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苏展 通讯员秦紫霞

“谢谢你，王主任。我最近感觉好多了。”刘军
（化名）刚刚从外地旅游回来，完全看不出来他已
身患骨髓瘤近 25 年。1996 年，他因腰痛伴行走
困难而被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后，20 多年来，
病情多次反复，又多次因改变治疗策略而化险为
夷。“很幸运，那时候大家都说最多只剩 4 年生
命，我自己也没想到能继续生存那么久，所以特别
感谢王主任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治疗。”刘军说起自
己的经历眼里充满了感激。

据了解，多发性骨髓瘤在血液系统疾病中发
病率颇高，仅次于淋巴瘤，位居第二，会由于骨质
的破坏，造成骨痛、骨折等严重影响患者生活。多
年来，世界各地的医生、患者与骨髓瘤的斗争从未
停止。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血液内科主任王
晓桃就是其中的一名“战士”。作为一名与血液病
博弈了多年的医者，她持续从临床和研究上探索
骨髓瘤的有效治疗策略，从病人实际情况出发，探
索出了骨髓瘤的规范化和个性化治疗手段。

“随着药物以及治疗策略的不断改进，骨髓
瘤患者的平均寿命从过去的 3-4 年，到现在可
以提高到 7-8 年，甚至更久。由于骨髓瘤患者
情况的复杂性和骨髓瘤本身的异质性，制定个性
化治疗十分必要。目前骨髓瘤患者基本能做到一
周治疗一至两天，如要上班可选择在周末接受治
疗，不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一样可以拥有良
好的生活品质。”王晓桃说道。

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王晓桃带领着她的
团队不是泡在科研室就是在病房、门诊、临床
一线为患者进行治疗，延长、挽救了一个个患
者的生命。

“我想用我的研究，给患者们多一些生存的
机会。”从事骨髓瘤研究已十几年，谈起自己与
骨髓瘤的“结怨”，王晓桃将回忆的镜头对准了
2003 年。当时还在中山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念研
究生的王晓桃遇见了自己医疗人生中第一个骨髓
瘤病人。“那个病人 62 岁，患骨髓瘤 3 年多，
每天承受着病痛折磨。那个时候没有电子病历，
都是手写病历，病历堆起来都有一米多高。老师
让我们计算这个病人的每种化疗药物的总剂量，

发现每一种药物都已经达到了他身体的极限。由
于当时的治疗水平有限，没有新药，采用的是传
统治疗，虽然病人家属坚持治疗，一直以来均未
放弃，但是很可惜，到最后还是转为浆细胞白血
病。”这件事给王晓桃触动很大。从此，她与骨
髓瘤结下了“梁子”，暗下决心“一定要把骨髓
瘤搞透来，让患者过上正常生活”。

抱着这样朴素的想法，王晓桃十几年如一
日，不忘初心，持续追梦，攻克一个又一个疑难
杂症：临床是她实践医学知识智慧的舞台，实验
室是她探求临床未知的论坛。在临床中，她勇于
担当，以病人为中心，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
所急；碰到初诊的患者，哪怕加班加点尽快给患
者完善检查以尽快做出正确的诊断，每当治疗评
估取得可喜的结果，立马赶到病床告诉患者及家
属好消息，舒缓患者着急紧张的心情；每天查房
时总是面带微笑，鼓励患者，给患者树立战胜病
魔的信心；碰到难缠的患者总是换位思考、耐心
解释，设身处地为患者及家属解决难题；碰到因
经济困难而影响治疗的患者，总是热心帮助，发
挥爱心支援，为病人和家属排忧解难。在科研
中，她脚踏实地、创新争先，是开拓进取、敢于

创新的探索者。近年来，她不仅在血液病的临床
治疗中探索出有效治疗的策略获得了很好的口
碑，几乎每年都收到经治患者的十余面感谢锦
旗；而且带领团队锐意进取持续基础与临床的科
研，取得了不俗的成果，近 5 年来完成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1 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 4 项、
桂林市科技计划项目 2 项、卫健厅课题多项，
参与多项不同层次的课题。主持的科研课题荣获
“广西科技进步奖三等奖”、“桂林科技进步奖
三等奖”、“广西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三等
奖”，发表省级以上专业论文 40 余篇，其中
SCI 、中华及核心期刊专业论著 20 余篇。 2016
年，作为广西唯一的代表，赴美国国际骨髓瘤基
金会举办的大师班学习，成为至目前为止广西唯
一的国际骨髓瘤大师班学员。成就源于努力拼
搏，王晓桃不仅多次获得优秀医生和优化教师等
荣誉称号， 2017 年还被学校评为桂林医学院血
液科学科带头人， 2018 年被评为第二批广西医
学高层次人才 139 计划中青年学科骨干培养人
选。

