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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苑芬芳

南华见习感悟

2009级中西医 1班 程俊萍

2009级针推 1班 孙冬冬

时光荏苒， 不知不觉中已在大学走过了
三年。 去年五月份，与众多同学一起来到南华
县中医院见习，度过了难忘的两个月。 些许经
历，颇多感受，南华的人与事仍然记在心头。
第一次穿着白大褂走在医院里， 心里不免有
些飘飘然。 但很快便因为自己知识的浅薄而
处处碰到难题。 回答不出带教老师询问的问
题时的窘迫， 以及初次给病人测量血压时的
紧张失措，至今仍在眼前浮现。 原本以为深入
心底的“提、插、捻、转”必是百试百灵的有效
针技， 但自己真正用到病人身上时却发现并
未有想象中的神效。 至此方明白“书到用时方
恨少”的真正含义，也才知道眼“高”手“低”、
闭门造车实乃医者大忌。 没有“厚积”，便做不
来“薄发”，就像很多老师说的，“病人不会只
得你考试考到的那几个病”。 没有实践，一切
理论都成空谈。 坐而论道，纸上谈兵，是无论
如何都成不了好医生的。

当然，有了高明的医术只能算是一方面。

曾看《心术》里关于医德的论述，讲的很深刻。
病人生病时来到医院， 把希望都放在了医生
身上。 任何一个人生病了都希望自己碰到的
是一位神医，能药到病除，甚至起死回生。 但
并不是所有的疾病都能在一次治疗、 几次用
药后就能治愈， 很多病人这个时候情绪也随
之产生了变化。“三折肱，成良医”，我想这句
话并不只是说经验多了就能成为一个好医
生———“肱三折”之后体会到了病人所忍受的
痛苦，而后对前来就诊的患者都能感同身受，
恻隐之心暗生，以仁心对待病人，尽全力为病
人诊治，让病人少受痛苦早日康复。 否则，无
论“折肱”多少次，也不能成为“良”医的。

医德、医术的修行，都是一辈子的事。
对于中医方面的学习， 我还没有发言资

格， 因为我一直也在思考如何才能学好用好
中医。 中医修行，任重而道远。 最近看《周易》
时，有一些感受，里面的卦爻辞简洁而意境悠
长， 觉得乾卦里的爻辞用到我们学生学习中

医上十分合适， 习医道路也可按它来分为几
个阶段。

“初九 潜龙勿用”，这可作为第一阶段。世
家中医毕竟是少数， 可能很多同学与我一样
都是在进入大学之后才开始学习中医。 那么
这个时候就应该潜下心来认真学习中医基
础，深究中医术语，培养中医思维。 这个阶段
虽然繁杂，却是最基础的，楼基不行，盖出来
的大楼要么不高，要么不稳固。

“九二 见龙在田，利见大人”，这可以作
为第二阶段。 有了一定的基础之后，便可以尝
试着跟老师上门诊接触病人， 在实践中不断
发现不足而后填补缺陷， 这样既可以加深对
疾病的认识，也可以增强自己对学习的思考。
这里有一个跟师的问题， 对于学生来说跟师
的重要性我想每一个学中医的都会了解，我
就不多说了。

“九三 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作为第三个阶段， 我觉得可以定位在实习这

一阶段。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行医资格，
只能每天勤勤恳恳，时时谨慎行事，跟医生多
学习，跟病人多交流，厚积薄发，这也是积累
的一个阶段。

“九四 或跃在渊，无咎”，第四个阶段，在
经过不断的学习积累之后，有了一定的能力，
逐渐开始独立诊治一些简单的病种和轻症的
病人，这样对自己也有好处。 当然，一些复杂
的、危重的、不熟悉的病症还需要积极地向有
经验的医生学习。

至于第五、第六甚至第七阶段，由于我还
未接触到那个层次，没有成熟的想法。 但是学
习乾卦的后几爻：“九五 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 亢龙，有悔”“用九 见群龙无首，吉”，对
自己以后的道路有一定的督促和警醒作用。

