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微说◀
6 HEALTH NEWS

2019年3月1日 星期五
农历己亥年 正月廿五

■编辑/高艳坤

电话：（010）64621953

E-mail：jkbxsb@126.com健康·叙事

□浙江 胡有松

2019年春节期间，当街道两旁挂
起了大红灯笼，人们沉浸在节日的喜
庆气氛中时，我这个肿瘤患者躺在医
院病房里也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我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草根，早
些年一直做着繁重的体力活，生活
虽然辛苦却也安然。大约两个月
前，我开始觉得浑身软绵绵的，无论
如何都使不上力气，于是临近年关
时，孝顺的儿子硬拉着我去做了一
个常规健康体检。这不查不要紧，
当地卫生院的胸部CT报告随即显
示：右肺肿物。

我看了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
个年怕是过不好了。”检查结果也急坏
了我的儿子和家人。刚过了元旦，他
就马上带着我来到杭州一家三甲综合
性医院进行进一步检查。2019年 1
月11日，杭州的胸部CT结果也印证
了当地医院的判断：“右肺上叶见团片

状高密度影，肺癌首先考虑”。
正当我做好检查、准备手术的时

候，传来了一个不幸的消息。我的
PET-CT检查结果提示，我的病很可
能是肺癌晚期，已经无法手术了。

“右肺上叶后段结节FDG代谢增
高，考虑周围型肺癌可能性大，左肺门
纵隔肿大，考虑转移。”这个判断，通俗
点的意思，就是说我不仅右肺有肿块，
而且左侧纵隔也有转移。字虽然写在
报告纸上，却像一枚钢针扎在我们一
家的心里。

对于这个噩耗，我们全家都难以
接受，于是又立刻做了一个右上肺肿
物穿刺，病理诊断再次确诊为“肺癌”，
医生告诉我们，手术意义已经不大，根
治的可能性已微乎其微，只能进行姑
息性的放化疗。当时我的心都凉了，
准备放弃，但儿子却依然不死心，带着
我来到了浙江省肿瘤医院。

2019年1月13日，一个我终生难
忘的日子，这天我来到省肿瘤医院看了
胸部肿瘤外科曾剑副主任医师的门诊。

“医生，我是不是只能等死了？”我
焦急地问。

“不一定。”曾主任回答得挺干脆。
“那还有希望？”我的心中感觉抓

到了一根救命稻草。
“左侧纵隔的淋巴结肿大不一定

是转移，也可能是炎症。”曾主任指着
CT片子耐心地对我解释：虽然PET-
CT提示右肺癌伴左纵隔淋巴结转移
可能，但是这只是一个影像学结果，仅
供临床医师参考。对于你来说，右肺
肿物较小，且密度偏低，存在混合性磨
玻璃成分，一般而言，如此表现的肺癌
恶性程度相对较低，同时发生对侧淋

巴结转移的可能性较小。根据以往经
验，PET-CT对肺癌淋巴结转移判断
的准确度不高，淋巴结炎症、钙化等情
况有时也会在PET-CT上提示“高代
谢”而被误判为“转移”。

“你的情况，我看左侧纵隔不一
定是转移。左胸淋巴结位置不适合
EBUS-TBNA 或纵隔镜方式取活
检，但是我们可以用胸腔镜活检左侧
纵隔淋巴结的情况，如果不是转移，
那么右侧还有做根治手术的机会。
老胡，你愿不愿意试一试？”曾主任详
细了解病史及评估病情后，把情况向
我和盘托出。

“医生，一定要救救我！我相信
你！我们愿意赌一把……”听到自己
还有治疗的可能，我激动极了，双手紧
紧地拽着曾主任的白大褂，久久不愿
放开。

手术台上，曾主任娴熟地将胸腔
镜探头送进我的左侧胸腔里，发现里
面的情况比想象的好很多。随着探头
的深入，没有胸膜粘连，没有胸水，没

有胸膜转移结节，正是印证了他之前
的判断和猜想。经过探查，我的肿块
位于右上肺约2.0×1.5×0.5cm大小，
累及脏层胸膜，曾主任为我做了右上
肺癌根治术，手术很顺利。

儿子说：“手术前，曾主任跟我们
解释得很清楚，如果左侧没有转移，可
以继续进行手术；如果证实转移，那么
手术会停止。”我是两点钟进的手术
室，到4点钟还没出来，一家人就觉得
有戏。后来，他告诉我：“手术中的等
待往往非常煎熬，然而这一次的等待，
我却觉得非常美好，我就盼着多等
等。只要等着，这就证明手术可以继
续，爸爸可以得到根治治疗啊！”

