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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藏在名画中的杀局——— 北漂90后小医生远程指导妈妈就医———

清明上河图密码
□ 冶文彪

不就是看个病吗
□ 赵雅楠

42 1
《不就是看个病吗》，

这是一位年轻医生眼中的人
和事，也是中国社会医患问
题的浓缩，能够切实指导身

处异地的儿女帮助家乡的年迈父母顺利
就医，恢复健康。

赵雅楠，90后，为医而生，北京某三
甲医院小大夫。

预检：哪儿疼挂哪科，再也不用担心
挂不准号了

大部分人一进医院，基本上两眼一
抹黑，既听不懂导医台护士的忠告，也找
不到要去作检查的科室。就说这最关键
的第一步，身体哪块儿病了，在情急之下
都描述不清。

当然，这急坏的可不只是患者，还有
我们医院的玲姐。

玲姐是我们医院有名的美小护，集
高智商与高情商于一体，说话、办事特别
利索，一秒钟蹦两三个字是她的工作常
态，常年镇守在导医台这个患者必争的

“风水宝地”，从早上六点半就要三头六
臂，开始眼比手快、手比脑子快地交通指
挥，分流患者，答疑解惑。

遇到头疼脑热的，直接左手一指“往
左出医院，直走20米去发热门诊”；遇到
外伤骨折的，直接右手一指“直走5米去
急诊”；来个慢性病的，一边听患者描述，
一边让患者填单子。以玲姐的应变能力，

同时回答三五个患者的问题那都不是事
儿，只不过患者常常抢问，还要求玲姐抢
答，这就使得玲姐经常被次序问题烦扰，
不知如何是好。

就说这“挂哪科”的问题，有的人来
得晚，但思路清晰、嘴皮子麻利，只喊一
句“我胃疼”，玲姐想都不带想地说：“挂
消化内科，前方挂号，后上四层门诊。”

有的人忸忸怩怩，半天才蹦出几个
字儿 “我怀孕了”，玲姐也是处理得游
刃有余，直接说：“要孩子的去产科，不要
孩子的去妇科。”答得干净利落，就是旁
人只看挂号便能判断出女子的意愿，真
是隐私全无。

要说最麻烦的，莫过于这样一种人，
来得早但啰啰唆唆：“大夫，我前天这里
疼，这两天疼的位置靠下了。”玲姐瞪大
了眼，听患者描述得云里雾里，疼的位置
硬是从乳房指到了肺，接着从肺下移到
了胃，急得玲姐忙问：“你到底什么症状
最重？乳房疼就挂乳腺外，肺不舒服就挂
呼吸内，胃疼直接挂消化内，如果都疼，
就直接挂急诊，然后请大夫会诊。”

这下可好，此言一出，惹得患者及其
家属各种不快。患者心想，凭什么那个胃
疼的是后来的，你给人家肯定句；我们先
到的，你却给我们来了个选择题，让我们
四选一，这还有没有王法，凭什么后来者
优先？

但这还不是最棘手的，最棘手的是

完全语言不通。有一次，一个印度患者说
着印度风味的英语，对着玲姐又唱又叫，
手舞足蹈地表达病情。玲姐瞪着眼不知
所云，见到我从旁边经过，赶紧拖来充当
翻译。

我看了看这三个印度人，根本分不
清谁是患者谁是家属。当我用英语问他
们哪里不舒服时，那个手舞足蹈的男人
仅仅甩给我一个词“infertile”(“infertile”一
词既有贫瘠之意，也有不能生育的意思)。

咦，这不是“贫瘠”的意思吗？我看他
们发育还都挺好，没有贫瘠啊，可是他一
直非常着急地在我的头顶比画着，有那
么一瞬间，我以为自己豁然开朗了：两个
男士个个一米八开外，只有一个女士略
与我平齐，莫非对于他们来说长成我这
种身高就算是贫瘠？