见习两个月，见到、学到许多以前未接触
的东西， 对我后来的学习也有一定的启迪作
用，写出来与众多同学分享，以共勉。

望眼欲穿的春风
让扑面而来的思念
播洒在人来人往的街口
石库门上斑驳的海报
再一次回荡有轨电车和报童的响动
掀开梧桐树上密密的翠绿嫩叶
弄堂里又出现穿着长衫透着坚毅的身影
他的西洋怀表一刻不停的反复穿越八十年前的黎明

等他回家的幼儿
站在那幢灰色办公楼的路灯光芒下
窗格内是阵阵笑语和争论
不时飘出铅印淡淡的香
人们并未意识到
就是这味道让国人觉醒
就是这味道让国运逆转
那熟悉的咳嗽声常常陪伴着孩子熟睡时失望的表情
夜的深处是他用思索点燃的呐喊

书店里的藤椅上
他翻阅着那个时代最敏感最摄人文字与符号
他的东洋友人看到的却是
快要到来的汉唐雄风和大国崛起
这个并不高大带着浙东口音的中年男人
早已成为二十世纪之中国一位最出色的君子
一位最出色的英雄
一位最出色的神

在公园的一角
在阁楼的一侧
我抚摸着他已成为青石的衣襟和依然存有温度的照片
当年的阿 Q、小 D、祥林嫂还有带血的馒头
并未完全的隐退
然而
他极富穿透力的目光
永远照耀在众生的心田
驱赶着自私、贪婪、懦弱、虚伪、变态和愚昧
直到恭贺丰收的那一刻

站在高高的山岗，
望着熟悉的地方,
曾经我的游乐场，
现在已不复往常。
回家没有了方向，
家在哪？

爸爸，
您是否知道孩子的悲伤，
没有了您，
谁来扛起家中的顶梁，
谁来指引我前进方向？

冬日里谁来温暖我身旁，
秋日里谁来把我的果实共同分享？
有您的日子，
铺张报纸就是床，
火车上都睡的香，
再苦的日子都充满希望。

爸爸，
您是否托谁告诉我您住的地方，
那为何人群过往、白鸽飞尽，
我却只迎来空空的等候……
甚至连梦都没有，
还是您故意让我彻彻底底的遗忘，
从今以后不再悲伤。

您说过要陪我看山川走四方，
现在又为何放心得下？
如果上天给我个愿望，
我愿您永远幸福安康！

时光时光慢些吧，
不要让您变老了，
我愿用我的一切。
换您的岁月长流。

我爱您，爸爸

看着屋子里一袋袋的衣物， 才终于有
种实习要结束的感觉。 明天“回家”的小车
就会“嘟嘟嘟”把我们都拉回昆明，拉回学
校，回到云南中医学院。 一年的时间了，但
感觉到好像昨天我们才来。说点什么呢？实
习辛苦？ 做很多事情，被呼来喝去？ 白班夜
班的倒？不，不，不是这些。所有实习的同学
都是这样， 所有在医院工作的人员都是这
样，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那说点什么呢？说说这一年，我最深的
感触吧。

来实习时， 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着激情
和憧憬，但实习一年后，忙碌的现实，打消
了每一个人的热情。 每天都在奔波、 忙碌
着， 学习着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做最多的
事情，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出错。因为我
们的工作，从不准许我们有任何的失误。我
们的一次失误， 对病人带来的将会是一次
致命的打击。当每天忙碌至最后腿疼、脚疼
已经是家常便饭， 同学们从最开始的抱怨
连天，到回到寝室倒头就睡，到最后回到宿舍
还能谈笑风生。 我想我们已经习惯，习惯我们
的工作， 习惯我们的辛苦可以给很多人带去
健康。

而真正支撑我们每天早早起，不迟到，不
早退，偶尔还要加个班的是责任。 是你身为一
名学生，要履行实习的责任，是你身为一名护
士，要履行照顾病人的责任。 因为肩膀上有你
要履行的责任， 因为生命中有你推卸不掉的
责任，所以你在坚持。