如今，距离我手术已经半个多月
了，术后病理结果提示：右上肺浸润性
腺癌，4、5、7、10、11、12组淋巴结慢
性炎。也就是说，所有的淋巴结均无
转移，病理分期要比术前PET-CT分
期好很多。一家人的脸上终于露出了
久违的微笑。

（特约记者朱逸 通讯员王屹峰）

我险些被改写的人生
寻医路◀

“手术中的等待往往非
常煎熬，然而这一次的等待，
我却觉得非常美好，我就盼
着多等等。只要等着，这就
证明手术可以继续，爸爸可
以得到根治治疗啊！”

春天的消息

□四川省简阳市人民医院
李金莲

床单上的泪水

女孩在3年前查出鼻咽癌，一系
列的放化疗，让此刻的她精神有些萎
靡，齐肩的黑发有些稀疏，看起来不过
初中阶段的年龄。

不久前，她的耳前区出现了长大
的淋巴结，仅仅是炎性？还是癌细胞
的转移？这需要穿刺活检才能诊断。
可耳前区的神经特别丰富，即使打麻
药，疼痛还是很明显，尤其在家属不能
陪同的手术室里，不知她该有多么孤
独难耐。

长达十多厘米的穿刺针以及随
之而来的刺耳枪响，我猜测小女孩
会嚎啕大哭，左右摇晃，影响整个穿
刺过程。然而在穿刺的近 10 分钟
里，在连续6次的枪响声中，我默默
地揪着心，静静地握着她的手，她没
有动弹一下。穿刺结束，她仍然没
有发出一个声音，只是默默离开了
手术室。

“看看这摊泪水”，穿刺老师在
整理床单时，指着枕头上的一片潮
湿，那是小女孩刚才侧躺时流的眼
泪。在那一刹，手术室里的每一个
老师都安静了。

老人的童趣

还是在穿刺室，肾内科，穿刺部位
是前列腺。进来穿刺的病人都是中老
年男性，50多岁到70多岁不等。老
师介绍说：“会阴区是一个神经敏感
区，穿刺时也会表现出异常的疼痛。”

那天进来一位69岁的大爷。我
们常规性地问着他有没有活动假牙之
类的，他回答说没有。

半分钟之后，他问：“糖算不算？”
看得出，他最初是想隐瞒实情的。

工作人员认真地解释说：“老大
爷，糖也一样有危险，穿刺的时候如果
你的糖卡在了气道，这是一件危及生
命的事。”

“我心情紧张的时候，每次都要吃
糖才能消除紧张”，老大爷有些求着工
作人员的意思：“这次是我最小的孙
子，他刚才叫我衔着，就不紧张了，我
会死死咬着不吞进去。”

