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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医学生， 每逢生

病不舒服， 最怕的就是去学校
医务室就诊。

因为， 每次去都是这样：
———老师， 您好！
———你是我的学生？
———对哈， 老师我腹泻伴

发热一天........
———那你考虑的是什么？
———……急性……肠炎？
———肠道炎症是哪个老师

讲的？
———……我印象中……好

像是……您。
———对， 你讲讲主要的治

疗目的和用药。
———……左氧补液？
———去吧， 到对面那台电

脑上开药， 把你自己的病例写
了啊， 下一个。

我觉得我像是在随堂小测
……

来源：“壹声”公众号

●医疗花絮

当医生接诊医学生……

看医院，这些暖心的“套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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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
·连载 ⑦

������几年前， 扎克伯格旧金山总
医院的 Dean Schillinger 接到来自
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发展办公室
的一个电话， 电话通知， 他的一
个患者已经捐赠了 100 万美元，
以授予他一个教授职位。 而当他
询问发展办公室捐赠人的名字
时， 他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劲，
因为他在公立医院工作， 医院几
乎所有的患者都是非法入境、 无
家可归或穷忙族。 这位捐赠人虽
然非常慷慨， 但并不是一个财力
雄厚的人。

随后， Dean 和捐赠人相约见
面， 他察觉到了捐赠人的个性转
变： 曾经他是友好、 健谈和温暖
的一个人， 而现在变得热情洋溢、
感情奔放。 捐赠人长篇大论地告
诉他， 其创办的新公司每周能够
带来几百万美元的收入。 他敏感
的临床触角开始活跃起来， 他怀
疑这可能只是一次躁狂发作。

然而， 一个没有精神病史的
人， 在 75 岁的时候经历第一次
躁狂发作， 在临床上是不合逻辑
的———这应该是大学生的事儿 。

Dean 打断了捐赠人的话， 并转头
问捐赠人的妻子， 一位中度阿尔
茨海默病的 81 岁女人： “在过
去的几个月里， 在你看来， 你的
丈夫有什么不一样的？” 在她平
淡无奇地回复了句： “我想不起
来了 ”， “我不觉得有 ” 之后 ，
Dean 的诊断几乎被证实了， 因为
捐赠人惊叹地说道： 他的妻子已
经从阿尔茨海默病中奇迹般地康
复了———她的记忆完全恢复了 ，
她又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 他们
经常一起下棋。 当 Dean 问她这
几个月是否在下棋时， 她微笑着
点点头。 当 Dean 让她从棋盘上
说出几个棋子的名字的时候 ，
Dean 的诊断被无情地证实了， 因
为 “独轮手推车” 可不是个棋子
的名字， 至少未获得世界国际象
棋联合会的批准。

随着 Dean 对晚发型躁狂症
诊断的确立， 作为一名 “顽固”
的普通内科医生， 他试图揭开其
中的可能原因： ① 某种类型的内
部失调； ② 外部毒素。 Dean 很
快排除了外部因素： 未使用兴奋

剂、 酒精或迷幻剂。
而临床问询时 Dean 听到捐

赠人曾自夸， 他两个月内瘦了 13
磅， 且每晚只睡三个小时。 Dean
猜想， 老人体内可能有肿瘤， 肿
瘤细胞分泌了不良激素， 产生了
不良影响。 Dean 回想， 在罕见病
例中， 胰腺癌会表现为躁狂。

因此， Dean 告知这名患者，
他需要再做一些检查， 包括腹部
CT 扫描。 两周后， Dean 接到了
来自放射科的电话， 报告称在胰
尾部有一个 4 厘米的肿块， 并出
现浸润。

7 个月后 ， 在大手术失败 、
胰腺癌无法治愈后， 这位 “捐赠
人” 在医院愉快地而不是过分狂
躁中去世了， 当时， Dean 就在他
的身边。

虽然 Dean 意识到 ， 在公立
医院的环境中期待一个病人的感
恩捐赠是一件不太可能发生的事
情， 但他确信， 作为一名诊断专
家， 他会一直用其天赋和经验帮
助穷人。

来源：“生命新知”公众微信号

������事实证明， 遗传对于长寿的影响
小得惊人。 德国马克斯·普朗克人口
研究所的詹姆斯·沃佩尔发现， 相比
于平均值， 寿命长短只有 3%取决于
父母的寿数， 而高矮则 90%取决于父
母的身高。 即便是基因相同的双胞
胎， 寿命差异也很大： 典型的差距在
15 岁以上。

