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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權威莫樹錦現任香港中文大
學醫學院腫瘤學系系主任兼李樹芬
醫學基金腫瘤學教授，他行醫多
年，醫治癌症病人無數，盡心盡
力，科研領域亦貢獻良多。而另一
面的他亦形象鮮活，兼任電視健康
及飲食節目主持、雜誌報章專欄作
者，自稱「貪玩」的他卻是把握機
遇，勇於嘗試的代表，潛移默化中
將更多醫療資訊帶給讀者和觀眾。

寫專欄成嗜好
莫樹錦為雜誌及報章寫專欄多
年，講述自己的行醫經歷和日常感
觸，並結集成多本作品。原來十二
年前受邀寫專欄時的他剛從加拿大
回流不久，他說：「二十年來沒怎
麼用過中文，突然叫我寫文章，也
算是一件困難的事情。一開始是想
先試着寫兩篇，不行就算，結果就
寫到了今時今日。人生之中總會觀
察到很多事物，觀察中的感觸轉瞬
即逝，而因為專欄的存在，使我可
以將生活中的感受和想法隨時記錄
下來，一方面可以與讀者分享，另
一方面也便於自己回顧過往。」
從初時戰戰兢兢地嘗試，頗有壓
力地策劃內容，到現時的信手拈
來，收放自如，寫專欄對他來說慢
慢變成了一種習慣，進而演變成為
一種嗜好，不寫反而「手痕」。十
二年間的專欄內容，超過四分之一
與他的行醫經歷有關，當中不難發
現他對病人的真切關懷，對世情的
看法，以及對美食的追求。

愛遊歷尋美食
此次的新書《醫筆稱心》已是他
的第八本著作，內容分為醫魂、正
知、本性、旅情以及食味五大類，
聚焦「真」、「人」和「緣」三字。
他解釋道：「『真』代表醫學和科研
帶給人類的知識，如『正知』意為
『正確的知識』，是我以科學角度解
答謬誤的部分；「醫魂」講一個
『人』字，講醫生和病人的關係，其
中的『人』是『人性』，也是醫患之

間的互相交流；『緣』
是指我有緣去到世界各
地，嘗試不同的美食，
有 緣 在 此 與 讀 者 分
享。」
談起因公因私周遊列

國的奇遇與美食，莫醫
生忽地興奮了起來，笑
稱「全香港都知我為
食」，還表示有朋友誇
自己鼻子靈敏，去任何
國家都會「聞」到哪裡
有美食，「當然這個
『聞』是我預先上網搜
尋，或者朋友介紹得來
的訊息。」「美食」之
中，又數島國帛琉（Pa-
lau）的蝙蝠湯最為特
別，他這樣寫道：「奶
白湯底配上全黑蝙蝠，
在黑白二色相互映襯
下，蝙蝠先生的笑容更
覺燦爛，微張嘴角白齒
外露，加上雙手合十，

身上扔掛着細毛，不難想像牠生前大
概也是這般模樣……」這段奇遇他當
然至今仍記憶猶新，「你幾時試過一
隻蝙蝠頭對着你，望着牠如何下得去
口？這款當地的『美食』我當然要
試，湯其實飲了一口，是雞湯味道，
但要吃牠的肉還是有點困難……」看

他的書中種種對各地特色美食的描
述，貼地、生動而細緻，早就沒了講
醫學知識時的嚴肅模樣。

享受工作無需解壓
莫樹錦專攻肺癌，開創嶄新的標靶

治療方案，獲《新英倫醫學雜誌》選
為年度文章，2017年憑「肺癌分子靶
向精準治療模式的建立與推廣應用」
獲頒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其研究
成果被納入中國以至全球的肺癌診治
指南，而訂立「個人化治療」的標
準，使患者可以較低成本使用一線標
靶藥物。「我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想
做，也有很多正在做，我的基本研究
方向和目標是希望利用基因測試和標
靶藥，將肺癌轉化成為一種慢性病。
現時有部分的成功，也有很多的工作
需要繼續。」他同時坦言，癌症病人
常常直面生死，而自己在坦誠相告病
情之餘亦會創造希望，「每一項治療
都是一個希望，病人所渴求的便是這
樣的希望。作為醫生，對病人最好的
鼓勵便是將最好、最有效和最有希望
的治療帶給他們。」
不由問他，工餘如何解壓？他卻反

問：「無壓力，使乜解呢？」隨即補
充道：「當然我工餘有做很多的事
情，愛打高爾夫和潛水，但目的不是
為解壓，而是為了生命。我享受自己
的工作，不會將工作中的困難或者生
離死別作為壓力去看待，自然不需要
通過某些行動來特別紓解。我相信自
己的所作所為可以幫到病人。」
從醫多年見慣生離死別，讀醫第三