于是，我恶狠狠地在纸条上写下了
“内分泌科——— 生长发育门诊”，然后告
诉他们把这个纸条给挂号处就行，继而
愤然离开……

这一幕可把玲姐逗坏了，玲姐说，早
些年，她当急诊护士的时候，上的是24小
时的班。一天清晨，她刚准备下夜班，就
被一个表情痛苦的男人拦住了。男人一
站定，二话不说开始脱裤子，吓得玲姐以
为遇到了“露阴癖”，差点给精神科的老
师打电话。结果男子张口说：“大夫，我
痒。您这是急诊救急，先给我止止痒
吧！”

“他费这些周章做什
么？那些人死在一处和分开
死有什么分别？”

“大有分别。若是死在
一处，一看便知黄岐、云戴与他都已
和好。他若将最后那幅合力之作上
交，自然会让人生疑，极易瞧破此乃
为独占名利而杀人。而将诸人分开，
情势如旧。他再烧掉那三轴画稿，将
三人合稿卷尾名字用仙鹤隐去。等刘
殿头您来取画，寻不见三轴画稿，他
再趁势将那三人合稿呈上。这画稿今
世无双，官家料必也会赞叹。这名利
便尽归他一人。”

“可他却也死了。”
“这是最可惊可笑之处。七人都

死了，只有他一人活着，凶手当然便
是他了。为了藏匿凶迹，他自己也服
下少量毒药，只要保住不死便可。可
他又并非医者，这分寸哪里把得精
确？他恐怕是喝得略微多了些，毒药
入腹，发作起来。八个人中，唯有他
房中有呕吐秽物。那疼痛烧灼自然极
难忍受，他受不得，忙去抓桌上茶
壶，可惜茶壶里水恐怕不够，茶壶也
跌碎在地。

“人到那生死之际，能想的唯一
之事便是保命。为此，他奔到侧院井
边，急急去打水。可剧痛之下，手脚
皆软。他没吊上桶来，反倒被水一

坠，失足落井……”
蔡氏自恨难解；崔秀知杀父真相
——— 清明正午
蔡氏坐在娘家磨坊棚子下，河里

闹声如雷，她却一点瞧的心思都没
有。

她摸了摸怀里那包砒霜，心里麻
乱不止，再坐不住，准备去后院跟爹
说一声，便回那艮岳宿院，准备下
手。可才起身，她娘便回来了。大日
头下跑了一趟，她娘有些疲乏，面色
干枯，一缕头发从鬓边溜下，被汗水
粘在额侧，发梢竟已灰白。瞧着那缕
头发，蔡氏心里忽然无比难过。娘也
曾如桃花一般娇艳，到如今却已被挫
磨成了一束枯草。蔡氏眼睛一酸，眼
泪险些掉落，她不愿被娘发觉，忙侧
转了身子。

“如今你连正眼瞧我一下都不愿
了？”她娘坐到了对面的粗木长凳
上，强作说笑，语气间却透出许多倦
乏、伤怜。

“眼里落灰了……”她忙揉了揉
眼，这才勉强笑道，“我得走了，怕
那些匠师们回得早，要茶要水的。”

“女儿，娘刚才在路上一直在琢
磨，有些话娘还是得跟你说。”

“说啥？”
“那几个匠师，你是真心愿意服

侍，还是有啥别的心思？”

“我能有啥心思，接了人的钱串
子，不服侍人，难道反倒叫人服侍？
你没给我生那娇贵命。”她心里暗
惊。

“我们母女斗了这些年的气，今
天娘不愿再斗了。你就容娘多啰噪几
句。娘一辈子百般的不遂心，这些时
日，静下来想了想，才明白，遂不遂
心，都在自家。你若始终强扭着心，
那事事物物都扭着，哪里能遂心？好
比一面铜镜，若是扭斜着，能照见端
正的好影儿？娘若不是始终硬梗着心
肠，哪得那些气？”

“明白就好。明白了，便能和爹
和和气气过几天顺心日子。”

