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搞好教学，做好临床！不负学生，
不负病人！” 湖南中医药大学博士、讲
师、 主治医师尹周安一直将高校教师
与医生两个身份做到极致。 在同事眼
中， 他是爱岗敬业、 勤奋踏实的好同
事；在学生眼中，是传道授业解惑的良
师； 在患者眼中， 是医术医德兼备的
“大医”。

“因病从医”踏进中医之门

1999年夏，尹周安迈入湖南中医学
院（2006年正式更名为湖南中医药大
学），深奥难懂的“阴阳”“五行”“四气”
“五味” 对于这位理科生而言实在难以
接受。当时，中医是人们避之不及的冷
门专业。

大三那年，尹周安患肝病，病情严重
差点休学，但也“因病得福”，得到国医大
师熊继柏教授、湖南省名中医彭坚教授、
赵国荣教授的关注并师从其下。 在尹周
安饱受病痛折磨、家境窘迫之时，导师们
亲自来宿舍为其诊病， 并鼓励其好好研
学中医，扛起中医传承重担。

因为这段特殊的经历， 坚定了尹周
安对于中医的信心。 在2007年硕士毕
业后， 他顺利地进入了衡阳南华大学第
一附属医院的中医科， 在这里开始了他
作为医生的职业生涯。

开创“从方剂到临床”第二课堂

怀揣着传承中医信仰的执念，2012
年， 尹周安以优异的成绩通过湖南中医
药大学的公开招聘返回母校， 进入方剂
学教研室任教。

然而，尹周安发现，中医的形势并没
有他想象的那么乐观， 很多中医专业的
学生对于中医的兴趣并不浓厚， 造成这
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学生对于中医经典
的重视不够，对于临床接触不足，对于方
剂的运用知晓太少。 而传统的师承教育
恰恰在这方面做得比院校教育更加具有
优势。

“为中医之崛起而教书育人。” 为了
将自身的经历运用于教学， 尹周安于
2013年开创了《从方剂到临床》第二课
堂：在现有中医药院校教育的基础上，不
断吸收和渗透传统中医师承教育之长
处，将临床案例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衷
中参西，中西相长，并于2014年正式确
定为该校的公选课。

为什么会开这样一个第二课堂？尹
周安表示， 开创这样一个第二课堂主要
是为了培养学生对于中医的兴趣， 对于
中医临床的信心， 培养学生的中医临床
思维。除了传统的教师课堂教学模式，尹
周安还利用互联网技术开展互动教学，
进行线上教学。目前，累计受益学生人数
达到5000余人次。

■记者 刘镇东

“大医”师者
为中医之崛起而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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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晚高铁到长沙时
已经很晚了， 回到位于汽
车东站附近的家里， 已经
是晚上10点多， 这让习惯
早睡的湘来很累， 直到10
日上午才恢复了“元气”。

“天安门好漂亮，还有
毛主席。”10日上午， 谈到
自己去北京， 湘来非常兴
奋， 不断地向记者描述在
天安门的场景。 田秀银告
诉记者，5月6日到了北京
后， 第二天凌晨三点多就
起床了， 在志愿者的帮助

下到了天安门， 如愿看到
了升国旗仪式。

深夜中走一圈天安门，
湘来觉得还不满足 。5月
8日，他和妈妈，还有陪着一
起去北京的肖壮敏阿姨再
次来到天安门。“我很喜欢
这里。”在天安门前，趴在妈
妈背上的湘来反复地说，分
享自己开心的感觉。

田秀银本来打算带着
儿子去颐和园， 无奈手机
在路途中丢了， 最后不得
不放弃。

本报5月10日讯 离高考
不到一个月了。 在长沙市二十
一中读高三的邹铭嫣， 此时没
有在教室里忙碌地学习， 而是
在妈妈的陪伴下在北京航天医
院治病。

这个17岁的女孩， 高考前
夕突然患上白血病， 必须马上
住院化疗。 尽管只能住在病房
中，她却不愿错过高考，每天都
坚持学习。“高考的那一天，正
是我满18岁的生日， 希望病情
能快点控制好， 赶回来圆我的
高考梦。”带着书本和试卷出发
北上， 邹铭嫣每天都祈祷能回
来参加高考。

“谁会知道，突然得了这样
严重的病。”邹爸爸告诉记者，
5月1日那天， 因为高烧几天不
退， 邹铭嫣前往长沙市中心医
院做了血象检查， 结果诊断为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必须马
上住院化疗。

“可能我的性格就是这样，
不会轻易消沉。”在长沙中心医
院的病床上， 邹铭嫣准备了一
个小桌子， 打点滴的时候就在
上面看书、背单词。医生好几次
让她注意休息， 她却舍不得把
时间虚度。

