百姓叫我德国白求恩，

我孩子有点骄傲”

记记者者：您您了了解解白白求求恩恩吗吗？？在在医医护护领领
域域，，您您有有没没有有特特别别欣欣赏赏的的人人？？

夏夏爱爱克克：跟老百姓交流，他们常说：
“你是德国的白求恩。”在中国每个孩子
都学习他的故事。我孩子上小学也学过，
他们后来好几次听老百姓叫我德国白求
恩，他们有点骄傲，但想得不太多。他们
知道我们是那边唯一一个外国人，所以
也没有对比。

白求恩好像是毛泽东的朋友，很有
名。我认为还有很多为国家奉献了生命
的人没有被纪念，有点可惜。

医护领域我特别欣赏的人，不是一
个，而是好多。150 年前在中国还没有医
院，有一些外国医生和护士来到中国，在
非常差的条件、很危险的地方开展医疗
服务，甚至奉献了自己的生命。

“对医生来说，好设备不

是最重要的”

记记者者：听听说说您您生生活活极极端端简简朴朴，，但但使使用用
的的医医疗疗设设备备都都是是最最好好的的，，比比如如从从德德国国带带
来来的的听听诊诊器器。。为为什什么么会会有有这这种种反反差差？？

夏夏爱爱克克：我的听诊器也不是那么贵，

大概一千块人民币。质量好，已经用了
28 年！我很喜欢它的深红色，从大学到
现在一直都陪我，所以不想放弃它换新
的。我觉得当医生应该尽心尽力地提供
专业医疗服务，好设备当然有帮助，但不
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专业性的态
度，得到患者的信任是我们的责任。

记记者者：您您怎怎么么看看中中国国的的医医患患关关系系？？
夏夏爱爱克克：医患之间如果缺乏信任真

可惜。医疗纠纷太多，必然导致一种“防
护性医疗”，增加费用，浪费资源。

医患缺乏信任原因很多。有一点是，
很多医生沟通能力和水平需要提高。有
些城市的人小看村民，我遇到一些老医
生认为农民不了解医学，所以不愿意好
好介绍。

可喜的是，年轻医生的沟通能力越
来越好。我看到，不少年轻护士和实习生
对老年病人特别好，像对待自己爷爷奶
奶一样。

“我看每个病人都一样”

记记者者：大大家家都都觉觉得得，，您您总总能能让让患患者者开开
心心，，有有什什么么妙妙招招？？

夏夏爱爱克克：哪里哪里！我看每个病人都
一样。贫富、男女、老小、社会地位高低，
对我来说都需要一样好的医疗服务。因
为我是外国来的，不需要考虑太多关系
的问题。

进入手术室的病人都很紧张，所以我
觉得麻醉科医生的主要责任是安慰他，让
他放松，多解释要做什么医疗程序，实施
最有效的镇痛。有的病人一看我，就放心，
因为觉得老外技术肯定好。但这不公平，
因为我也有能力很好的中国同事。

“除了急救之外，就医必

须先去乡村医院”

记记者者：您您觉觉得得提提高高乡乡村村医医疗疗服服务务水水
平平，，最最关关键键的的是是什什么么？？

夏夏爱爱克克：我不是卫生政治学的专家。
这些年中国政府已经在这方面投资很
多。依我看，最大的问题是乡村医生学历
太低。我发现，乡村医生这个职业没有吸
引力，收入太低。住在乡下，孩子受教育
的机会不好。百姓也不太相信村或乡镇
卫生人员的医疗水平，随着交通和经济
越来越好，所以都要跑到上级医院看病，
这样浪费人力资源和医疗费用。病人跑
走了，下面医生的收入就更低，形成恶性
循环。

所以我建议一边把乡村医生水平提
高，一边建立完善医疗体系合理分配医
疗资源。乡村医生的基础薪水必须增加，
薪水应该跟开药完全没有关系，只跟负
责的病人数有关。除了急救之外，就医必
须先去乡村医院，诊断后在乡村医院不

能治疗的，才能转到上级医院。
还有，多控制抗生素的使用、解决红

包问题，等等，不容易！

落后地区农民如何根本

脱贫？夏爱克“抛砖引玉”

记记者者：谈谈谈谈““借借羊羊扶扶贫贫””的的体体验验吧吧？？
夏夏爱爱克克：那时每个月去三戈庄一次，

花两夜三天。每次很紧张地查看羊的情
况，因为一些农民管得不好，羊圈很脏，
饲料不够，遇到羊病死掉了或流产，都需
要鼓励他们。但也有农民很认真地养羊。

记记者者：您您为为什什么么要要帮帮村村民民缴缴费费参参加加
新新农农合合？？

夏夏爱爱克克：在德国，我们已经有 140 年
健康保险的历史，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
好的一件事。