年時他曾為年輕癌症病人的離世而傷
心許久，當年作為醫學生的他對此無
能為力，他猶記得當時腫瘤科教授的
話語：「一個不開心的醫生不會帶給
病人開心，唯有你自己開心，保持正
能量，才能幫到病人。」這句話他謹
記至今，堅信正面樂觀的情緒才能最
好地幫到病人，所以他自己會保持快
樂、樂觀及充滿希望的態度與病人接
觸，也希望這些正面情緒可以帶給病
人好的影響。

醫者仁心再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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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態樂觀心態樂觀 為病人創造希望為病人創造希望
醫者著書醫者著書，，或如梁憲孫醫生般將深奧醫學知識轉化為易讀文章或如梁憲孫醫生般將深奧醫學知識轉化為易讀文章，，深入淺深入淺

出出，，內容詳實內容詳實；；又或如莫樹錦醫生般又或如莫樹錦醫生般，，將行醫將行醫、、教學及到世界各地交流講教學及到世界各地交流講

學的所見所聞學的所見所聞，，以感性細膩的筆觸記錄下來以感性細膩的筆觸記錄下來。。他們走近文學的通路各異他們走近文學的通路各異，，

卻同有着一顆仁心卻同有着一顆仁心，，保持正面樂觀的情緒保持正面樂觀的情緒，，帶給病人最有效的治療帶給病人最有效的治療，，造就造就

希望無限希望無限。。兩位醫生日前現身兩位醫生日前現身apmapm商場商場「「樂活樂活VIVAVIVA．．達人夜書市達人夜書市」」活動活動，，

與讀者分享書中內容與讀者分享書中內容、、創作點滴創作點滴，，以及行醫的心路歷程以及行醫的心路歷程。。

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張岳悅、、實習記者實習記者 劉悅劉悅

■■莫樹錦醫莫樹錦醫
生現任中大生現任中大
醫學院腫瘤醫學院腫瘤
學 系 系 主學 系 系 主
任任。。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莫醫生在分享會後為莫醫生在分享會後為
讀者簽書讀者簽書。。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莫樹錦醫生攜新書參與讀書活莫樹錦醫生攜新書參與讀書活
動動。。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莫樹錦團隊憑莫樹錦團隊憑「「肺癌分子靶向精準治療模式的建立與推廣應肺癌分子靶向精準治療模式的建立與推廣應
用用」」獲頒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獲頒國家科技進步獎二等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莫樹錦從事莫樹錦從事「「內科內科
腫瘤學腫瘤學」」科研工作科研工作，，
專攻肺癌專攻肺癌。。

■■已出版的三本書將深奧醫學知識轉化為易讀文已出版的三本書將深奧醫學知識轉化為易讀文
章章。。 受訪者提供受訪者提供

■■梁憲孫醫生是國際血液梁憲孫醫生是國際血液
及腫瘤科權威及腫瘤科權威。。 劉悅劉悅攝攝

■■梁醫生分梁醫生分
享行醫的心享行醫的心
路歷程路歷程。。
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梁醫生在活動現場為熱情讀者簽書梁醫生在活動現場為熱情讀者簽書。。張岳悅張岳悅攝攝

他是血液及腫瘤科的權威，是首位
華人骨髓庫和香港血癌基金的發起
人，亦是一名醫學專欄作者。從行
醫、籌款到寫作，梁憲孫醫生以各種
方式，幫助癌症患者與病魔鬥爭，亦
幫助市民了解深奧的醫學知識。他說
在人生每個階段，擔任不同的角色，
亦會有不同的思想：十幾二十歲時，
是充實自己、吸收知識；三十多歲
時，投入工作和研究；之後隨着年紀
增長，人際網絡變得豐富，做慈善便
事半功倍，亦開始提攜後輩。而這些
年始終不變的，是一顆堅持為他人帶
來幫助及正能量的醫者仁心。

凡事都向好處想
對於血癌患者而言，積極、不放棄

的心態尤為重要。在治療過程中，梁
憲孫會為病人帶去正面的訊息，他會
告訴患者現時有許多有效的治療方
式，癌症已不再是不治之症，其實是
可以控制、甚至根治的。他還會安排
新患者與康復者見面，希望透過前人
的經歷，增強患者抗癌的信心。
入行三十多年，作為腫瘤科醫生，

梁憲孫難免會見到一些令人難過的情
況，例如病人的治療效果不如預期，
或是出現了不舒服的副作用等。作為
醫者，梁憲孫與患者「同起同落」，
看到患者情況轉差時，難免會有負面
情緒，但他說「做人應該永遠向積極
的方向去想。想想那些已經康復的病
人，自己給了他們新的生命，這也是
給自己一些鼓勵。」
有次梁憲孫聽到病房護士傾偈，因

