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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上的网友称刘韦淞是“小说里的”院长

掷铁饼的“男神”院长火了

是医院头颈外科的学科带头人，但他不
得不选择放弃，把工作重心转移到行政
管理上来，外科手术做得少了。
另外，刘韦淞在锻炼中，也会有意
识地加强腰背部的练习，因为腰背部的
肌肉就像一条拉紧的锁一样，让骨骼保
持在正常的位置上，也能保证脊柱稳定。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
市报 11 月 24 日讯（记者 王洪旭 文/
图）近日，海南医学院第十八届田径
运动会上，一名身材高挑、投掷铁饼
的男院长“火了”。一名选手拍下他
全力投铁饼的视频，并配上“男神院
长，全身上下都散发着魅力”的文字
发布到社交平台，5 天内该视频的点
赞量达 27.8 万。他也被网友们称为
“小说里的”院长。
11 月 24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记者对话“小说里的”
院长——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刘
韦淞，了解他背后的故事。他平时就
热爱运动，得知自己“火了”有点意外
又有点惊喜，他说：
“希望大家对运动
和健康一直保持关注！
”

与肿瘤共存 保持乐观心态

新海南客户端、南海网、南国都市报记者对话“小说里”的院长、海南省肿瘤医院副院长刘韦淞

对话“男神院长”：火得挺意
外，大家多关注运动和健身

如何保持好身材？ 从学生
时代至今坚持运动几十年

身高太高常弯腰给患者做手
术 不幸患腰椎疾病两次手术

刘韦淞是一名外科医生，也是一名
医院管理者。今年，他带领医院职工队
参加了海南医学院第十八届田径运动
会。其中他参加了两项比赛，获得中年
男子铁饼冠军（破纪录）和青年男子铁饼
亚军。
除了刘韦淞参加运动会的视频“火
了”
，他和妻子高挑的身材和高颜值更是
令网友惊呼：小说里的院长和夫人有脸
了，简直太般配了。
“您这两天火了！你知道吗？”面对
记者提问，刘韦淞笑着回答：
“前几天还
没有太关注，但是从昨天（10 月 23 日）开
始发现好像大家对我个人比较关注，所
以很吃惊也很兴奋。
”刘韦淞表示，希望
大家对运动与健身保持关注，今后他将
通过社交平台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方面
的知识。
对于网友们的点赞，刘韦淞认为，
可能因为他的年龄跟身材好像不太相
符，似乎他这样的年龄一般应该表现得
更油腻一点，“不过很抱歉，我让你们失
望了，我目前的身体状态还可以。
”
刘韦淞说，他平时要负责医院的管
理，日常工作非常多，一些网友对身材
比较关注，一些网友则比较关注饮食和
健康，他没办法一一回复，希望今后可
以和网友们多互动，了解大家对什么内
容比较感兴趣，他将集中与网友们聊天
交流，解答大家的疑问。
在网友的评论中，很多人关心如何
保持好身材。

对此，刘韦淞表示，为了保持身材
他确实做了很多的努力，因为每天从单
位回到家之后往往已经比较晚了，但他
无论多晚都会坚持着做一点力所能及的
运动。比如，不能在外面散步锻炼，那
么可在家里面适当活动一下，练练哑铃
和杠铃。
“实际上保持好身材，就是常说的管
住嘴、迈开腿。”刘韦淞说，除此之外，
最关键的是坚持做下去。
刘韦淞从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健
身和运动的爱好，这些年参加工作之后
一直也没有丢掉健身的习惯，而且保持
到了现在；在同龄人中，他自认为还是
不错的。
而刘韦淞热爱运动和健身，缘于父
亲的影响。
刘韦淞的父亲是一名体育教师，也
是一名田径教练，父亲每天的工作就是
带着运动员去训练、去比赛，运动量
大；而他的母亲是一名普通教师，运动
比较少。
然而，同样的生活环境中，他父亲
的身体至今很健康，而母亲则很早就患
上心脑血管疾病，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担心有一些遗传因素会发生在我身
上，所以我主动按照父亲的生活方式去
生活，并坚持运动。
”刘韦淞说，坚持运
动抵抗力好，万一得病了，身体恢复的
速度也会快一点。
因此，不管身体上的伤痛，还是心
理上的影响，都是督促着他坚持运动。

