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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去拔智齿， 刚开始医

生对我还是很和蔼的。
直到他拿起我的病例本，

看到首页写着 XX 医科大学后，
一切都变了。

他问我 ， 你学什么专业

的？
麻药已经在开始生效了，

我用一张麻了的嘴说道： 我学
的是临床。

然后 ， 他送了我一个白
眼， 说： 临床还怕打针？

……临床怕打针不行？ 当
然， 这话我没说出口， 毕竟牙

还在他手上。
更可怕的是， 当他夹着我

带血的牙跟我说： 来， 我给你
讲讲这牙， 你应该学到这了。
然后就成功地上了一节用着自
己真实的牙的解剖课。

（完）
来源：“壹声”公众号

湖南省人民医院 周蓉荣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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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
·连载 ⑨

������有一天早晨， 我征得病人的同意， 坐在
诊断室， 陪着首席老年医学专家于尔根·布
鲁道一起看了几个病人。

“今天为什么过来？” 医生询问当天的
第一个病人———85 岁的简·嘉福里尔斯。 答
案似乎是既有又没有。 她首先提到， 腰痛了
几个月， 并且疼痛辐射到腿部， 有时候难以
起床或者起立。 她还患有严重的关节炎、 高
血压， 由于青光眼， 她还需每 4 个月做一次
眼部检查。 她过去没有 “如厕问题”， 但最
近开始用卫生护垫。 对了， 她还做过直肠癌
手术， 现在她的肺部有一个结节， 放射检查
报告说可能是癌细胞转移了， 并推荐她做活
检。

在 45 分钟的看病过程中， 布鲁道并没
有把注意力集中到对生命具有最大潜在威胁
的问题 （可能的癌细胞转移）， 或者是最烦
扰患者的问题 （背部疼痛） 上。 他几乎问都
没问及这两个问题。 相反， 他花了大量时间
检查她的脚。

他要求她脱下鞋和袜子， 她问道： “真
有这个必要吗？”

“是的。” 他说。
嘉福里尔斯没法脱鞋， 从旁看着她努力

了一会儿以后， 布鲁道屈身帮她。 他帮她脱
掉鞋子， 双手捧着她的脚， 一次一只。 他仔
细检查她的脚———脚底、 脚趾、 趾间， 然后
帮她穿上鞋袜， 把他的评估告诉了她和她女
儿。

他说她的情况非常好， 思维敏捷， 身体
强壮。 她的危险在于难以维持目前的状况。
她所面临的最严峻的威胁不是肺结节或者背
部疼痛， 而是跌倒。 每年有 35 万美国人因
为跌倒导致髋关节骨折。 其中 40%的人最终
进了疗养院， 20%的人再也不能行走。 导致
跌倒的三大主要危险因素是平衡能力差、 服
用超过 4 种处方药和肌肉乏力。 没有这些风
险因素的老年人一年有 12%的机会跌倒， 三
个风险因素都占齐的老年人几乎 100%会跌
倒。

简·嘉福里尔斯至少有两项风险因素。
首先， 她的平衡能力弱。 虽然她不需要拐
杖， 但是， 她进门的时候， 他注意到她迈着
八字步。 她的双脚肿大， 脚指甲没修剪， 趾
间有疮疡， 脚球处有厚厚的、 圆形的茧。

其次， 她服用 5 种处方药。 每一种无疑
都有作用， 但是这些药一起吃的话， 通常
会导致眩晕。 她的舌头极度干燥， 这可能是
一种降压药有利尿作用， 让她饮水很少， 有
脱水和眩晕恶化的危险。 此外， 她承认过去
6 个月她瘦了 6 斤。 没有摄入足够的维持体
力的热量让她随时可能因体力不支摔倒。

于是， 布鲁道推荐嘉福里尔斯找一位足
病医生。 为了更好地照顾她的脚， 他希望
她每 4 周去一次。 他把利尿的降压药改为另
一种不会导致脱水的降压药。 他建议她白天
吃一次零食， 让家人或朋友多跟她一起吃
饭。

大约一年后， 我联系了嘉福里尔斯和她
的女儿。 她已经满 86 岁了。 她胃口好了些，
体重增加了一斤左右， 并且一次都没跌倒
过。

作者： 阿图·葛文德

��������针灸疗法 一名患者在
接受针灸电针治疗， 针灸是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把针具
（通常指毫针） 按照一定的
角度刺入患者体内， 运用捻
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对人
体特定部位进行刺激从而达
到疏通经络、 调和阴阳、 扶
正祛邪的目的。