其实在很多时候， 也会想我今天睡个懒
觉，明天不去上班，好不好？ 这看上去是很好

的，你可以用这些
时间，补充一下睡
眠，休息着看看电
影等等，你想做的
事。 但很多时候，
你还是生怕迟到
的跑去科室。 为什
么？ 因为我们想
到， 如果你不去，
那么今天上班的
老师要多做很多
那原本属于你的
工作 ， 如果你不
去，你都辜负了病
人叫你的一声声
“护士”。 是的，当
病人第一次见你
穿着白色的护士
服， 带着燕尾帽，
满怀希冀的过来

向你询问的时候，称呼的也是“护士”。 从不会
因为你是实习的，就称呼你为“实习护士”。 其
实这是对我们最高尚的称呼，他相信你，所以
来问你。 这份信任，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当
因为你帮助了病人，他对你连连称谢的时候，
心中所充满的是一种自信。 这种自信也是支
撑我们在未来的医护道路上不退缩，不放弃，
奉献自己，帮助他人的精神支柱。

在医院中，我们不仅有精密的仪器，医技
精湛的医生，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一颗仁心。 何
为“仁”？ 老子说过“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里的“仁”是慈

爱的意思。 我们所需要的也正是这种慈爱之
心。 当你有起死回生的医术， 妙手回春的本
事，那只能说明你是一名医生。 而当你有一颗
仁心的时候，你才是一名合格的医护人员。 在
实习过程中，我们遇见了很多有仁心，有慈爱
之心的医护人员。 其实，来医院看病的病人，
在自身身体上有病痛的时候， 心理也是很脆
弱的，当你以一颗仁心去真诚相待的时候，他
们对你所表达的是心中最纯真的感激。

在我实习中， 有一位病人是喉癌手术后
的患者，他被疾病折磨了几年，家人也同样被
癌症折磨着。 开始是因为疾病他不能说话，而
到后来手术化疗折磨渐渐不愿意说话。 因为
化疗影响也不愿意吃饭，人迅速消瘦下去。 每
天去病房见的最多的就是他的家人劝他吃
饭。 那天，当我进病房换液体的时候，就看见
他的女儿劝了他半个多小时， 说是再多吃一
点粥，可他仍然是无动于衷，躺在床上不吃也
不说话。 其实当时只是觉得，身为和我一样同
龄的他的女儿很辛苦，于是对他说“多少也再
吃点，因为你现在不吃，会影响你以后化疗进
程的，这样病好的慢。 ”似乎有些动容，但他依
旧没说话，也没有因为我说了什么而吃饭。 但
是在第二天，我再次进病房换液体的时候，因
为着急， 手里拿得好多液体袋子一下掉出来
了，有几个也掉在了他的床上。 我忙着捡着地
下的袋子的时候， 他帮我把床上的袋子一个
一个收好，双手递给我，我愣了一下，没有及
时伸出手去接。 这时候他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手抬了一下，对我呵呵地笑了。

在他颧骨突起羸弱黝黑的脸上， 这笑容
看起来异常真诚。 就像初冬的阳光，可以融化

冰雪，也可以温暖我们的心灵。 后来他的女儿
告诉我，这是她爸爸想谢谢我，因为她爸爸感
激一个陌生人对他的关心。 其实我想告诉他，
我们不是陌生人，我是名护士，您是名病人，
您是我们工作的全部的同时， 您也是和我父
母一辈的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尊重您就像
是尊重我们的父母。 若是我们自己的父母生
病了， 我们也希望在医院有人能尊重他们照
顾他们。

你每付出的一次真心，病人真的会感觉的
到，他们或许不会说些什么，但是他们会记得
你，从内心深处感激你，用他们最朴实的方式
表达他们的谢意。 而其实这些所谓的真心都
是一名合格的医护工作者应该拥有的。

在实习中，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我们
的实习老师，从最开始我们什么都不会，老师
一遍一遍地教，在我们做的时候，在旁边仔细
看着。 或许他们不理解，像我们这种外省的学
生，端午节回不去家，他们给我们带的粽子对
我们是多么温暖；或许他们不理解，在我们生
病了， 他们做完所有的工作只为让我们早点
回宿舍休息，我们是多么的感激；或许他们不
理解，在我们不会某项操作，他们不厌其烦的
演示给我们看，告诉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对
我们是多么大的鼓励；或许他们不理解，在吃
饭的时候他们替我们叫好饭， 给我们带他们
自己做的菜， 那时的他们是多么的亲切……
或许还有很多，正如在所有工作中，他们教会
我们的，要做一名好护士，要有过硬的技术，
更要有一颗温暖的心。