“骨髓瘤虽然是一种癌症，但它并不像肝
癌、胃癌那样生存期比较短，特别是现在，随着

医疗水平的不断进步，大多数骨髓瘤患者可以像
糖尿病或高血压病那样通过科学的治疗，将病情
有效控制，延长自己的寿命，甚至可以拥有比较
高质量的生活。”王晓桃介绍，目前骨髓瘤的治
疗一般都要进行规范化治疗，根据每个患者的情

况进行个体化的治疗。“许多血液病要达到根治
或较传统治疗更延长生存期，则可以通过干细胞
移植实现。我们有个比喻，化学治疗就像割韭
菜，割完一茬还长，根还在土壤里，但移植是通
过改变韭菜种子的方式，达到根治的可能。不管
是选择怎么样的治疗方式，关键还是要有规范化
和个性化相结合的策略。”王晓桃表示。

今年 45 岁的赵强（化名）就是个体化治疗
的受益者之一。据介绍，他已备受腹胀痛折磨十
余年，本以为是肠胃疾病，结果入院检查才发
现，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为了更好为其治疗，王
晓桃教授团队根据患者的体能状态、骨髓瘤细胞
的生物学特性等情况设定治疗方案，治疗 2 周
期后患者的疾病得到有效控制， 4 周期后达到
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缓解。之后为患者进行造血移
植术，术后第 9 天干细胞移植存活，移植成
功。“干细胞动员、采集、移植等整个过程非常
顺利，未出现发热、出血、脏器损害等并发症，
且总费用不到 6 万元（医保报销前）。”王晓
桃表示。

据了解，造血干细胞移植系国内三类医疗技
术，技术风险高，工作强度大。造血干细胞移植
不仅可以治疗骨髓瘤、淋巴瘤，还可用于治疗难
治性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

硬化症、干燥综合征等免疫性疾病。
去年，医院专门成立骨髓瘤多学科研究小

组，为疑难、重症骨髓瘤患者制定合理的治疗
方案。同时在院内开展早期筛查，以期早期发
现、早期诊断和治疗，防止靶器官损害。不仅
在院内定期开展多学科讨论，碰到疑难或棘手
的问题，还积极通过网络信息化技术，搭建远
程网络平台，与中山医及上海、南宁等地的院
外知名专家、教授组建 MDT 团队讨论。针对
患者病情特点、身体状况、既往诊疗等个体化
因素，经多学科研讨，量身定制治疗方案，大
大减轻了患者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

王晓桃介绍，桂林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血
液内科是桂林市最年轻的血液科，成立 3 年
余，整个科室的规模及团队和业务量都迅速扩
大，目前能开展免疫化疗、靶向治疗、血浆置
换、血细胞分离去除术、干细胞采集、冻存术
及干细胞移植等，致力于各种恶性血液病及其
他血液病的规范化诊治及个体化治疗。目前，
科室已发展成开放床位 36 张，包括 2 张百级
无菌层流床，拥有独立的血液病实验室，与第
三方检验中心共建实验室平台，为病人提供更
精准、更快捷的诊断。科室医务人员积极参加
国内外学术会议，努力向国内一线血液学专家
及诊断实验室靠拢，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本文图片均由记者苏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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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桃与学生在实验室做实验。

▲王晓桃在实
验室介绍项目。

王晓桃查看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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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弘）我市作家光盘的长篇小说《失
散》于国家级文学期刊《民族文学》 2019 年第 7 期头条
位置重磅刊出。据悉，这是光盘创作并出版（含发表）的
第七部长篇小说。光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广西作
家协会副主席、桂林市作家协会主席。《民族文学》系中
国作家协会主办的重点文学期刊，在中国文学界有较大的
影响力。

《失散》是“湘江红遍”文学三部曲中的一部，而
“湘江红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 2019 至
2021 年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三年规划重点项目。
该小说以 1934 年冬天红军过桂北遭遇惨烈的湘江战役之
后，被打散的红军为主角，以类似纪实的手法塑造了数个
失散红军的典型形象，以虚构的强大力量还原历史真相，
抵达人性的真实。这些失散红军战士为寻找部队，躲避国
军追捕，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他们在逆境里抗争,苦难中
锤炼红军本色，本小说在不经意的讲述中一一书写。

叙述策略上，光盘采用第一人称而又超越第一人称的
全视角，多角度多侧面地推进故事，人物栩栩如生。该小
说由三个相对独立而又相关联的故事组成，好读耐读，填
补了失散红军虚构文本的空白，是作者潜心创作并向精品
致敬的力作。

至于为什么选择第一人称叙述故事，光盘对记者说：
“讲故事的过程其实是讲述者与倾听者相互选择和交流
的过程。我有意选择一群故去的失散老红军给‘你’（一个
当下青年）讲述隐藏在岁月褶皱里的故事，为的是让故事
更真实更亲和更自然。我赋予无所不知的讲述者以全能
的视角，将叙述从单一的角度中解放出来，因此讲述者变
得天马行空，能够自由地叙述久远的生命长短不一的、遭
遇各不相同的群体经历；使历史与现实相互映衬，过去与
当下交织一体，让历史发光并照亮未来。”