如果说基因的作用比我们想象的
小， 那么经典的损耗模式的作用则比
我们了解的大。 芝加哥大学研究员莱
昂尼德·加夫里洛夫争辩说， 人类衰
退的方式同所有复杂系统的衰退方式
一致， 是随机的、 逐渐的。 工程师们
早就认识到， 简单的设备一般不老
化。 它们可靠地运行， 直到某个关键
的部件出了问题， 然后整个设备瞬间
报废。 例如 ， 发条玩具运作灵活 ，
直到齿轮朽坏， 或者弹簧断裂， 然后
就完全不能玩了 。 但是 ， 复杂系统
（比方说， 发电厂） 尽管有几千个危
险的、 潜在易坏的部件， 却不能一下
子就停摆， 而是必须继续运行 。 因
此， 在设计这类机器时， 工程师考虑
了多重冗余层： 备用系统和备用系统
的备用系统。 备用系统可能不如一线
部件那么有效， 但是， 它们使得机器
在损坏累积的情况下仍然继续运转。
加夫里洛夫认为， 在我们的基因所确
定的参数以内 ， 人类正是如此运行
的。 我们有一个多余的肾、 一叶多余
的肺、 一副多余的性腺， 以及多余的
牙齿。 细胞中的 DNA 在常规条件下
经常受到损害， 但是， 我们的细胞有
几个 DNA 修复系统。 如果一个关键
的基因永久性地损坏了， 通常其附近
就有额外的相同基因。 而且， 如果整
个细胞都坏死了， 那么， 别的细胞就
会填补进来。

尽管如此， 随着复杂系统的缺损
增加， 终有一天， 备用的一个关节也
受到损坏， 备用的一条动脉也已经钙
化。 当我们不再能够继续损耗的时
候， 我们的身体就彻底耗竭了。

我曾经同菲利克斯·西尔弗斯通
沟通过衰老问题。 他在纽约的帕克护
理中心担任高级老年病学专家长达
24 年， 就衰老问题发表了 100 多篇
论文。 他告诉我： “衰老过程并不存
在一种单独的、 共通的机制。” 我们
的身体在逐年积累脂褐质、 氧自由基
损伤、 随机的基因突变以及其他各
种问题。 这个过程是逐渐的、 不停息
的。 它们导致了 50 岁的时候， 一般
人会有约一半的头发变白； 汗腺逐渐
失灵， 老年人容易发生中风和热衰竭
（中暑）； 一个 60 岁健康人的视网膜
接收到的光线也只是一个 20 岁年轻
人的 1/3。

我询问西尔弗斯通老年病学家是
否搞清楚了导致衰老的特定的、 可复
制的途径。 他说： “没有。 我们就是
一下子崩溃了。”

作者： 阿图·葛文德

������东南大学
附属中大医院
儿科监护室的
护士李昉 ， 设
计制作了新生
儿 “ 逃 生 围
裙”。 如果医院
发生火情或者
其他危急情况，
穿上这款围裙
可以一次携带
5 名新生儿。
来源： 健康界

作者：
张娟 （整理）

从患者一笔莫名捐款发现癌症
是不是有点像福尔摩斯探案？

������口罩在我们与世界之间建起一
道隔离墙， 带给我们安全感， 同时
也在散布一种恐惧的气氛。 回溯口
罩的历史， 也是回顾医学卫生发展
的历史， 是人类对抗疾病的历史与
消解恐惧的历史。

历史记载最早的 “类口罩物”
出现在公元前六世纪， 古代波斯人
的拜火教认为俗人的气息是不洁
的， 因此在进行宗教仪式时， 要用
布包住脸。 波斯教古墓墓门上的浮
雕中， 祭师就带着 “口罩”。

还有一种职业的人群同样在脸
上围块布， 却总算跟卫生搭上点关
系 :食品卫生。 据马可·波罗记载，
“在元朝宫殿里， 献食的人， 皆用
绢布蒙口鼻， 俾其气息， 不触饮食
之物。” 有人考证说那块布不简单，
是用蚕丝与黄金线织成。

马可·波罗随手记这么一笔无
非是个闲闻逸趣。 可就有人认定这
是中国人发明口罩的实证， 后来世
上有口罩一物与中国元代怕口气重
的太监污染食物的皇帝有莫大关
系。 中国这项伟大的发明就让马
可·波罗转道手， 让欧洲人学了去。

在欧洲， 早年医疗产业被巫师
所把持， 真正的医生势单力薄。 瘟
疫盛行时， 医生四处奔走救治病
人， 控制疫情， 巫婆神汉们觉得医
生抢了自己的生意， 不断地对他们
进行骚扰追打。 医生只好用纱布遮
住面目， 让巫师认不出， 以防遭到
报复。

“逃生围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