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类最早的医者是一些善于总
结经验、 研究疾病诊治规律并富有
仁爱之心愿意帮助他人的智者。 古
今中外、 历朝历代都有这样一批为
人们所称颂感念的 “大医”。 流传下
诸如 “扁鹊见蔡桓公” “杏林春暖”
“刮骨疗毒 ” “希波克拉底誓言 ”
“琴纳发明天花疫苗” “科赫原则”
等故事传说， 诠释着 “偶尔是治愈，
常常是帮助， 永远是安慰” 的医学
真谛。

帮助、 安慰， 离不开医患之间和
亲人之间人与人的交流， 而倾听与抚

慰解释， 配合以医药治疗， 才能够最
大程度地减轻病患者的身心痛苦。 学
会倾听， 善于表达， 才能够明白和理
解患者的故事， 也才能够针对每一位
患者的独特故事， 叙述出你的理解和
诊治方案， 从而有效地安慰和帮助患
者， 甚至治愈疾病。 因此， 在整个的
医疗活动之中， 医护人员既是诊疗实
施者， 更是把医学关爱安慰本质的温
暖传递给患者的载体。

所有的生命体都是向死而生的，
人类并不能例外。 但是作为兼有智
慧思维和感情记忆的生物， 人类个

体虽然不能够体验自身的死亡， 却能
够通过 “仰观宇宙之大， 俯察品类之
盛” 而借鉴推理生死之道。 了解医学
史以及人类史、 宇宙史， 触类旁通，
把自己置身于宇宙发展的时空坐标系
中， 根据历史趋势， 鉴古知今预测未
来， 尽可能多地学习和了解人类各种
文化知识的集合。 所谓 “人文修养”，
有助于我们减轻乃至消除对于死亡和
疾病的恐惧与焦虑。

作者：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重症医学科主任 安友仲

来源： 中国科学报

������知乎上有个热门话题： 医生
说哪句话会让你心情变差？ 排名
比较高的答案是： “你是医生还
是我是医生？” “说给你听你也
不懂 ， 我说什么你照着做就好
了。” “你如果不信任我就不要
来找我 ， 我没工夫和你解释这
些。” 看到这些， 医生也会觉得
很无奈， 会解释说： 不是我们不
想啊！ 而是因为我们太忙了。

医生工作很忙是事实， 但如
果我们能够放下防御性的感受，
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时， 也可以
问问自己： 之所以以这样的口吻
说出这样的话， 仅仅是因为我们
太忙了吗 ？ 我觉得原因还有很
多。 这其中的一点， 就是 “知识
和权力” 的关系。

相对于缺乏知识的患者而
言， 拥有专业知识的医生拥有绝
对权威， 这种权威最终被转化为
一种微观的、 隐形的权力， 对患
者及其身体进行隐形的管理、 控
制与规训。

然而， 现代医学， 在任何意
义上都不是完美和不容置疑的。
想一想， 还有多少问题是医生不
能解决的？ 为什么要以一种 “绝
对权威” 式的方式和患者交流？
是认为医生被赋予了这样的能力
或责任， 或者只是习惯如此而不
自知？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教育水
平的提高， 人们获取医学知识的
渠道越来越多， 理解医学知识的
能力也逐渐增强。 在一定程度上
来说， 患者已经有能力在专业领
域与医生交流一二了。 这是现代
医务人员需要认清的新形势。

如何改变目前的医患关系窘
境？ 我觉得有两点很重要： 一是
看见真实之人。 二是看见平等之
人。 这两点， 都是在对知识所产
生的权力以及由此带来的傲慢有
了基本认识之后。

看见真实之人， 就是不把每
一个患者当成一种知识的对象，
更不是科学技术的对象， 而是一
个真实的， 有生命体验的人， 不
仅仅是指标会变差 ， 病情会恶
化， 而且会痛、 会痛苦， 也会喜
悦、 会赞美。

看见平等之人， 首先应意识
到， 不平等不是一种必然， 而是
现代性所建构、 预设的。 对待患
者， 要平等地和他们对话， 不能
“高高在上”。

只有认识这两点， 我想， 倡
导人文医学中所谓的命运共同体
也好 ， 所谓的医患共同决策也
罢， 才有可能。

作者： 刘燕 （复旦大学附属
华山医院） 来源： 健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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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宁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尹新
生， 作为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南詹正骨疗法第四代代表性传承
人， 骨伤科造诣很深， 擅长利用南
詹正骨疗法治疗骨伤疾病。 整骨手
法守正创新， 往往做到病人知痛骨
已拢， 被患者誉为橘林圣手。