“娘明白了，你也该明白明白。”
“我明白啥？”
“我那外孙，你那儿。”
“你说啥？我不明白。”
“你是他娘，我是你娘。都是做

娘的，哪里能不明白这里头的苦和
难？那孩儿自小得那病症，磨了你那
些年，又没丝毫盼头，只能苦挨。虽
说是做娘的，可也是人啊。是人，便
会累，便会厌，想甩下挑不动的重担
逃开。女儿啊，你得记住，得明白，
你从没真盼过儿子死，你只是太疲太
累，想躲口气。”

蔡氏听了，如同一道霹雳裂穿了
头颅。

□ 本报记者 王磊

俄罗斯世界杯近在咫尺，许多挚爱的面孔
却已经提前告别：贝尔领衔的威尔士队，罗本领
衔的荷兰队，桑切斯领衔的智利队……幸好，这
个时代最具号召力的两名球星没有失约，10月
11日凌晨，世预赛展开最后一轮争夺，梅西领衔
的阿根廷队和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顺利杀入世
界杯正赛。

世预赛，总是有人欢喜有人忧愁。一边是只
有32万人口的小国冰岛，不可思议地力压克罗
地亚、乌克兰和土耳其，以小组第一杀入世界
杯，阔别世界杯28年之久的埃及队和阔别世界
杯12年之久的波兰队都回来了。另一边则是“无
冕之王”荷兰队、连续两次拿下美洲杯的智利
队、连续参加七届世界杯的美国队，一一挥别俄
罗斯。

如果说世界杯没有了罗本、斯内德、范佩
西，球迷们还可以接受的话，毕竟荷兰队去年就
已经缺席欧洲杯，但是若没有了C罗和梅西，就
会让世界杯失色不少。在10月11日凌晨之前，这
样的担心的确存在：C罗领衔的葡萄牙队尽管
拿到了8场胜利，却屈居于瑞士之下，只有生死
战胜出，才有机会杀入正赛；梅西率领的阿根廷
队处境同样不利，只有取胜才能确保附加赛资
格。

不过，刚刚入围2017年金球奖的两位超级
巨星，并没有给冷门任何机会，双双以胜利者的
姿态昂首挺进俄罗斯世界杯。

心里的大石头最先落地的是C罗。在过去
的两年时间里，葡萄牙超级巨星年过而立，却达
到了职业生涯的新巅峰。尤其是在2016年，C罗
帮助葡萄牙队成功夺得欧洲杯，让世人刮目相
看。此外，C罗还带领皇马从巴萨手中抢回了西
甲冠军，并实现了史无前例的欧冠两连冠要想
成为球王级别，C罗还需要一座世界杯。

生死决战，C罗并没有像2014年世预赛对阵
瑞典队时那样上演帽子戏法，反而丢掉了一次
近在咫尺的单刀球机会。C罗的作用依旧不容
小觑，C罗的每一次参与进攻，都会扰乱瑞士队
的防线。葡萄牙队的第一个进球，是C罗禁区内
的抢点，逼迫朱鲁将球顶入自家大门。葡萄牙队
的第二个进球，是C罗禁区内吸引两人防守，给

了席尔瓦射空门机会。最终，葡萄牙队2：0击败
瑞士队。

以不是主角的方式带领葡萄牙队杀入世界
杯，虽然少了聚光灯的闪耀，但C罗并不懊恼，
毕竟他还有世界杯的正赛舞台可以展现自己的
能力。若是只为一己私利导致葡萄牙队无缘世
界杯，C罗即便赢得了进球，也不会开心。

相比于C罗而言，梅西的生死战更为艰险，
但梅西的表现足够伟大。阿根廷最近连战连平，
让梅西站到了风口浪尖上，“大赛软脚虾”的质
疑声随之而来。对此，梅西选择了用行动回击，
国家队生死战的帽子戏法，比起以往在西甲赛
场的砍瓜切菜，更让人印象深刻。

阿根廷队近2次客战厄瓜多尔高原主场均
落败，上次客胜还是2001年。阿根廷队的开场堪
称噩梦，开场39秒就丢球。但随后的时间里，梅
西完成大爆发：第12分钟，迪马利亚低传回中
路，梅西禁区内捅射入网。第20分钟，迪马利亚
前传，梅西断球突入禁区后爆射破门。第62分
钟，梅西在禁区边缘搓射吊过门将入网。阿根廷
队最终3：1取胜。