来源： 医影汇
作者： 刘嵩

�������中医经过数千年的传承， 珍藏着人们同疾病作斗争的丰富经验和理论知识， 是我国具有
独特文化、 理论、 技术、 方法的医药学体系。 中医在我国仍然是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之一。

本报将连续 7期刊登 《中医》 组图， 其涉及的诊治手法多样， 表现细致而生动， 从多个
方面展现了中医的风采。 一些画面颇有仪式感， 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西文化之不同。

·图片故事 ①

亲爱的汪主任、 陈医生：
你们好！
时光飞逝， 一晃好几个月

过去了， 可你们对我母亲的救
治却仍历历在目。 谢谢汪主任
和胆道外二科所有医务人员的
努力， 你们在医学领域的专业
和技术让我妈妈有了一次重生
的机会， 你们是我心目中的英
雄， 谢谢你们！

我在加拿大西奈山医院工
作。 我妈妈在湖南省人民医院
住院期间， 我在心里将祖国的
医院和加拿大的医院做了无数
次对比， 我觉得制度、 环境和
国情太不一样了。 我妈妈能在
国内得到你们这么出色的救
治， 是十分幸运的。

在加拿大的医疗体系里，
医生分为家庭医生、 专科医
生、 住院医生， 这些医生分属
于各个小的独立诊所或是综合
病院。 家庭医生， 能保证每一
个公民， 或是每一个人， 在需
要的时候能有一个医生为他点
对点做治疗。 而当病人需要更
多的、 更专业的诊断时， 家庭

医生负责把病人推荐到专科医
生的诊室， 专科医生再根据病
人的需要， 进行具体的治疗或
是手术， 专科医生一般都有自
己的诊所或研究团队， 不在临
床的时候， 会做研究。 看家庭
医生和专科医生需要预约， 看
专科医生大概需要等 9~10周。

医院， 是看急症、 需要住
院观察治疗以及做手术的地
方。 在加拿大， 医院大都是非
营利性质的， 每个医院的运作
经费是由地方政府根据预算提
供，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私人
慈善机构捐款提供。 医院的服
务项目均属于社会保险范围，
医院的服务都不能收费。 医生
的酬金以其服务内容为基础，
由政府和医生协会通过谈判协
议认定， 医生不能对社会保险
指定的服务项目收费。

一些患者不愿意排队等
候， 为了图快故意夸大病情看
急诊， 推迟出院时间； 对无家
可归或者吸毒者来说， 医院一
切治疗免费， 提供三餐和点
心， 专人护理， 堪比五星级酒

店， 医疗资源被滥用。 加拿大
各省、 区的医疗支出以平均每
年 10%的速度增加， 国家财政
负担加重。 此外， 加拿大人口
老龄化明显， 目前加拿大 65
岁以上老人的医疗费用已经占
到了加国医疗总开支的 50%。
这些供需矛盾， 造成加拿大患
者候医时间越来越漫长。

今年加拿大病人平均要等
待近一个月时间才能做 CT 扫
描、 超声检查， 磁共振要等待
11.1 周才能做。 本来生病就是
一件很痛苦的事， 看不到希
望、 别无选择的等候更是雪上
加霜。 所以我母亲仅仅花了 21
天， 就做完了所有检查并顺利
完成手术出院， 简直是不可思
议的事情。 再次谢谢你们， 谢
谢你们肝胆外科团队以及医院
放射科等检查科室， 谢谢所有
人的辛勤付出， 因为你们， 给
了许多家庭重生的机会和希
望， 希望你们在救死扶伤这条
路上走的坦然， 一切顺利， 幸
福！

玲子

从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感谢信

看中外医疗的差别
������5 个月前， 53 岁的杜女士在湖南省人民医院胆道外二科进行了肝门胆管癌根
治手术， 胆道外二科主任汪新天、 副主任医师陈晨排除万难， 进行了肝门部胆管
癌围肝门切除术， 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肝脏功能。 5 月 7 日， 该院收到了杜女士在加
拿大西奈山医院担任 ICU 主治医师多年的女儿发来的一封越洋感谢信， 信中谈到
了中加医疗间的差异， 或许这些差异能给中国的医护工作者以启示和鼓励。

●医疗花絮

当医生接诊医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