法使骤然人未觉，
伤者知痛骨已合

近日， 一位来自郴州市安仁县
11 岁的左锁骨中段骨折患者慕名来
到常宁市中医医院找到尹新生就
诊， 只见尹新生将患者双肩背伸牵
引， 利用南詹正骨鹤嘴式整骨钳在
骨折处推压， 配合南詹正骨理经刀
挑、 拔， 错位骨折复位， 前后不到
6 分钟就顺利整复骨折， 并且小孩
一点痛苦的哭声也没有， 仅仅只是
哼了几声。

这些神奇的场面每天都在常宁
市中医医院上演， 如同沧海一粟。
从医近三十年来， 尹新生对四肢长
骨骨折和关节脱位的治疗具有丰富
的临床经验， 尤其擅长运用中医理
论辩证治疗骨伤疾病， 娴熟掌握了
南詹正骨疗法和南詹正骨专长绝
技， 成功诊治了门诊病人 3.5 万余
例， 治愈住院骨伤病人 6000 余例。

“一旦临症， 机触于外， 巧生

于内， 手随心转， 法从手出。” 尹
新生介绍， 要达到这一步， 没有其
他诀窍， 只有熟练掌握理论知识和
人体骨骼结构原理， 对于出现的不
同骨伤病例多研究和总结经验， 才
能达到 “法使骤然人未觉， 伤者知
痛骨已合” 的境界。

大医之“诚”
成就大医之“精”

1970 年出生的尹新生从小耳濡
目染中医药文化， 对 《黄帝内经》
《伤寒论》 《金匦要略》 《温病条
辨》 等中医名典记得滚瓜烂熟。 自
1991 年从卫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常宁
市中医医院， 尹新生扎根骨伤科临
床一线已有 29 年。 不仅自考了湖
南中医药大学本科文凭， 还进入该
校的在职研究生班学习深造。

为了提高自己的诊疗水平， 尹
新生还师从全国基层名老中医药专
家 、 “南詹正骨 ” 疗法第三代传
人 、 衡阳市中医骨伤科学术带头
人、 副主任医师肖运生。 2000 年，
尹新生又赴全国骨伤科治疗中心的
广东省佛山市中医院进修， 师从全
国著名骨科泰斗朱通伯教授、 陈渭
良教授， 将国内顶级骨伤科治疗技
术融入南詹正骨疗法， 使南詹正骨
疗法这一国医瑰宝得到不断发展、

创新。
近年来， 尹新生不断总结自己

的临床经验， 先后在国家级核心期
刊发表学术论文 50 多篇， 省级核
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12 篇， 参与
编著医学专著 2 部， 参与省科研课
题 《波浪板治疗胸腰椎压缩性骨
折 》 研究 ， 获得省科技成果三等
奖。 自己主持了 《三角架外固定治
疗小儿股骨干骨折》 和 《詹氏消瘀
酊治疗软组织损伤》 等省级科研课
题， 其中 《詹氏消瘀酊治疗软组织
损伤》 课题荣获湖南省卫健委 2016
年度中医药科技进步三等奖， 是湖
南省县级中医医院唯一获此殊荣的
课题。

尹新生说： “能中不西， 先中
后西的原则， 为患者提供最安全、
有效、 廉价的治疗方案是我从医多
年的准则。” 作为 “南詹正骨” 疗
法传承人， 尹新生始终坚持中医传
统疗法为患者服务， 将中医 “简、
便、 廉、 验” 和南詹正骨疗法特色
发挥到了极致。 在成长为 “大医”
的道路上， 尹新生以大医真诚的品
格、 精湛的医疗服务水平， 在新时
代演绎悬壶济世 、 妙手回春的故
事， 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

湖南省 12320呼叫中心 供稿
（吴超辉 执笔 ）

������一个冬天又到另一个冬天，
迎来新的一年， 国内国外， 疫
情仍未终止。

黑龙江绥芬河， 疫情二次
反扑。 零下 20 度的凛冬， 泼水
即成冰。 两个内着单薄、 外穿
防护服的医护人员， 正站在小
区楼下的冷风中瑟瑟发抖。 人
们喊着叫她们进屋暖和暖和 ，
两人却说什么都不肯进来。

原来， 她们刚给小区的密

接人员做完核酸采样。 虽然已
经消过毒， 她们还是怕给别人
带来危险， 便坚持站在外面等
来接送的救护车。

“冷点没什么， 你们的安
全最重要。” “我们来就是干
活的 ， 再冷我们也得坚持 。 ”
没有一句矫情的话， 没有一丝
抱怨的心。 无论夏天最热的时
候， 还是冬天最冷的时刻， 都
有人在默默守护着我们， 守护
着一座城市， 守护着我们共同
的家。
作者： 木子草 来源： 花瓣志

医生，
你眼中的患者
是否“真实而平等”“机触于外，巧生于内”的橘林圣手

———记骨伤科专家尹新生

大道至简 帮助安慰
———医者是人类传递相互关爱温度的载体

有一种感动叫 “医生的守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