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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絮语

征 稿

医患之间

摄影作品

悦读
当我回想父母从小对我的教导

时，“读书”二字是我心目中的最深印
象。

还记得在我孩童时期，家里并不
宽敞的房间里有一张硕大的书桌，柜
子里，抽屉里，到处是厚厚的书籍，就
连阳台上，也有不少成捆的书。那时
我还年幼，自然无法体会阅读的快
乐，甚至央求在一旁读书的父亲陪我
玩耍，也经常被沉浸其中的父亲拒
绝。我把面前的书像积木一样翻来
覆去地摆放，在摩挲之中，这是我与
书最初的缘分。

再长大一点，我学会了拼音，认
识了汉字，也明白了如何使用字典学
习新的词汇，我开始在童话故事书中
甘之如饴，在或长、或短的篇幅中，我
看到了善良的公主、勤劳的农夫、勇
敢的战士、不屈的骑兵，更看到了正
义的力量会战胜邪恶，纯真的心灵会
得到馈赠，在书本中，我得到了简单
的快乐与道德的启蒙。

后来，我从彩色的童话故事中跃
入到了小说的世界，那里是更广袤的
景色，也有着更复杂、更动人的情
节。慢慢地，家中的书桌已完全被占
据。在一次整理家务时，我向父亲提
议，不如把这些尘封已久的图书连同阳台上积攒的杂物
都打包卖掉，我清楚地记得父亲回答时认真的语气和严
肃的表情，他说：“无论到什么时候，人都不能卖书。”那一
刻记忆中的父亲，和一直以来对我和蔼可亲的形象判若
两人，我并没有害怕，却在懵懵懂懂之中体会到了书的无
限价值。

当我不再完全为了升学而读书，当我面前的书本不
再局限于教材与资料，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知识带给
我的丰盈。都说“耕读传家”，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
修身养性，以立高德。后来我的阅读范围也从小说过渡
到了更为宽广的领域，有历史、游记、传记、散文、理论研
究等。

时至今日，虽说读书不多，研究不深，但在历史的长
河中，在时空的流转中，在作者的情思中，我了解到了很
多跌宕起伏的命运，也看到了不屈的抗争和顽强的意
志，细腻的情感于无声处洞穿千年，这些无法亲历的故
事与身边的世界交织出更立体、更鲜明的风物人间，我
也在一次又一次的阅读中感叹，读书，原来这样精彩！

我想，大抵就是在这精神的圭臬之中，发现它的动
人，感谢它的指引吧。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医院）

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人
——读《医学的温度》有感

□薛 燕

最近，我怀着好奇心一口气读完了
我国著名的病理生理学家韩启德所著
的《医学的温度》，身体和心灵像被一种
温暖的力量感动、抚慰、鼓舞着。

在这本书的序言里，作者回忆了儿
时患病住进一家小医院，尽管用的是很
普通的药，但是那里的护理非常周到，
因为要求绝对卧床，所以护士便把饭菜
喂到他嘴里，一有空闲还给他讲故事，
医务人员的关爱让他第一次感受到来
自家庭之外的温情。60多年过去了，护
士的样子已经记不清了，但是在作者幼
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片柔软的地方，正
是这份温情奠定了作者一生的事业，以
至于古稀之年还念念不忘，由此悟出

“医学是有温度的”。
看到这里，我也想起了前几年自己

在医院产科的产子经历。因为我患有
妊娠高血压，准备进行剖宫产手术，医
生便给我开了硫酸镁肌肉注射。虽然
自己工作时天天在病房给患者打针，也
知道妊娠高血压预防先兆子痫是要肌
肉注射硫酸镁的，但是用到了自己身上
还是很害怕，脑海中想着注射器扎入臀
部，一刹那间竟然有点眩晕，尿意马上
从大脑皮层传递到了膀胱，“护士，等我
一下，我需要上个厕所。”虽然我极力掩
饰自己的惊慌失措，但是不安的眼神和

表情已经被打针的护士尽收眼底，“这
个药虽然看起来很多，但是没有刺激
性，我会推慢一点，并且很快就会被肌
肉吸收，没有那么恐怖，这样对胎儿也
好，你也知道的。”我听了护士的话，紧
张的心情放松了下来，乖乖配合打完了
针，也顺利做完了剖宫产手术。这件事
情给我很大的触动，原来护理工作除了
要有过硬的技术，更应该把患者当成一
个有情感、有思想的人。人在生病的时
候，尤其需要得到人文关怀。虽然疾病
使人痛苦，但是医务人员专业、温暖的
话语又何尝不是另一剂良药呢？

在老年医学科，患者以 80 岁以上
的老人居多，许多老人视力不好，耳朵
失聪，行动不便，吞咽困难，甚至有些是
常年卧床的患者。我们每次清晨查房，
都会笑眯眯地和他们打招呼，握握他们
的手，“老爷爷，老奶奶您好啊！早上吃
的什么饭？”这些简单的问候，有些老人
听不清楚，也可能根本听不到，但就是
这样简单而温馨的打招呼方式，却让这
些老人一整天都心情愉悦。