在娓娓讲述之中，失散红军起伏的命运缓缓释放出
信仰的力量、人性的魅力……光盘还表示，在这部长篇
小说里，以故去者自述历史，意在完成对失散红军的致
敬；同时也是献给失散红军抗击命运、坚守信念与理想
的一曲挽歌。

据介绍，“湘江红遍”三部曲的另两部为桂林作家
刘玉的纪实文学《征服老山界》、梁安早的儿童文学
《红细伢》，目前均已创作完成，分别填补了全景记录
红军翻越老山界、红军长征过桂北无儿童文学的空白。
“三部曲”正由广西师大出版社编辑，预计今年 9 月
底公开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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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盘红色长篇小说《失散》发表
本报讯（记者张弘） 7 月 6 日

至 16 日，“境——— 孟远烘油画展”
在桂林市花桥美术馆举行，共展出孟
远烘多年来创作的油画精品 43 幅。

孟远烘 2008 年毕业于广西艺术
学院，获美术学（油画）硕士学位，
师从著名油画家黄菁教授，现为《美
术界》杂志主编。其油画创作最具个
人风格的是画海边沙滩上的比基尼女
孩题材的作品，也有一些山水和静物
题材。《沙滩上》系列是孟远烘坚持
多年的创作题材，不少作品入选过各
种全国性油画展，这一题材选取具有
现代生活特征的沙滩上穿比基尼的女
孩为表现对象，画得唯美抒情而不艳
俗，洋溢着一种诗意。比基尼是现代

社会的产物，再加上手机、墨镜等
这些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物品，使
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在
艺术风格上，孟远烘的作品追求构
图上的别出心裁，以边角的构图去
追求险绝之意。他的色调多为黄灰
或绿灰色调，淡雅明净，有高古的
气息。此外，孟远烘还大胆尝试各
种材料的运用，甚至有的作品纯以
泥巴画成。总体看，孟远烘作品追
求的是浓浓的中国味道。

据了解，孟远烘在绘画创作之
外，还进行美术史论研究，在报刊
上发表过大量的文章，并与谢麟合
著《广西美术发展史》和《广西美
术发展图史》。

“大道至简——陈风新水墨作品展(桂林站)”现场

孟远烘油画在花桥美术馆展出

新华社上海7月7日电（记者孙
丽萍）历时数年筹备，位于上海浦东
千年古镇周浦的傅雷旧居6日正式向
公众开放。傅雷图书馆、傅雷文献馆
也正式开馆启用。

傅雷是海上文化名人，毕生从事
文学翻译事业、艺术评论与研究，译
作丰厚，此外又多艺兼通，在绘画、
音乐、文学等方面皆显示出高超的艺
术洞察力和鉴赏力。一本《傅雷家
书》，则为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提
供了文学、美学和家文化的熏陶。

傅雷先生出生于原南汇县渔潭
乡，但在 4 岁到 19 岁之间跟随母亲
寓居周浦，在周浦度过了对其影响至
深的青少年时期。根据家谱资料和傅
雷留下的文字，专家们对傅雷旧居进
行了修缮还原。

占地面积达 5500 平方米的傅雷

图书馆气势恢宏，是国内唯一的傅雷
主题图书馆。它的首批藏书达 20 多
万册，其中包括大量傅雷译著、著作
以及傅雷研究专著。傅雷图书馆的二
楼设有傅雷文献馆。

据介绍，与一般图书馆不同，傅
雷图书馆定位于“凸显艺术气质”。
中国现代文学馆、上海作家协会、上
海翻译家协会等机构还将携手，为之
打造一月一次的“傅雷读书会”。在
中国翻译协会支持下，傅雷图书馆还
将开展“傅雷青年人才扶持计划”，
每年出资扶持 10 名翻译领域的青年
才俊。

此外，傅雷图书馆还采用理事会
领导、社会化运营的体制，委托民营机
构大隐书局作为运营主体，开辟深夜
书房，将成为上海首个全年 365 天开
放至夜里12时的图书馆。

■文化·时讯

海上文化名人傅雷旧居开放

本报讯（记者张弘 文/摄）7月6日，
“大道至简——— 陈风新水墨作品展（桂林
站）”在桂林美术馆开幕。开幕式后，中国国
家画院专家与桂林画院专职画家进行了学术交
流座谈会。

陈风新，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名誉馆长、
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画
家、国家一级美术师。此次展出的120幅水墨
作品自然、质朴、清旷、纯真，是陈风新艺术

风格的重要沉淀，展示了他丰富的生活体验、
独特的笔墨语言和高超的艺术水准。

据了解，桂林画院与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于
2018 年 12 月在京签订了文化战略合作协议，这
是桂林文化艺术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对于贯彻
落实市委赵乐秦书记“寻找桂林文化的力量，挖
掘桂林文化的价值”，推动桂林美术事业的繁荣
发展、树立桂林的文化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4日。

陈风新水墨作品展在桂林美术馆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