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选择学医开始， 每到一个地方， 我都喜欢
参观当地的医院； 每到一家医院， 我都喜欢寻找
那些让人感动的细节。

还记得第一次去广东省中医院时， 给我印象
最深的是住院部的四楼。 这里竟是一座空中花
园。 藤蔓植物傲然生长， 连小花小草也不甘示弱
地展示着自己的风姿。 石凳、 凉亭、 水池巧妙交
错， 设计者的用心似乎无处不在。 我的母亲曾在
这家医院住院。 每天清晨， 我都喜欢搀扶着她到
空中花园散步， 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还记得病房
走廊里有很多盆景， 每间病房都挂着风景画， 让
我们仿佛置身于宾馆， 而不是医院。

这么多年过去， 我永远无法忘记在手术室门
口塞给主诊医生的 500 元钱红包， 第二天就变成
了写着母亲名字的住院押金单。 那时我才相信，
入院时收到的那封 “院长致患者的一封信” 中提
到的 “不收红包”， 不是一句客套话， 而是他们
医院文化的一部分。

北大深圳医院也给了我深刻的印象。 在住院
部和门诊二楼之间的回廊里， 挂着一幅幅该院医
务工作者拍摄的摄影作品， 有雪域高原、 乡村风
景、 医疗一线……精致的装裱， 感人的画面。 短
短的回廊， 却让人久久不愿离去。

佛山市中医院是我停留时间最短的医院， 只
是一个晚上送病人转院到了那里。 总共停留了不
到 20 分钟， 这家医院却在我脑海里有了鲜明的
底色。

还记得那里一路的无障碍通道， 就医路标指
引详细， 中英文结合， 一目了然。 电梯的按钮上
有楼层、 科室， 电梯墙上还有定期更换的特色科
室介绍； 有些文字凸出来， 满足盲人朋友使用需
要。

病房走廊是淡蓝色的防滑地板， 墙上挂着科
室宣传栏， 很详细， 也很精美； 病房与病房之间
的墙上， 挂着古代名医的名言警句， 人文气息扑
面而来。

可以说， 医院文化建设任重而道远。 但那些
已经感动了我的文字、 绿荫和其他细节， 相信一
定可以感动更多人。
作者： 叶春芳 （广东省紫金县人民医院外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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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 6 月 ， 杨志波从湖南
中医药大学毕业后， 凭借优异的成
绩留校任教 。 1986 年 ， 他成功考
上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湖南省中医院） 原院长欧阳恒教
授的研究生， 后又跟随湖南省中医
外科名家肖梓荣教授读博， 从此专
攻中医皮肤科疾病。

“从高中毕业， 到农村生活，
再走进大学 ， 我们那代人对于知
识有十分迫切的需求 ， 所以一直
以来 ， 都有要好好学习 、 认认真
真摸爬滚打的信念”， 湖南省中医
院皮肤科主任医师 、 湖南省教育
厅中医外科学科带头人杨志波注
重病与证结合 ， 中西医贯通 ， 擅
长治疗银屑病 、 湿疹 、 荨麻疹 、
红斑狼疮等皮肤疑难病及前列腺

炎等男性病。
有一位来自湘西的女性患者，

患慢性荨麻疹 3 年， 全身皮肤反复
出现风团、 红斑， 以及难以忍受的
阵发性剧痒， 使得患者痛苦不堪，
曾用过多种西药治疗， 虽服药期间
可以勉强控制症状， 但一停药就复
发。 杨志波接诊患者后， 认为是血
热风燥引起， 便以凉血消风汤加减
治之， 每日 1 剂。 没想到， 困扰了
患者近 3 年的 “心病”， 在杨志波
精心治疗 1 个月后就基本痊愈了，
且半年来一直没有复发。

长沙 20 多岁的小 伙 子 刘 亮
（化名） 坚持健身半年多， 随后头
发竟大把大把地掉落， 出现严重脱
发的现象， 追求 “型男” 外表的刘
亮苦恼不已。 杨志波接诊后分析，

像刘亮这种因健身引起的脱发， 医
学上叫做雄激素性脱发， 是一种多
发于中青年时期的毛发进行性减少
的疾病 ， 也被称为脂溢性脱发 。
“运动健身特别是频繁、 大量进行
运动， 会让人体内雄性激素水平长
时间保持在高位， 导致或加剧脱发
症状。” 杨志波说， 随后为刘亮开
出了桑白枇杷膏、 生发止痒膏等特
色药， 并根据中医经络循行理论，
配合梅花针、 滚针疗法， 以局部针
刺调节人体六阳脉气血运行， 达到
通经络、 活气血的作用， 从而增强
患者头皮毛囊血运和毛囊营养供
应， 达到生发效果。