再怎样高超的医术也挽救不了走
向衰老的躯体，韩启德说：“每个人都会
经历出生、成长、衰老、死亡这个不可逆
的过程，这是大自然的规律，长生不老
仅仅是幻想，医学的任务只是让这个过
程正常完成，而所谓的医患关系首先是
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作为医务人员首
先是个能关爱人的人，是医学温度的主
要传递者。”

韩启德在书中回忆实习时接诊的一
位患者，患者主诉阵发性腹痛，韩启德
按照课本上的要求进行“按、触、扣、
听”，足足用了1个多小时，由于没有学
过其他临床课程，对诊断一头雾水，最
后把患者带到了老师面前，让老师进行
诊断。但是患者的家属临别前对韩启
德千恩万谢，说从来没有遇到一个医生
可以检查得这样认真。50年过去了，患

者家属的笑脸和谢意依然留在韩启德
心里，韩启德由此懂得了医生的态度也
是可以治病的。

对于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记得
那是一个大雪天的夜班，护士站里格外
冷，我在凌晨 3 点巡视病房时，看见有
一位阿姨半躺在床上，墙上的台灯斜照
在她那张略微苍白的脸上，她时不时地
发出唉声叹气的声音，床边的儿子拉着
她的手默默落泪，我便上前了解阿姨的
情况。

这是一位得了宫颈癌的患者，20多
岁时老公去世，为了孩子，就没有再婚，
在单位拼命工作，在家里又当妈又当
爹。现在孩子大了，自己也退休了，本
来以为可以休息了，自己却得了绝症，
一辈子好强的她此刻被击败了。虽然
儿子在一旁一直劝说、安慰，但是阿姨
似乎并没有听进去。我内心一阵惊悸，
紧握她的手，给她讲了许多坚强的患者
战胜疾病的故事，并且告诉她不同的心
态会带来不同的结果，帮她回忆了在孩
子小时候独自撑起一片天的坚强和勇
敢。很快两个小时过去了，阿姨眼中慢
慢有了光，似乎看到了希望，找到了年
轻时候的力量。后来每次查房到这个
房间，阿姨都会对我笑笑，也愿意配合
治疗，饮食也改善了很多。这也正如韩
启德书中所说的：“医学之所以有温度，
是来自医学的本源和初心。”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很多年了，每当想起来我依然
觉得很幸福。我给予了患者爱和希望，
她也回应了我许多的爱。赠人玫瑰，手
有余香。

我想，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人不应
该只有专业的知识和良好的态度，更应
该学习韩启德务实、肯干、不畏惧脏和
累的精神。这样才能掌握更多的实践
经验，把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人落实下
去。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老
年医学科承担了很多责任。近几年科

室经常会收治长年卧床和身体多处压
力性损伤的老年人。由于患者的家属
缺乏相关知识，通常患者皮肤溃烂、流
脓，甚至骨头都露出来了，即使戴了口
罩，也依然能闻到创口散发出的一阵阵
恶臭。创口护理就是一点点清除腐肉，
弯腰弓背地近距离接触压疮创口，通过
换药和护理措施，促进新肌肉的生长。
每次换药一般需要几十分钟到一两个
小时，由于工作量大，大家经常加班到
晚上八九点，所以晚饭变成了夜宵，方
便面就变成了夜宵的第一选择。科室
里灯火通明映衬着窗外黑漆漆的邙山，
山顶还有几颗对我们眨眼的星星，我们
忽然懂得了这就是所谓的革命友情吧，
不禁每个人都有些感动。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大家的齐心协
力下，第一例百岁老人的糖尿病足伤口
愈合了，大家满心欢喜，随后又是一例
例压力性损伤愈合的好消息，所有的付
出，所有的汗水，所有的加班都是值得
的。

知识是我们实践工作的基础，良
好的沟通是我们实践工作的润滑剂。
韩启德说：“医学不仅仅是给人看病，
救人生命，而且还传递着人类的爱，点
亮生命，温暖人间，促进社会向善，向
上，向好。医学是有温度的，践行有温
度的医学，也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医学
是人学，医道重温度，作为医务人员，
既要有好的医术，更要有好的人品和
人格，要有爱心、懂人情、明事理，要能
够体会性命相托的凝重，努力做一个
有温度的人。”

合上书，“医学是人学，医道重温
度”几个字一遍遍在脑海回响。感谢在
我的护理生涯中遇到韩启德的这本书，
让我醍醐灌顶，让我对医道、对人情有
了新的感悟和理解，在以后的工作中，
一定努力做一个有温度的护理人。

（作者供职于洛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向光而行
□孙俊威

从 2020 年年初开始，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想
到，口罩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过我们。两年多的时间，我
们经历了“四面边声连角
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
闭”的惶恐；经历了“君问归
期未有期”的惆怅；经历了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
语报平安”的无奈，但是我
们最终迎来了“沉舟侧畔千
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
喜悦。