阿根廷队能够直接晋级世界杯，还要感谢
“死敌”巴西队。提前出线的巴西队并没有放水，
凭借保利尼奥和英格哈姆的进球，3：0击败智利
队。此役，智利队输球后，无缘世界杯。此外，帮
助阿根廷队的还有秘鲁队和哥伦比亚队，两队
联手打平，给了阿根廷队上升至积分榜第三名
的位置。

至此，世界杯32强已经诞生23强。亚洲区：
伊朗、日本、韩国、沙特；欧洲区：俄罗斯（东道
主）、法国、葡萄牙、德国、塞尔维亚、波兰、英格
兰、西班牙、比利时、冰岛；南美区：巴西、乌拉
圭、阿根廷、哥伦比亚；中北美区：墨西哥、哥斯
达黎加、巴拿马；非洲区：尼日利亚、埃及。

附加赛名额也已经诞生，12支球队竞争6
个出线名额：南美区秘鲁对阵大洋洲区新西
兰；亚洲区澳大利亚对阵中北美区洪都拉斯；
欧洲区则有瑞士、意大利、丹麦、克罗地亚、
瑞典、北爱尔兰、希腊、爱尔兰八支球队，争
夺四个名额。

此外，还未打完的非洲区预选赛还将诞生3
个出线名额，突尼斯、塞内加尔出线在望，摩洛
哥和科特迪瓦死拼一个名额。

□ 祁春风

未识张丽军教授时，知道他是勤奋的学者、活跃
的文学评论家，是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年轻有为的
副院长。在山东大学温儒敏老师的讨论课上初见他
时，却让我有些惊讶，他讲话那么深情款款，有时几
乎眼中噙泪，这与当下讲究冷静、客观的学者们迥然
不同。后来我来山师工作，对张丽军教授有了更深的
了解，才明白他的才情源于深情：学术道路的选择源
于中学时代孕育的文学情结，笔耕不辍的学术探索
源于情深意长的乡土凝望，有温度也有深度的文学
评论源于同代人的情谊和感同身受。

乡土是张丽军的根和人生来路，也是他从事学
术研究的动力和灵感源泉。读硕士时，张丽军选择

“生态文学”作为研究课题，他以一个人文学者的方
式，从自然生态危机深入到生态文学所显现的精神
生态危机之中，表达了自己对自然、乡土和人类精神
的关怀。读博士时，张丽军进一步涉足乡土中国的基
本文学问题，他的博士论文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农
民形象入手，但没有局限于乡土文学的研究框架，而
是全面剖析了各种文化政治力量对于农民的不同审
美想象，审视和挖掘农民形象背后乡土中国现代化
道路的选择和意义。怀着强烈的乡土情愫，他来到山
师文学院工作之后，继续深化着相关研究，出版了

《乡土中国现代性的文学想象》《“样板戏”在乡土中
国的接受美学研究》《“当下现实主义”的文学研究》
等多部著作，发表了许多重新阐释鲁迅、沈从文、赵
树理等现代文学大家以及解读贾平凹、赵德发、刘玉
栋等当代重要作家的学术论文。

张丽军的学术成长得到了很多恩师益友的指导
和帮助。感恩是张丽军的口头禅。他念念不忘曾经裨
益自己人生和事业的“导师”们，包括中学时触动他
奋进的几位老师，当年对他耳提面命的硕士导师刘
雨先生、博士导师逄增玉先生，工作后提携帮助他的
朱德发、吴义勤、魏建、李掖平等山师诸位先生，还有
其他许多前辈和同辈学人。张丽军以先生们的高贵
精神浇灌自己的心灵，敬重他们的人品和学问，也遵
循着他们有益的教导，推陈出新，取得了很多有影响
的学术成果。同时，在转益多师、求学问道的过程中，
张丽军不断开阔自己的学术视野，开拓自己的学术
领域。他在新世纪文学、“70后”文学、文学经典化等
当代文学前沿问题上都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学术贡
献。其中，对于“70后”文学，他十分用心，爱之切责之
深，不仅用访谈、对话、评论等等多种形式，以近10年
的时间孜孜不倦、深入研究，去推动“70后”文学的传
播和相关研究的发展，而且在研究过程中体味和领
悟着这些同辈作家的心灵痛楚与时代体验，深入分
析他们的精神困境和创作局限，推动中国当代文学
的经典化与世界化。