患者病情和自身工作壓力而情緒低
落，梁憲孫便安慰她們：「情況好的
自然不用入醫院了，入醫院的當然是
情況不好的，所以你見到的多數是情
況不好的，甚至是最差的，你過來門
診看看一些康復的、回來覆診的，有
些康復後都結婚生仔了。」他認為凡
事都要朝好的方向去想，多想想一些成功的例子，
鼓勵自己繼續堅持。

基金籌款幫助病人
梁憲孫在業界另一個傑出成就，是1991年的
「救救小哥頓」行動，促成全球首個華人骨髓資料
庫的成立。在此之前，香港的骨髓移植大多由患者
的兄弟姐妹捐贈，匹配的幾率約為四分之一。「如
果你有四個（兄弟姐妹），點都有一個啱囉，咁就
容易搵到。」但梁憲孫觀察到，不少患者並沒有多
個兄弟姐妹，且愈來愈多的年輕患者是獨生子女，
而陌生人匹配的幾率僅僅為五千分之一，機會十分
渺茫。
當時國外已有骨髓資料庫，幫資源人士驗血並

錄入資料庫，但中國人的骨髓血型與外國人略有不
同，匹配成功的機會更低，依靠外國骨髓資料庫，
很難幫到中國患者。梁憲孫意識到，急需成立一個
中國人的骨髓資料庫。正逢16個月大的加拿大華
裔男童「小哥頓」，患上罕見血癌「家族性噬紅細
胞血病」，來港尋求合適的骨髓移植。梁憲孫發起

「救救小哥頓」行動，引起全港關注，短短三周
內吸引一萬三千人驗血、登記自願捐贈骨髓。
「香港骨髓捐贈基金資料庫」自此成立，為血癌
患者尋找適合的無血緣骨髓，後來交由「香港紅
十字會輸血服務中心」管理，市民可以在捐血的
同時，登記成為志願骨髓捐贈者。截至去年年
底，已有逾十二萬二千人完成登記，當中561位
已作出捐贈。
進入千禧年代，標靶藥、化療藥的選擇愈來愈

多，為癌症病人帶來新的希望，但藥品的價格卻
一路走高。為了籌錢幫助病人買藥，梁憲孫成立
了香港血癌基金，他稱籌款數目不多，幫到的病
人數量有限，但成功之處在於引起了當局和社會
各界的關注。基金運行至今，每年仍進行籌款活
動，現時主要是資助病人免費或低價做體檢、基
因測試。
在梁憲孫看來，現時醫療發展相當之快，醫療

成本亦愈來愈高。新藥接連問世，一年貴過一
年，情況確實令人頭痛。他建議政府可嘗試同藥
廠商議，爭取降低藥品價格，以及考慮在自願醫
保推出後，加入針對癌症的保險選項。

醫學專欄深入淺出
五年前，梁憲孫又開始了一份新的工作——報

章專欄作者。他開始為三份報章撰寫醫學專欄，
並將專欄文章輯錄成書出版。從醫多年，平時寫
醫療記錄都是用英文，梁憲孫自認中文寫作並非
自己所長，但都願意嘗試，專欄寫得多了，自然
變得「熟手」。另一方面，梁憲孫平時都要向病
人及家屬解釋病情，時常會聽到病人或家屬會覺
得「醫生講嘢太深啦」、「唔知你講乜」，開始
寫專欄之後，梁憲孫自己都會反思，怎樣寫會讓
讀者更明白。他對自己的目標是「深入淺出」，
不可寫得太過深奧，也絕不能流於表面。在短小
的篇幅中，盡可能突出重點訊息，令讀者較易掌
握。
身兼多職，如何妥善分配時間？梁憲孫有兩個

秘訣，其一是團隊合作，在醫院有護士團隊幫
手，在基金會有同事擅長廣告設計、有同事人脈
廣，關鍵是結合每個人的不同專長，而不是「自
己一個人乜都做晒」；其二是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情，過程中能獲得滿足感，如此才能提高效率。
工作之餘，身為基督徒的梁憲孫，會常常祈
禱、讀《聖經》，從信仰中得到精神的安慰。因為
自己寫書，平時亦會看書，「其實乜都睇，自己都
鍾意睇啲天文、地理、經濟，好多嘢天下道理一
樣，好似同醫學冇咩關係，但睇吓人哋諗嘢嘅方
法，都可以應用返自己專業。」梁憲孫指看書不僅
是學習新知識，亦是學習其他領域處理、解決問題
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