记记者者：您您觉觉得得像像三三戈戈庄庄那那样样的的地地方方，，
农农民民怎怎样样才才能能彻彻底底脱脱贫贫？？

夏夏爱爱克克：现在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已经提高了很多。我不是发展经济学专
家，就算“抛砖引玉”吧。

在现代社会，孩子都应该享有公平
的教育机会。根子上脱贫，公平地发展教
育是前提。我的中文老师说，在这方面中
国已经做得很好，但我不确定，现在的初
中教育课程，对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是否
是最需要的。我观察，农村地区的教育太
学术了，不太实用。我发现很多初二、初
三的学生逃学，跑走打工，也许就是由于
教育课程与他们增加脱贫的技能没有什
么关系。当然可以考大学，但毕竟有很多
学生想不到那么远。中国肯定要继续城
市化，但乡下也需要有人从事农业，教育
如何与这个要求衔接？这是一个需要重
视的问题。

越来越多村民出去打工，已破坏了
很多家庭。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依我
看来这些孩子算孤儿。他们长大之后，自
己没体验过幸福，怎么能建立好家庭、培
育孩子？怎么能够建立健康的夫妇关系？

我另外有个建议：在美丽的山区可
以发展生态旅游业，如 home-stay(住在
私人家)。大城市的生活压力大，空气不
好，饮食不健康。城里人假期不一定要去
国外或国内的旅游点，下乡亲近大自然，
也能很好地放松。若村民受到有关的培
训，可以发展起乡村旅游。城里人来了，
那么看重他们的生态环境、生活方式，也
会增加农民的自信，鼓励他们保持良好
环境，守护民族传统文化。

“我的家庭和婚姻有更大

的目标”

记记者者：您您是是怎怎么么协协调调家家庭庭和和工工作作关关
系系的的？？

夏夏爱爱克克：我太太性格跟我不一样，她
不喜欢去旅游，很怕坐飞机。所以她陪我
去中国，本身就是非常大的奉献。

孩子小时候由她照顾，也教他们德
国小学的课程。后来她帮助我接待医学
短期培训班的老师。我太太是儿科医学
博士，但在中国不敢做医疗工作，因为临
床经验少。

除了夫妇幸福，我的家庭和婚姻有
更大的目标，这是我们的秘密。肯定也有
冲突，所以经常需要说对不起。我太太做
得比我好！

记记者者：您您在在中中国国 1155 年年，，有有过过失失落落或或
孤孤独独的的时时候候吗吗？？

夏夏爱爱克克：我天天在接触医院同事，官
员，商店老板，路上的孩子，学校的学生，
所以感觉不孤独。我太太的确有些孤独，
想她德国密友。

有时会遇到一些不便公开的事儿，
心里也难过。但更多的是温暖，因为我结
识了很多朋友，百姓对我非常热情，如在
农贸市场卖菜的老板，每次都要给我送
菜！

记记者者：在在中中国国 1155 年年，，对对您您的的孩孩子子有有
哪哪些些影影响响？？

夏夏爱爱克克：这 15 年对孩子们影响很
大。他们俩没有一个地方完全扎根，说不
清老家在哪儿。童年的“老家”是鹤庆，两
个都很喜欢那边，有老故乡的感觉。青年
的“老家”是泰国的清迈。现在在德国念
书。虽然护照是德国的，但感觉跟普通
的德国人不一样，可能有一点国际身
份。他们说毕业之后也要离开德国，去
国外。

很大的好处是，他们的体验、视野比
德国孩子宽。他们习惯与外国人打交道，
比较容易适应不同的文化。

在中国幼儿园和小学，我的孩子学
到了好的道德和态度，如敬重老师、认真
学习、孝、竞争等，不过，中国的学习竞争
太厉害了！

“看孩子们高兴的眼睛，

我很开心”

记记者者：为为什什么么那那么么喜喜欢欢小小孩孩子子？？您您帮帮
助助过过的的哈哈尼尼族族孩孩子子陆陆名名灯灯说说是是因因为为您您想想
念念自自己己的的孩孩子子，，是是这这样样吗吗？？

夏夏爱爱克克：我一直都喜欢小孩。我中文
很差的时候，跟孩子交流没有问题。有的
孩子首先有点害羞、怕老外。一送小气
球，就很高兴，可以一起玩。看他们高兴
的眼睛，我觉得很开心。那时候山区农民
的孩子什么玩具都没有，气球让孩子高
兴，父母、爷爷奶奶也高兴。

