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幅画由英国风俗画家弗雷德尼克·
丹尼尔·哈蒂于 1863 年创作。 画中有 6
个小孩， 他们正在玩着扮演医生的游戏。
画左边的一个小女孩躺在椅子上装作生
病的患者， 另一个孩子像医生一样正在
给她诊脉； 中间两个孩子一本正经地用
研钵和研杵“捣药”； 右边爬上椅子的小
孩打开了药柜， 把不知什么液体倒在杯
子里， 另一个帮忙扶着椅子并伸头打探
是否有人进来。 孩子们已经将家里翻了
个底朝天， 门外回家的大人可能会为孩
子们可爱的行为感到啼笑皆非。

这幅画创作于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 当时英国社会已经经历了第一次工业革命， 社会各方
面都在进步， 这幅画从侧面反映出医学已经深入到了普通阶层， 甚至是小孩子间的游戏玩耍，
受到群众的推崇。 编者： 王斌全 王磊 来源： 《名画中的医学》

一个慵懒的春日， 星期六， 我在一家中文
书店的音像区， 无意间拾起一本泛黄的 CD，
它由有着 “台湾跨界音乐与身心灵音乐第一品
牌” 之称的风潮唱片公司发行， CD 名字浪漫
而富有诗意———《遇见米拉拉》。 封面上， 一个
女孩身着素雅紫色亚麻裙， 正羞赧地低着头，
将一抹浅笑揉进纤细的双手， 一旁几行文字写
着———“疗伤系音乐家米拉 （本名林慧玲） 的
爱与希望， 一个女孩的心灵成长故事， 献给所
有遇见的纯真与梦想”。 一种久违的温暖扑面
而来……虽然这年代已经很少有人用 CD 来听
歌， 但我还是忍不住将它买了下来。

回家一试听， 果不负期待， 旅程、 那年夏
天的海、 摇摆的黄围裙、 鸟儿巴娜娜……十首
钢琴曲自然灵动地从米拉的指间滑落， 倏地，
就落在我的心房， 心情瞬间明亮……直到后来
翻看随附的小册子才了解到， 米拉创作钢琴曲
的背后有着一段特殊经历， 又不禁被她身上的
纯粹、 坚强、 勇敢所深深打动。

四年前， 米拉碰上人生中最大的关卡。 一
场肾病让她的肾脏失去原有功能， 但所幸她成
功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 在家人、 朋友、 医生
的细心照顾及乐迷们的长期关怀中， 她重生了。
对此， 米拉对生命充满了无限的感激感谢， 而
这本 《遇见米拉拉》 也顺时而生， 它和米拉交
融在一起， 共同奏响了一曲曲生命之歌。

米拉和乐迷们分享了她住院期间的心路历
程， 由此也带给大家关于生命、 自由以及希望
的思考。

CD 中有一首名叫 《鸟儿巴娜娜》 的曲子，
它的创作灵感源自米拉生病忌口的经历， 她写道：

住在医院时， 护士菀鸿请我帮她画一幅
画， 她刚搬了新房， 想挂一幅色彩缤纷又有生
命力的画。 我莫名地就画了一堆 “香蕉花”，
后来才明白， 前些年肾病的日子里禁食香蕉，
解禁后， 我不假思索地画出了第一个渴望。

记得手术后第一件事， 就是请看护帮我买
串香蕉， 吃着它时， 内心说不出有多满足。 生
病期间， 除了吃的期盼外， 内心更渴望自由与
飞翔， 心灵与身体的全然释放。 于是， 鸟与香
蕉成了与画面结缘的娇客， 在我心里， 鸟儿巴
娜娜， 或许是只浴火凤凰， 也是守护我与家人
的大天使。

另一首钢琴曲 《花语》 背后也有一个美丽
故事， 她如是写：

住院时， 我买了两枝桔梗插在废弃的营养
海绵里， 海绵是朋友送的花谢掉后留下的。 我
每天都和它们说话， 谢谢它们陪着我。 我看着
它们含苞开放， 居然长达三个星期之久， 直到
我出院， 它们依然抬头挺胸不枯萎， 我心疼地
将它们带回家， 两天后， 它们就像完成使命般
地凋谢了。

回想起来， 心中仍是充满感谢。 每每心中
涌起不友善的情绪， 就会想起它们曾给我的感
动， 就会学着它们挺起背脊面向阳光。 肾移植
后， 更懂得爱惜生命。 想到另一个人的生命因
我而延续， 更感到珍惜。 写下这首 《花语》，
是为了谢谢这两株陪我度过黑暗的桔梗， 也是
我想对着所有病友说的话， 走下去， 需要勇气
和信心， 但， 让我们一起， 走下去！

合上 CD， 我想我聆听到了一个柔软又坚
强的女孩的小心事， 也读懂了她温柔而坚定的
心语： 活着的每一天， 都要珍惜生命， 重视健
康， 感恩遇见。 即使身处逆境， 也不要放弃寻
找生活中的小确幸， 那些并不完美的小插曲，
终会汇成你独一无二的印记。