经过历练后的成长， 经过付出后的收
获，经过考验后的蜕变……人生好似五光十
色的霓虹灯，在灯光前的绚丽多彩，灯光后
却要付出百倍艰辛。我们每次的选择就好像
人生的十字架，背着沉重的责任、感情、信念
一路前行，慢慢的丢掉自己的兴趣、梦想、追
求，将人生的十字架越锯越短，享受着短暂
的身心放松带来的快感，而身上所具备的专
业素质、职业技能等社会所需要的软硬能力
越来越少， 当面对人生许多沟壑的时候，我

们的竞争对手用自己的储备通过了沟
壑，而我们却站在壑边遥望对岸，不知如
何是好。 在人生中，要做一个万事有准备
的人， 实习的一年时间正是我储备能量
的时候，锻炼我的专业技能，提高我与人
沟通交往的能力， 培养我为人处世的方
式和态度……

实习前有种担心， 我不会讲方言，与
老师、病人、家属怎么沟通交流；我的专业
知识掌握的是否扎实，会不会让带教老师
看不起……这些问题一方面给了我很多
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让我在实习期间更加
严格的要求自己。 过年我没有回家，在医
院里面和老师、病人一起过年，年三十的
晚上是我离家在外的第一个年夜饭，饭桌
很简陋，我们医生护士四个人围坐在一起
煮火锅，大家举杯祝福着彼此新的一年一
切顺利，幸福快乐！ 饭后我们一起放鞭炮，

一起迎接新年的钟声，这些平常的小事，现在
看来是那么令人难忘，因为这些细微的感动，
让我对护理这份工作有了全新的认识， 它是
病人心中的蜡烛，燃烧自己照亮他人；它是医
生舒心的镇痛剂， 为病痛折磨的病友带来温
暖、缓解疼痛；它是父母的骄傲，因为这份工
作而感到无限的荣耀。 我们肩负着不是自己
的前途，而是每一条信任你的生命， 我们的使
命是让生命的光芒更加闪耀而不是像流星一
样转瞬即逝。

实习期间， 把我从一个理论的空想家转
变为一个实践的执行家。 我们一步一步的努
力着，面对我们第一个病人，第一次进行密闭
式静脉输液，第一次为病人做清洁灌肠，第一
次置留置针， 第一次为病人翻身拍背……这
些难忘的第一次，铸就了今时今日的我，一个
熟练掌握各项基本操作，熟悉各科专科护理，
有信心成为一名优秀护理工作者的我； 一个
面对生命庄严尊重，对待病人毫不嫌弃，绝不
因为下班时间的临近而敷衍了事的我； 一个
有梦想、 有信念成为一名优秀的护理工作者
的我。

在学习过程中， 我的带教老师虽然只是
专科的学历，但她们有丰富的临床经验。 例如
做清洁灌肠操作时， 为了药物多在体内停留
起到更好的作用， 告知患者在灌肠期间做深
呼吸，反复多次可以减轻便意，多走动也可以
帮助药物更久的停留在体内。 这些与病人的
交流可以带给病人信任感，拉近护患关系，为
今后的各项护理操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再
比如内痔、外痔、混合痔术后的患者，用高锰
酸钾坐浴，告知患者做提肌运动，有利于杀菌
消炎预防感染的作用。 输液时告知患者针水
的作用和不良反应， 如山莨菪碱有止痛的作
用但输液过程中会出口干、 针水中含有钾会
刺激血管感到疼痛， 应调节滴速可以减轻疼
痛、 输液组若有奥美拉唑应先输该药起到保
护胃黏膜的疗效。 这些简单的话语可以减轻