自己的孩子去泰国读书后，肯定想
他们。名灯说的也是对的。

记记者者：为为什什么么想想到到要要去去福福利利院院做做公公
益益？？

夏夏爱爱克克：我女儿从八岁之后一直
都说长大了要建孤儿院。到了红河第
一年，有一天院长通知我，医院邀请孤
儿免费体检，请我参加。我陪孩子们从
一个检查站到下一个。他们都有点紧
张，特别怕抽血。突然一个男孩拉我的
手，我就鼓励和安慰他，最后记下了福
利院师傅的电话。

女儿放假后，我就跟福利院联系，
他们欢迎我们跟孩子们玩。我们准备
了水果、零食、饮料和很多游戏，整个
下午玩得很开心。此后我女儿每次放
假都会去，我认识的学生听说我们去
孤儿院，也要一起去，所以每次我会带
一两个小朋友去，初中、高中的，澳大
利亚的大学生，都有。

我以前听说中国有些孤儿院对孩
子没有爱心，但红河福利院给我留下
很好的印象。

记记者者：听听说说您您说说回回德德国国后后想想帮帮助助
中中东东难难民民，，进进展展如如何何？？

夏夏爱爱克克：对，我现在教两个叙利亚
家庭德文。因为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
所以我很了解当外国人是怎样的感
觉。我也知道适应陌生环境最需要的
是沟通，所以决定帮助他们学德文，每
星期两次。

“我和太太都用中国手

机 ，但 很 多 中 国 人 想 买

iPhone”

记记者者：大大家家说说您您鞋鞋子子、、手手机机和和背背包包
多多年年未未换换，，为为什什么么这这么么简简朴朴？？

夏夏爱爱克克：第一，从小学过不要浪
费。我父母在二战中长大，有 5 个孩
子。父母的价值观也影响我，买书要买
好的，其它不要花太多钱。

第二，跟环境保护有关，每一个产
品都会增加环境污染。

第三，来中国是朋友支持的，所以
我觉得有责任，不要浪费他们的钱。

2001 年底在昆明买了第一部手
机，以前在德国没用过。这部诺基亚手
机用了 9 年，后来在红河买了中国国
产手机，直到现在都很好用。

您看最后我成了中国通，和太太
都用中国手机，但很多中国人想买
iPhone。

这几年穿过一双好的爬山鞋子，
穿破大概 55 双凉鞋，还有两双棉鞋。

可能是价值观的原因，我们不需
要身份地位的象征。回德国时我太太
买了一辆车龄 10 年的二手汽车，车上
有一百多个冰雹砸的凹痕。

但无论在中国或德国，我们都买
了很多书。

记记者者：都都是是哪哪一一类类的的书书？？
夏夏爱爱克克：我特别喜欢看游记，亚洲

的比较多。我也喜欢文学、大自然和中
国文化的书。我太太买了很多心理学、
心理咨询的。爷爷奶奶寄给孩子们很
多德文书，我们买了很多英文的，给孩
子们准备的。我每天晚上给两个孩子
讲故事，一起看书，坐长途车或在度假
时也给他们读一本书，虽然他们已经
是青年人，但这就是我们的家庭习惯。

“要了解现代中国，必

须了解历史上的中国”

记记者者：为为什什么么那那么么爱爱穿穿民民族族服服饰饰，，
比比如如火火草草衣衣？？

夏夏爱爱克克：我很喜欢所有的手工，特
别是传统服装。我觉得少数民族传统
生活方式中，有很多很珍贵的能力、技
术和美，包括语言、故事、节日、歌曲和
舞蹈。云南是中国民族文化最丰富的
地区，如果这些文化被放弃，最后只能
在博物馆参观，没有生命，就太可惜
了！在旅游点可以看到少数民族歌舞，
但都是假的！所以，我穿民族服装是为
了表明我珍惜他们的文化，想增加他
们的自信。

记记者者：大大家家说说您您喜喜欢欢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文文
化化，，喜喜欢欢的的是是哪哪些些元元素素？？

夏夏爱爱克克：对，我很欣赏中国传统文
化！要了解现代中国，我们必须了解历
史上的中国。从文字开始，中国的建
筑、艺术、手工、哲学，我都很喜欢，好
像到处都有象征意义！可惜我的中文
水平不够，还不能欣赏文学。

我欣赏很多无名的老百姓，认真
做事的农民、学生、老师、护士、医生，
等等。

▲夏爱克的交通工具：人力三轮车。

在中国的
经历使我视野
扩大 ，让我发
现在自己的想
法之外 ，也有
别的一样好的
想法。这叫“殊
途同归”吧。

我对中国
的 看 法 改 变
了 ，对德国的
看 法 也 改 变
了 。我比以前
更感恩 ，既感
恩德国的教育
和医疗服务 ，
也感恩中国给
我有意义的工
作机会 ，自我
满意度比以前
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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