还没等工作人员继续开口，他又
补充道：“出了一切问题我自己负责，
我可以签字。”工作人员看着已经躺在
手术床上的老大爷，真拿他没有办法，
只好破一次例。

手术下来，老大爷说：“看吧，我的
糖都快融化完了，小时候没有糖吃，所
以我对糖有特殊的情感。我知道让你
们为难了，对不起呀！”他居然深深地
鞠了一个躬。

大家都笑了，也都捏了一把汗。

真情夫妻

女人静静地在穿刺室里，半裸着
上身，她的一只乳房已经被癌症夺走，
留下大片瘢痕；而另一只乳房里，也悄
悄地长了一个包块，这是她此次来穿
刺的原因。

这位40来岁的女人走进手术室
的一刻，我被她的优雅气质吸引。她
话不多，但由内而外散发出一股让人
很舒服的高贵。

手术结束，她捂着穿刺处的纱布
走了出去。我跟在她后面，把病理检
查单交给她的家属。

而我接下来看到的情景，至今都
历历在目。

女人的老公是一个英俊且有风度
的老外，大概是一个英国人。此刻他
正热烈地亲吻着他的爱妻，就像分开
很久以后的见面。

病痛夺取了女人身体的一部分，
可没有夺走她的美丽和幸福。就像曾
经在上帝面前祷告的那样：不离不弃，
不管生老病死。

穿刺室的三个感动瞬间

□陕西省宝鸡市中心医院
张丽丽

转眼女儿已经大学毕业，要去读研
究生了。女儿志愿从医——一条艰辛的
路。我心里明白，这其中，一半源于家
庭传承，一半源自小时候的耳濡目染。

我先生家世代为医，曾祖父曾
是凤翔府有名的郎中，常常被轿
子抬着请去给官宦人家看病；解
放前，祖父子承父业，仍以中医为
主，常常骑着毛驴为十里八乡的
乡亲看病；到了公公这一代，医学
院毕业后，赶上“文革”，公公被下
放到离家很远的凤翔涧渠山区，
在那里，他和他的两位挚友利用
三孔窑洞做主体，创建了草棚医
院，当年《人民日报》头版做了报
道。正是这个草棚医院，解除了
当时广泛流行的霍乱、鼠疫，为一
方百姓带去了安康。

公公给我们讲过一件事：有一
年冬天的晚上，寒风凛冽，一个中年

男子翻过两座山头来医院，说媳妇
生孩子，肚子疼得晕过去了，公公赶
忙背着药箱出了门，安顿好已经到
了后半夜，他不顾人家的挽留，在返
回医院的途中因为夜路太黑，掉进
了山沟里，迷迷糊糊中听见耳旁不
时还会传来一两声狼嚎。第二天有
村民路过，将昏迷的他送到了医院
才捡回一条命，医患不分家。在医
患关系紧张的当下，我和老公偶尔
抱怨时，公公经常以此开导我们。

女儿小时候，因为工作忙，3岁前
我都将她寄养在姑姑家，直到读幼儿
园。记得有天晚上，我和老公同时值
班，考虑我的班更忙些，老公便带着
女儿值班，半夜来了抢救病人，听见
护士敲门，女儿一下子就从床上爬起
来，揉着眼睛催爸爸：“爸爸快点起
来，来病人了，来病人了。”女儿趴在

窗口等爸爸到深夜，第二天便发烧
了，一连输液几天。那时候我后悔做
了医生。

公公是患直肠癌去世的，他的离
开，真正让我们体会到医不自治的无
奈与痛苦。也就是在这一年，我们的
女儿要参加高考了。公公临终前，表
达了他的意愿，希望我的女儿学医。

世上没有哪个父母不疼爱自己的
孩子。但医疗环境的起起伏伏，社会
对医疗行业的褒褒贬贬，让我对医生
的职业有点恐惧。对于唯一的女儿，
我不希望她太辛苦。然而，女儿却义
无反顾。她对我说：妈妈，你放心。爷
爷是医生，你和爸爸也是医生，我要对
得起咱们的医学世家。等我当上医生
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像爷
爷一样的癌症患者治愈。

一门艺术需要发扬才能积厚流
光，医学是医术也是艺术。青出于蓝
胜于蓝应该是对传承和发扬的良好
诠释吧。我想说：孩子，既然选择了
医学，就要风雨兼程，不负青春。行
医路上，我们仨，同努力，齐向前。

传承

□四川省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
刘暾

身为教育工作者的父亲退休前多
次到巴塘支教，他对巴塘的深情厚谊
熏染了我，我的巴塘情结由此而生。

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巴塘县，
由于地理、交通等原因，经济发展比较
滞后，医疗条件更是落后。2017年
12月，按照成都市卫生计生委的部
署，成都市第六人民医院将派出第一
支“传帮带”援藏医疗队，赴巴塘县开
展医疗扶贫工作。当我知道这个消息
后，内心万分激动，我一定要去那个让
我魂牵梦萦的地方。

巴塘的冬

临行之际，父亲专门赋诗一首赠
予我：“高原寒冬冷似刀，行人无迹风
怒号。雪压峰峦深山矮，冰封溪河浅
滩高。回首归途路漫漫，遥望前程水
迢迢。莫说辛劳无人问，雪山荒原均
知晓。”

父亲的诗里描述了高原寒冬的
景色，但真正身临其境才知道什么叫
做严寒。由于天气寒冷，稻城机场无
法满足飞机降落要求，我们的航班改
签了3次，每天凌晨5点大家带着大
包小包行李在机场集合，待到中午又
疲惫不堪地回家等待下一次的航班
起飞通知。几经周折，我们终于到达
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民用机场---
稻城机场。一下飞机，气温零下