病人的顾虑和不安， 为病人提供更好的护理
服务，在临床实习的一年时间，我明显的感受
到医护、医患、护患关系在医疗事业中举足轻
重的地位，以及心理护理对病人的帮助。 在妇
产科实习期间，有一名待产妇，因为羊水栓塞
产下一名男婴后而离开了人事， 家属伤心过
度将全部责任推给医护工作者， 将尸体在待
产室停放了 72 小时， 曾三番五次的言语辱
骂，动手将病历夹丢向医护工作者，院方经过
与家属的协商以八万元赔偿而了结了这件事
情。 期间，医护工作者专心照顾这名孩子，专
门派护士 24 小时看护。 对于产妇和妇科病患
者毫不懈怠的认真看病， 不仅让我深刻体会
到医护工作者的敬业精神和高尚的职业道德
操守，更深知医患护患沟通的重要性。

实习临近结束，诸多感情涌上心头。 看到
病友，亲切的问候；遇到带教老师，真心的感
谢；看到实习期间的朋友，不舍的挽留。 我感
恩，这一年你们伴我成长， 没有你们的栽培与
锻炼，没有你们的付出与用心，没有你们的支
持与配合，我不会如此的“富有”。 这一年，有
欢笑有泪水，有成长有喜悦。

小鹰总有一天会展翅高飞变成雄鹰，蚕
蛹总有一天会破茧成蝶， 我们总有一天会离
开父母、离开学校、离开朋友而独自上路，不
要忘记我们曾经挥洒过汗水的地方， 不要忘
记锻炼我们成长的地方， 我感恩， 感恩这一
年。 我已破茧成蝶，真想振翅高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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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旅德美籍睿智学者解码美国扼杀中国发展幕后
真相的威猛力作，更是一部警示国人的备忘录：绝对不能对对
手的残酷和意愿抱些许幻想。

本书以地缘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史为缕，以实为线，生动勾
勒出世界地缘政治斗争场景，围绕货币战争、石油战争粮食战
争、药品与疫苗战争、经济战争、军事战争、环境战争、媒体战
争等八大对华战略， 揭示了美国统治集团在国际政治和经济
上孤立中国，重创直至扼杀中国发展的“慢火煮蛙”式“屠龙”
谋略，并点击美国霸权致命软肋，支招中国八大制胜策略。

瞄准中国，一场蓄谋持久、扑朔迷离、没有硝烟的险恶战
争。招招险境的“套中套”，步步为营的“链中链”。如何解套？如
何解码？

书中内容处处围绕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各个领域，是
每一个读者都不能不看、不能不认真分析的一本书。

威廉·恩道尔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地缘政治学家，长期旅居
德国。 从事国际政治、经济、世界新秩序研究已逾 36 年。 美国普
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学士、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比较经济学硕士。

威廉·恩道尔作为独立经济学家和新闻调查记者， 先后在美
国和欧洲工作。 他的研究涵盖领域极为广泛，除金融、能源和地
缘政治外，还包括世界农业问题、粮食交易垄断、关贸总协定、世
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第三世界债务、对冲
基金和亚洲金融危机等。 威廉·恩道尔还经常应邀在一些有关地
缘政治、经济、金融、农业、能源问题的国际会议上发表演讲；定期
为全球化研究中心及许多国际出版物撰写文章； 并经常为欧洲主
要银行和私募基金经理提供咨询。

曾出版的《石油战争》一书创造了近 30 万册的销量，引领了
图书市场石油话题类图书的出版潮流；《粮食危机》 一书也销量
突破 10万，为国内民众敲响转基因食品潜藏巨大危害的警钟。

戴 健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英
语语言文学博士。 现从事国际战略问题研究。

顾秀林 1981 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
院，学习农业经济学并获得硕士学位。1999年
从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得农业与资源经济学博
士学位。现为云南财经大学特聘教授，研究领
域为农业发展、全球化和经济人类学。

朱宪超 现任语言桥翻译集团公司董事长兼
总经理。 中国翻译协会专家会员、理事、中国
译协翻译服务委员会副主任、 中国欧盟经理
人协会成员、马拉野生动物保护基金理事。

◎ 内容简介 ◎ 作者简介 ◎ 译者简介

———怀念上海虹口的那个人

（作于昆明大西门光宗巷，2012 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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