在学生和下属的眼里， “业精
于勤、 学高为师、 德高为范” 三句
话是对杨志波最好的概括 。 2014

年冬天， 一位患有多年聚合性痤疮
的 16 岁女孩从省外慕名而来， 坐
火车到长沙已是晚上， 她一定要请
杨志波看看。 而此时， 杨志波因耳
后淋巴混合瘤肿大刚做完手术几
天， 还未出院。 了解到女孩的情况
后， 杨志波毫不犹豫， 当晚就在病
房为女孩看诊， 而此时他的头上还
缠着尚未拆掉的绷带。

杨志波以实际行动展现了当代
医生心系患者、 爱岗敬业、 勇攀高
峰的精神风貌 ， 诠释了 “敬佑生
命、 救死扶伤、 甘于奉献、 大爱无
疆” 的职业精神 。 在 2019 年 8 月
举行的湖南省首个 “中国医师节”
庆祝大会上， 杨志波荣获 “湖南好
医生” 荣誉称号。

本报通讯员 陶艳 罗丹

业 精 于 勤 德 高 为 范
———记湖南省名中医杨志波

人在这世间， 角色总是
不停地转换。 十八年来， 我
是患者的医生， 而这五天里，
我是医生的患者。

“哎， 得住院了， 你看
这几个问题， 都是门诊不能
解决的……等住进去再慢慢
跟你讲。” 在就诊的浙江大学
附属医院， 我碰到了门诊医
生季师姐。

手术时间约到了 5 天后，
我觉得好生煎熬， 也有些莫
名的紧张。 同事安慰说 “腹
腔镜手术就跟我们做个普通
起搏 、 做个电生理那么简
单。”

当时深以为然， 但事实
并非如此。

手术由林师兄主刀。 朝
霞同学跑来宽慰说： “别担
心， 林师兄的手术刀快且准。
全麻也不怕 ， 睡一觉而已 。
你排在下午第一台， 安心安
心。”

隔壁的病友， 分别是两
天前手术的 7 床和三天后手
术的 9 床， 很热情。

7 床趁着我用酒精棉球
擦遍床头柜的时间， 热心又
详细地介绍了手术要准备些
什么、 术后感受如何……并
在林师兄出现在门口时第一
时间介绍。

一个可爱的规培医生给
我做的问诊， 边问边写， 十
分钟就完成了大病历。

住院医生做的体格检查，
有条不紊。

一天下来， 术前检查和
术前准备， 感受了不同医院
的 “文化”， 自助、 有序且高

效， 而安心是内
心最大的感受。

第一次深刻
体会到对于患者
来说， 护士非常
重要。 接诊、 宣
教、 输液、 测生
命体征 、 吸氧 、
红外线照射、 雾
化、 询问、 搭建
与医生沟通的桥梁……整个
住院期间接触最多也最让人
觉得温暖的就是护士了。

手术日 。 早上自然醒 ，
在手机里查看了前一天做的
检验单， 妥妥的。 洗了头发
吹干， 正打开电脑准备码字
……

“8 床， 轮到你了！”
“呃 ， 不是才 10 点半

吗？ 我家先生还没来呢！ 半
小时就到， 能等等不？”

“不行呀……”
手术前， 摘了眼镜之后，

整个世界瞬间混沌了。
隐约看见手术准备间的

墙上写着： 手拉手， 温暖跟
我走。 手术室护士果然拉着
我的手走进长长的手术走廊，
空气颇有些冷， 但手很暖。

傅同学亲自做的麻醉 。
右手被宽松固定着， 隐约有
药水漫过血管略刺痛的感觉
……沉沉地， 睡了一场。

后来听到有人唤我名字：
“快醒来， 回病房了！”

手术结束了吗？ 怎么没
觉得疼？ 怎么什么也不知道？
也许马上就要疼了， 我最怕
疼 了 ！ 管 不 了 那 么 多 了 ，
“让傅同学给我用止痛泵！ 止

痛泵！” 我喊道。
加了止痛药后， 痛是可

熬的， 但全麻的吐， 却是翻
江倒海而来。

我躺在床上想， 以后给
患者麻醉的时候我一定更温
柔些， 更透彻些， 虽然起搏
手术只是局麻。

“别躺着了， 快起来活
动呀！” 次日下午， 32 床来看
我了 ， 我们同一天手术的 ，
她恢复得真快。

好， 我起来。 可是， 肚
子疼 ， 胸廓疼 ， 季肋部疼
……

混沌数日， 终得精神可
以码字。

最近， 又听到几例医患
矛盾升级的新闻， 作为医生，
还能相信吗？

其实， 医生待患者， 无
关乎是否认识， 无关乎病情
轻重， 无关乎 “贫富贵贱”，
他们都是用尽心力去救治的。
请患者们一定相信！

从此， 我要继续努力做
个好医生。 若假以时日， 不
巧再当患者， 一定还做个信
赖医生的好患者。

作者： 心内科医生 何浪
来源： 夏与何谈心脏

当医生变成患者后……关于医院的记忆，
最打动我的是对人的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