15℃，所有人都不敢动，更不要说拿
行李，仿佛一动就会立刻晕倒，我的
心率从每分钟60多次激增到每分钟
120 多次，血氧饱和度更是降到
89%，处于缺氧状态。看见同事们乌
黑的嘴唇，我们想互相笑一笑，却发
现笑容已经凝结在脸上，而空气似乎
已经冻成了液态，无法顺利呼吸到肺
部了。翻越过茫茫无际的雪山，碾压
过铺满暗冰的山道，8 个小时后，
2018年1月7日，我怀揣着激动的心
情终于来到了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
的“战场”--巴塘。

来到巴塘，才发现医疗工作的
艰难，工作中我发现巴塘县医院在
科研教学方面比较薄弱，决定以此
为突破口开展工作。

除了白天的日常工作以外，无
数个寒冷的冬夜，我和同事们挑灯
夜战，顺利完成了四川省县级骨科
重点学科项目、四川省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高原地区骨关节炎的
预防和干预》以及5个四川省继续教
育项目的申报。所有的工作都是零
的突破，而我相信种下的这一颗颗
科研教学的种子会在高原生根发
芽，茁壮成长。

巴塘的春

山上的不死草还在期待着春雨的
洗礼，美丽的巴安河已悄悄解冻了，巴
塘的春天来啦！

春季是各种传染疾病的多发季节，
我们发现个别疾病是因为老乡们卫生
习惯较差引起的。要做到快速有效、大
范围改变大家的卫生习惯，我们认为必
须从转变孩子们的卫生习惯开始。在
父亲的帮助下，我们联系上了巴塘中
学，准备给孩子们普及卫生健康知识。

2018年3月27日，巴塘下了一场
春雪，周围环绕的群山铺满的白雪和
料峭的春寒没能挡住我们的热情。我
们为巴塘中学全校2700余名师生进

行卫生科普知识宣讲，把在医务人员
中要求的“手卫生--七步洗手法”传
授给巴塘中学的全校师生们，再请师
生们把好的卫生习惯教给家人。为
了让孩子们看得更清楚，我们站上了
狭窄的课桌，认真示范着。孩子们怯
怯地跑到我们面前，道一声“叔叔阿
姨您们辛苦了”，又红着脸急急的跑
开，那一刻觉得自己的职业好神圣！

巴塘的夏

鲜花遍野的草场、流水潺潺的小
溪、古朴幽深的海子、圣洁高耸的雪
峰，雪域高原迎来了最生机蓬勃的季
节，而我迎来了我亲爱的父亲。

2018年9月，父亲再次来到巴塘。
60多岁的他，退休后仍坚持每年进藏，
为巴塘中学指导教学教研工作。父亲刚
经历了一次大手术，但他仍不顾高原反
应和大病初愈的身体，为培养藏区青年
教师竭尽心力。父亲常对巴塘中学的领
导们讲“与其输血，不如造血。不要只是
寄希望于内地的帮扶，藏区一定要培养
出自己本地的优秀教师。”因此，他每天
坚持深入课堂听评5节课，与青年教师
座谈，有时还要为全校教师开设讲座。

父亲在巴塘呆了两周，而我们父女
俩却只匆匆见了一面。惜别之时，父亲
叮嘱我：“要将先进的理念带到藏区。
我们在藏区做的是薪火传承的工作，给
藏族同胞留下的应该是开启智慧、创造
财富和保持身心健康的方法。”

巴塘的秋

金秋的巴塘，蓝天白云，层林尽
染，大自然在这个季节肆意地绽放出
了最为浓墨重彩的姿态，环绕的群山
铺满了褚红的、橘黄的、金黄的、深绿
的、翠绿的彩林，石榴、苹果、梨、核桃
压满了枝头。在这样一个收获的季
节，一年的“传帮带”工作也快要结束
了，我能为巴塘留下些什么呢？

父亲的话启发了我，他指导巴塘
中学编撰出版校本教材《日照巴塘》
一书，让巴塘的学生们对本地文化有
了全面的了解。

而在巴塘县医院的消毒供应中
心，我发现因为对手术器械包没有进
行规范化的配置，导致器械不必要的
磨损和消毒灭菌资源浪费现象时有
发生。如何让工作人员快速准确地
进行标准器械包的配置？我利用空
闲时间编写了一本图谱，从基本器械
的认识到标准包的配置，甚至对将来
可能用上的各种专科器械进行了介
绍。全书共102页，涵盖了245种器
械标准包，每种包里面含器械10~40
种不等。《高原地区常用基础医疗器
械》这本图谱，将我的巴塘情结深深
留在了这片土地。