在视频平台中，刘韦淞健身时有一
些力量的练习，比如杠铃、哑铃等，都
是多年的坚持，虽然患有腰椎病，但他
承受的强度会高一些。
对于很久没有运动的中年人，可能
心肺功能、肌肉力量、关节柔韧性等有
一定的退化，刘韦淞建议，运动要循序
渐进，可以先做一些散步、跑步、游
泳、瑜伽、体操等比较舒缓和安全的运
动，慢慢恢复自己的身体状态。
刘 韦 淞 在 哈 尔 滨 医 科 大 学 学 习 12
年，期间获肿瘤学博士学位。他曾工作
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天津
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海南医学院附
属第二医院（原海南省农垦总医院）工作。
“你的身高不适合做外科医生。”刚
参加工作时，带教老师的一句话戳中他
的心。刘韦淞的身高 186 厘米，做手术
与同事搭台时，总是要弯腰做手术，后
来做了主刀医生，做手术时会把手术床
设置高一点，但其他一些搭台的同事，
就要在脚下垫个小凳子。
头颈部肿瘤手术，最长的做 10 多个
小时。长期以来，刘韦淞患上了外科医
生的职业病——腰椎疾病，为此他曾于
2007 年做了腰椎手术，不幸的是 2013
年腰椎疾病复发，他又做了第二次手
术，后来他开始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
8 年以来腰椎疾病控制良好，未再复发。
刘韦淞说，在第二次手术之后，他
意识到其工作方式和工作内容可能都要
调整，本来是一位不错的外科医生，也

与腰椎病相比，头部的肿瘤对刘韦
淞的身体影响更大。
刘韦淞说，几年前他在一次体检中
心发现脑袋里面长了一个瘤，经过专家
们的会诊意见，他没有选择手术治疗，
而是选择做伽马刀放射治疗。如今肿瘤
停留在原来的位置，没有进一步的变化
或生长，已经被控制了。
为了防止肿瘤生长，刘韦淞每年体
检都会做一次针对性的检查，观察它的
变化，目前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刘韦
淞坦言：“这个治疗给我的工作上的影
响非常很大，包括我的思维，大脑的相
关能力，之前如果说我大脑的马力就像
汽车 2.4 的排量一样，现在可能就只有
0.8 的排量了，影响了工作状态。
”
如何对抗肿瘤的呢？刘韦淞表示，
刚开始得病的时候，心里面会比较沉
重，但毕竟自己是一个医生，类似的患
者也见多了，不能带着沉重的负担生
活，要学会跟肿瘤共存。对于肿瘤患者
来说，保持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经历了艰苦的疾病恢复期，刘韦淞
悟出了一些人生道理。
“希望大家年轻的
时候要多锻炼，忙工作的同时也要注重
身体健康。
”刘韦淞说，坚持运动和健身
对身体状态维持非常有帮助。
11 月 24 日，新海南客户端、南海
网、南国都市报记者也联系了拍摄者
“二甲双胍”，她的全名叫林志花，是海
南省肿瘤医院消化内科的一名护士，爱
好运动的她也随队参加了海南医学院第
十八届田径运动会。
在运动会中，林志花获得了青年女
子 400 米的第三名。她认识刘韦淞副院
长，但副院长并不认识她。
网友们纷纷点赞刘韦淞为小说里的
院长，林志花也十分开心：
“说明大家比
较关心健身，也喜欢运动。
”
发布“男神院长”的短视频后，截
至 11 月 24 日晚 8 点半，网友点赞 27.8
万。林志花的抖音平台也备受网友关
注，一下子涨了 4000 多个粉。经了解，
林志花从事护理工作 2 年，未来她将在
个人社交平台分享更多关于医学和健康
的科普小知识。
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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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广播艺术团相声剧《正月里正月正》 国家京剧院 京剧《满江红》京剧《穆桂英挂帅》
——以戏剧的形式展示相声的精华

主办单位：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
海南省艺术研究所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有限公司 央广华夏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
中国广播艺术团 演出时间：
2021 年 12 月 12 日、13 日 20:00
演出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 68 号）
票价：
甲等 180 元 乙等 120 元 丙等 90 元
售票热线：
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
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13 日
售票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平台、大麦网 APP

——经典京剧剧目

主办单位：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
承办单位：
海南省艺术研究所 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管理中心 海南广电旅游文化体育科技有限公司
演出单位：
国家京剧院一团
演出时间：
《满江红》2021 年 12 月 1 日 20:00 《穆桂英挂帅》2021 年 12 月 2 日 20:00
演出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海口市国兴大道 68 号）
票价：
甲等 180 元 乙等 120 元 丙等 90 元
售票热线：
0898-65301811 售票时间：
2021 年 11 月 23 日至 12 月 2 日
售票地点：
海南省歌舞剧院售票处或微信平台、大麦网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