“北京那边有个朋友，让我
们去那边的医院。”考虑到女儿
生病难受，邹爸爸订好了8日上
午10点25分的航班去北京，可
他们到达机场的时候， 工作人
员却表示， 邹铭嫣的病情不适

合上飞机。 在机场工作人员的帮
助下， 邹铭嫣和妈妈赶到长沙南
站转乘高铁。邹爸爸表示，在一堆
行李中， 女儿坚持带着的书与试
卷是最重的。

13年前， 邹爸爸就和妻子离
婚了，之后他和女儿相依为命；以
前他在冷水江市资江氮肥厂工
作，下岗后就带着女儿到处打工。

2016年， 邹爸爸被确诊为尿
毒症， 身体多个器官呈衰竭的趋
势。 这几年， 他进过几次ICU病
房， 现在一个星期要做3次透析，
早已负债累累。

尽管身体不适， 他还是坚持
在建筑工地打工， 把希望寄托在
女儿身上。“她很乖的， 学习成绩
也不错。”邹爸爸说，邹铭嫣在学
校就读的是重点班， 成绩一般在
年级二十几名。虽然还没有高考，
她早已定好了西南政法大学的目
标，决心以后当一位律师。

“我自己治病从没筹款，但现
在实在是没办法呀。”为了给女儿
治病，邹爸爸在网上发起了筹款，
目前已经有了不少好心人捐助。
但急性白血病必须立即化疗，并
进行移植， 预估近百万的治疗费
用像一座大山压迫着他。

“我没陪孩子去北京，在工地
上班， 每天都祈祷她的病能治
好。”邹爸爸说，女儿说过很多次，
长大了就会赚钱给自己换肾，他
也要让孩子健健康康， 去圆自己
的高考梦。

■记者 李琪

背着渐冻儿子上北京的妈妈回来了 她说，孩子在身边的日子都很珍贵

“以后的每一分钟，妈妈都想陪着你”
湘来出生就患有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 爸爸不幸

病逝后，妈妈擦鞋、卖报纸为他治病，近10年来不离不
弃。湘来的病情日渐严重，唯一心愿是去看北京，在志
愿者帮助下，妈妈背着他去了北京（详见本报5月7日
报道）。湘来的妈妈、47岁的田秀银，从不向命运低头，
深刻诠释了“为母则刚”的含义。

看过了天安门，感受了升旗仪式的庄严时刻，还游
览了太庙等景点……5月9日晚9点14分， 田秀银背着
湘来从北京回到了长沙，结束了这一趟“圆梦之旅”。母
亲节前夕，她向儿子表白：“谢谢你来到我身边，以后的
每一分钟，都想陪着你。”

■记者 李琪

除了去看升旗仪式，
能去北京看病， 也是湘来
的心愿。

在热情的北京志愿
者的帮助下，8�日下午 ，
田秀银背着湘来到了北
京大学第一医院。医生给
他做了详细的检查，可是
结果与之前在长沙的结
果一样，医生建议湘来尽
快使用呼吸机。

心愿完成后， 湘来提
出要回家了。 田秀银告诉
记者，儿子不但无法行走，
长时间坐着也不舒服，背
在背上更是难受， 所以连
日来的出游让他很累。

北京的志愿者对他们
非常热情， 得知母子二人
要提前回长沙， 大家都很
遗憾。 为了让这趟“圆梦之
旅”尽量圆满，志愿者们最
后选了一个离湘来居住宾
馆最近的景点———太庙游
览。听说湘来的故事后，这
里的工作人员特意安排了
讲解员。在这里，三军仪仗
队的战士正在训练， 湘来
看得很入神。

“真的很感谢这些叔
叔阿姨，谢谢你们！”回到
长沙后， 湘来多次交待妈
妈， 要好好向北京的志愿
者道谢。

两次去看天安门，这是心里多年的向往

出游对他来说很累，只能提前结束行程

表白

以后的每一分钟，都想陪着你
“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听医生说我儿子的病

已经到了晚期，还是很伤心。”田秀银表示，北京
大学第一医院的专家提醒她，湘来不但晚上要戴
呼吸机，平时的营养也要跟上，照顾也要更细心。

“我已经想好了， 以后暂时不出去擦鞋了，”
她告诉记者，在本报等媒体的报道下，好几位爱
心人士愿意长期资助他们，经济不会像以前那么
紧张，她会每时每刻都陪在儿子身边。

从北京回来前， 志愿者给田秀银过了母亲
节， 还有鲜花， 这是她人生中的第一个母亲节。
“做母亲是很幸福的， 我很谢谢儿子来到我身
边。”田秀银表示，也许终有离别的那天，但他在
自己身边的日子，都是珍贵的。

高考前夕17岁女孩查出白血病
不想缺席这场考试，她在病床上坚持学习

5月7日，田秀银及志愿者肖壮敏带着湘来在天安门前留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