巴塘，我魂牵梦绕的地方
在与父亲的交谈中，我

听到过关于巴塘的一切，巴
塘的山、巴塘的水、巴塘的人
曾无数次在我脑海中闪现，
父亲对巴塘的深情厚谊熏染
了我，为此我早已对巴塘心
驰神往。

CFP供图

□安徽省荣军医院 王新华

我们科室住着一位“智障”病
人小李，小李今年30岁，父母离
世，由他唯一的哥哥照顾。哥哥
非常关心他，经常打电话过来和
弟弟聊天，每到节假日总会从外
地赶回来带弟弟外出洗澡、就餐，
家里的亲戚们也会到医院来探
望。

小李患者情绪波动大，爱发
脾气。看到病友出院，就到护士
站不依不饶地要求打电话叫哥哥
来接他出院，若不顺从他就要大
吵大闹。我们的护士就会说“小
李呀，你别出院了吧，我舍不得你
出院，我们科护士都舍不得你出
院”。小李听后半信半疑，护士又
说:“不信你问问汪护士。”汪护士
再把同样的话非常确定地讲一
遍，小李脸上就会露出高兴的笑
容。如果再追加一句“不仅我们
科室的医生护士舍不得你出院，
我们医院的领导也舍不得你出
院！”小李听后就会又蹦又跳。

有时他会认为家人不要自己
了，哭哭啼啼找护士倾诉，护士便
会这样安慰他，“你家人真的不要
你了?太好了，正好我们想要你，
我们一直想要你，只是竞争不过
你家人，你就跟着我们吧。”听到
这些话后，小李的情绪马上就多
云转晴了。

舍不得 有人要

□山东 张作光

我2008年退休时，不但有高
血压、脂肪肝，而且还有腰疼、腿
疼、失眠等慢性病。为了让自己
退休后少遭点罪，我逐渐养成了
几个好习惯，身上的慢性病一点
点儿减少。前段时间单位给离退
的老同志查体，医生们都说我是
最健康的老人。

爱做饭。退休后我坚持为家
人做饭。因为家人爱吃水饺，我
几乎每周做3次水饺，从拌馅、和
面到包饺子，我不让别人帮手，每
次都得忙活一个多小时，你说身
体能不好吗？

爱抄报。过去我爱剪报，可
看着好好的报纸剪成了洞，以后
再查资料就很难了，所以就改抄
报，这样不但锻炼了眼力、手力和
臂力，而且还增强了记忆力，练了
字。

爱写稿。退休8年来，我发表
在报刊上的各类文章少说也得有
500篇了，其中还有20多篇获了
奖。我不但自己爱写，还劝说指
导老伴和全家人都来写稿，就连
我那上小学三年级的孙女也有十
多篇文章发表在报刊上。

爱快走。每天早上和晚饭后
都要各快走50分钟，就是平时上
街买东西或到学校接学生，我都
是抬头挺胸快走，不少熟悉的人
都说，你看老张还像个小青年似
的，走的那么快。

爱赶集。泰城周边的农村集
市我都要约着老友骑着自行车去
赶，这样不仅交了朋友，呼吸了新
鲜空气，锻炼了身体，还能买到一
些价格便宜、新鲜的蔬果。

做最健康的老人

□陕西 韩景波

吃过饭，妈倒了半盆热水，坐
在台阶暖暖阳光下洗脚。妈说脚
趾上长了个鸡眼，走路有点疼，要
洗了脚，剪死肉剜鸡眼。我没在
意，进了书房继续敲打我的一篇
文章。

文章敲成，我见妈还在抱着
脚剜鸡眼，腰尽量前倾下弯，弯弓
成一个大虾样。妈已经90多岁
了，视力很不好，就那样还是看不
清，将脚趾剜得血肉模糊，说是还
没剜出鸡眼里的“根”。

过去总见妈剜治鸡眼，我视
而不见，以为剜鸡眼就像割韭菜
一样，剜一茬长一茬，现在看来，
是妈看不清，剜得不彻底所致啊。

我心里挺难受，难受我这做
儿子的粗心。我心一颤，上前搬
把椅子挨着妈坐下来，让他把脚
放到我的怀里帮她剜鸡眼，妈还
有点不好意思。现在再看妈的脚
趾，被剜的殷红一片。

我眼里不由一热，忙弯腰侧
下身把妈的脚揽进怀里。、

我给母亲剜鸡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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