忘不了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突发时，我们全院职工
取消春节休假，立即归岗待
命，我们自告奋勇，以壮士
断腕之豪情写下请战书，我
们火速组建队伍，战袍加
身，奔赴疫情一线组建隔离
病房。我们尽战于楼宇之
间，护市民以安，救患者以
命，在这场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中骁勇亮剑。

忘不了新冠病毒疫苗
接种时，我们在没有场地和
人员紧张的艰苦条件下，迅
速筹建预防接种门诊，培训
疫苗接种人员，宣传号召组
织市民接种，共筑全民免疫
屏障。短短 10 天时间，设
备完善、技术成熟的成人预
防接种门诊建设完成，并立
刻开展接种任务。

忘不了全市大规模全
员核酸检测时，我们闻讯而
动，800名“大白”集结，征战

于各个社区街道。直到现
在，我们的核酸采集人员依
旧分布在火车站、高铁站、
高速路、学校等地，不分日
夜地守护着这座美丽的城
市。

忘不了驰援郑州全员
核酸采样时，我们在接到紧
急集合的任务时，有的正和
家人吃着晚饭，有的正带着
孩子在公园嬉闹，有的正和
恋人在河边散步。但是，一
个电话，让他们集体向一个
方向奔去。这就是我最可
爱的同仁。

忘不了的还有很多很
多，在这场战疫中的普通百
姓、人民警察、社区志愿者
等，每个人都是战士，我们
共同怀着“遥知百战胜，定
扫鬼方还”的决绝；怀着“谓
我不愧君，青鸟明丹心”的
赤诚；怀着“驰驱一世豪杰，
相与济时艰”的担当；怀着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的执着；怀着“封侯非我意，
但愿海波平”的纯粹。

用这份平凡，汇聚起战
胜新冠肺炎疫情的磅礴力
量，每个人都让自己成为一
束光，都在尽己所能，向需
要帮助的人传递善意与温
暖。

我相信，以后都是闪光
的日子。

（作者供职于信阳市中
心医院）

两斤香油的故事
□张 斌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我时刻以
维护患者生命健康为己任，在工作
岗位上尽职尽责、全力奔跑，不敢
有丝毫懈怠；同时，也在医生的岗
位上看到了人情冷暖，体验了不一
样的医患情深。今天，我要给大家
分享一个刚刚发生在我身边的两
斤香油的故事。

记得一天下午，年近八旬的侯
大娘来到我的诊室复查，推开门一看见我，
侯大娘立即爽朗地高声说道：“张医生，你
还记得我不？我是你之前的老病人，10年
前你给我做的手术，手术效果非常好，太谢
谢你了。”

侯大娘的话把我的思绪带到了 10 年
前，那时候侯大娘68岁，在当地医院被确
诊为直肠癌，因为肿瘤位置低，距肛门仅3
厘米左右，加上患者还合并有高血压病、冠
心病，且放过支架，所以当地医生给出的最
终意见是做手术的话就可能保不住肛门
了。侯大娘陷入了保肛还是保命的绝望选

择，后来辗转于多家医院求诊，最后慕名来
到我们科室。

当时我们科室刚开展腹腔镜手术不
久，利用新的技术和设备，为侯大娘成功实
施了腹腔镜下直肠癌根治术，既保证了肿
瘤的完全切除，还成功保住了肛门。手术
后恢复也很顺利，出院后侯大娘也积极地
按时复查，最初每 3 个月复查 1 次，3 年后
改成每半年复查1次，5年后改成每年复查
1次，后来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原因，中间
隔了2年没来复查。再次见到侯大娘，就
像见到阔别已久的亲人，亲切之情油然而

生。
这次来复查，侯大娘和老伴都已经78

岁了。侯大娘的老伴进入诊室后第一句话
就是：“张医生，真不容易啊！10 年了，治
疗效果真不错。”侯大娘则动情地说道：“这
10 年来，因为肛门保住了，我活得更有尊
严了。生活质量非常好，太感谢你啦！”侯
大娘从随身的包里提出一个香油壶说：“这
份感激我一直铭记在心，香油不是我从街
上买的，是我刚磨好的，带来给你尝尝，你
一定要收下啊！”

侯大娘的这番话，让我的内心涌起满

满的感动，回想起从医这么多年
来，苦过累过，也有不被理解过，能
坚持走到现在，正是因为像侯大娘
这样的患者给了我继续前行的动
力，看到自己的患者回归正常生
活，这就是作为医者最大的欣慰。

其实，只要心中时刻装着患
者，真正把患者当作亲人，处处从
患者的利益出发，对生命充满敬

畏，对患者的生命相托专注负责，与患者联
手共同与病魔抗争到底，让患者生活得更
加健康和幸福，自然就会赢得患者发自内
心的信赖和肯定。

患者的两斤香油，深深地感动着我，也
是这样的感动，让我在医学道路上充满了
力量，让我更加坚定自己的从医信仰和誓
言。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会在工作岗位
上，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用自己的
医术更好地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做一名
真正守护群众健康的白衣卫士！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肿瘤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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