何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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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 76 岁的林奶奶
因便血、 身体消瘦近两个月来
到医院肛肠科就诊， 结果诊断
出直肠癌， 综合评估她的身体
状况后， 医生认为通过手术可
以切除肿瘤。 手术前， 林奶奶
被告知需要进行一轮肠镜检
查， 但检查的当天林奶奶十分
紧张， 换了 2 位医生检查才得
以完成， 事后她说： “以前自
己很少做肠镜， 因此非常不适
应。” 说起肠镜， 很多人都有
相似经历， 肠镜检查真的很吓
人吗？ 它的 “痛” 点在哪？ 如
何摆脱恐惧 ， 顺利完成检查
呢？

人类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
满恐惧， 要消除这种恐惧感，
我们首先要对事物有一个充分
的了解。 对于普通人来说， 肠
镜检查可以帮助我们预防肠
癌， 而像案例中林奶奶这样确
诊的直肠癌患者， 如无明显禁
忌症， 医生常规上也提倡在术
前行肠镜检查， 这对确保手术
效果， 提高患者生活质量极为
重要。

具体而言， 术前肠镜可以
协同直肠指检进行肿瘤定位，
帮助医生确定最合适患者的手
术方式； 可以筛查大肠有无其
他部位癌变 ， 以免手术不彻
底； 可以进行对症治疗， 例如
肠癌出血以及发现大肠息肉等
病变时， 必要时在肠镜下可予
以治疗； 对于伴随严重肠梗阻
的患者， 为避免二次手术， 可
先放置肠道支架予以减压， 待
状况改善后切除肿瘤。 但是，
对于伴有中毒性巨结肠、 肛门
化脓性炎症、 腹腔慢性炎症至
腹腔内广泛粘连、 急性弥漫性
腹膜炎、 严重腹水、 妊娠、 出
血性疾病以及严重的心肺功能

不全的患者， 需要慎重考虑肠
镜检查。

了解了肠镜检查的必要
性 ， 我们再来看看检查的过
程。 检查过程会不会对人体产
生损害呢？

肠镜检查是经肛门将肠镜
循腔插入至回盲部， 从黏膜侧
观察大肠病变的过程， 是一项
成熟且广泛普及的侵入式检查
技术， 相关的不良反应是可以
防控的。 由于需要充入适量气
体以扩充肠道方便入镜观察，
患者在生理反射下会产生腹部
胀痛感， 属正常生理现象， 但
腹痛若持续不缓解需及时告知
医生以防意外发生。 另外， 很
多有便血的患者担心检查会加
重出血， 对于这种情况， 内镜
医生会予以评估是否需要镜下
止血， 同时肠镜检查结束后会
予以留观 ， 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 不必过分担心。

对肠镜检查感到排斥和恐
惧， 还有一种可能是由心理原
因造成的。 比如有些年纪偏大
的人会说， 我的体质不耐受，
因此不能进行肠镜检查。 事实
上， 医学上对于肠镜检查是不
存在 “耐受体质” 一说的。 患
者出现严重不适体验的主要原
因是思想包袱过重， 需要克服
心理障碍 ， 积极配合医生治
疗， 才能尽量减少不适体验。
心理方面， 可以在专业的心理
医生、 心灵关怀师指导下进行
呼吸放松训练， 就像产前的呼
吸训练一样， 通过呼吸带动身
体紧张松弛的律动， 这样的训
练有助于调节身体紧张度， 更
利于其配合医生更快速、 身体
更小痛苦地完成肠镜检查。 放
松呼吸法众多， 针对林奶奶的
情况可考虑： 深吸气缓慢数三

下， 快速呼气， 如此反复， 直
到检查完成， 具体的训练方式
还需针对具体情况由专业人士
指导。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在做
肠镜的过程中， 如果能为患者
放一些轻柔的音乐， 对减缓疼
痛的效果更好。 包括音乐放松
在内的音乐治疗是心灵关怀常
用的方法之一。 一方面可以帮
助患者转移注意力， 减轻对肠
镜疼痛感的关注 ， 另一方面，
有助于患者伴随轻柔的音乐放
松心情， 起到镇静的作用。 研
究显示， 音乐疗法对人们的心
理健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可
使患者减轻痛苦 、 焦虑和压
力， 改善情绪状态， 获得心理
健康。 同时， 医生在与患者解
释及安抚的过程中， 言语温暖
轻柔， 表情和善亲切， 或在患
者允许的基础上， 进行友好的
身体接触 （比如抚摸患者背
部） 等， 都能帮助减轻疼痛。

最后， 患者做肠镜前应了
解有关注意事项， 为正式检查
做好充足准备， 就不会感到紧
张无措：

1. 检查前一天不要吃富含
纤维的蔬果， 检查当天禁食。
2. 按医嘱进行肠道清洁， 口服
药物清洁肠道者， 服药后要多
饮水， 最后排出大便呈清水或
淡黄色， 无粪渣， 为最佳的肠
道清洁效果。 3. 检查前需做心
电图和凝血功能等检查。

相信只要科学积极地配合
医生 ， 肠镜检查将不再是噩
梦， 而能真正成为守护患者健
康的一种适宜医疗手段。
指导专家： 湖南省肿瘤医院结直
肠外科主任、 主任医师 胡英斌
心理咨询门诊 心灵关怀师 童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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