感恩之后是反馈和传承。张丽军着意把这些精
神力量和学术经验传递给他的学生们和我们这些青
年教师。他精心培育着一批又一批学生，给他们提供
最前沿的知识和最贴心的指导。张丽军教授指导的
研究生，被评为山师硕士研究生“学术十佳”；所带的
研究团队被学校评为“五导”十佳团队。张丽军从“导
师”们那里汲取了激励人生和攀登学术高峰的精神
力量，也以同样的热情和理念来教书育人，这正是人
文精神的传承。

这个时代最具号召力的两名球星没有失约

“梅罗”齐聚的世界杯更有看点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优酷和快乐全球联合出品、定位于“全
球首档孩子与狗爆笑成长挑战秀”的热播综艺
节目《小手牵小狗》，将于10月17日收官，该
节目在青岛平度市茶山风景区和泰山进行拍
摄，累计播放量已近6亿。日前，节目嘉宾罗
志祥接受媒体微信群访。

跟五个孩子和五条狗一起生活

《小手牵小狗》是国内首档萌娃萌宠成长
挑战秀。节目的故事背景是，远离城市喧嚣的
梦幻之地，有个美丽的小乡村，村里有座漂亮
的大院子，院子里住着五只小狗狗，它们想成
为英雄犬。然后它们等来了道格师傅罗志祥和
他的五个小助手来帮助它们实现梦想。节目中

的村子其实就位于平度茶山，在节目中名为
“道格小镇”，而风景区还专门为节目拍摄搭
建了一座800多平方米的漂亮的大院子，叫
“道格小屋”。五个性格各异的小朋友与五只
不同品种的小狗，脱离父母照看范围，在道格
小屋与“道格师父”罗志祥及每周不同的飞行
嘉宾一起度过愉快的周末。这期间，小朋友们
需要完成将小狗训练成工作犬的任务，与萌宠
们相伴成长。

此次参加节目，又要带娃又要带狗，对于
“孩子王”罗志祥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接受
采访时他表示，接这个节目的契机是因为他很
爱狗也很喜欢小孩子，“但当他们全部都聚集
在一起的时候，想要控制真的非常难。很多的
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就很佩服我，有这样的一个
能力能够控制好他们，我听到这个赞赏也蛮开

心的，因为这档节目的确很难，很辛苦。”
《小手牵小狗》以童真的视角作为切入

点，萌娃与萌宠在综艺行业的首次牵手，似乎
让我们回归了恬淡、淳朴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成长的意义，继而重新审视自我，成年人也似
乎能在节目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

罗志祥认为，这档节目可以让小朋友提前
学习独立，也让他们学习到什么叫做责任感。
“参加这个节目还蛮开心的，因为小朋友有时
候对你表达爱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就会有充
满了爱的感觉。”

不同时间变换不同角色

歌手、舞者、主持人、演员，罗志祥多栖
发展，每一项都成绩不俗。被问及最偏重哪个
身份时，罗志祥说：“每一个的掌声和笑声都

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都会尊重每一个角色。今
年我是以综艺为主，明年我就会以当演员为
主，到明年的年底我就会当回歌手。其实就是
在不同的时间变换不同的角色。”

从《2017快乐男生》的召唤师，到《极限挑
战》的“极限三精”再到《小手牵小狗》的道格师
傅，罗志祥不断出现在综艺节目中，获得了众多
观众的喜爱。“有人问我，做这么多的真人秀，最
辛苦的是哪个节目？一开始我是说《极限挑战》，
但是《小手牵小狗》已经超过了《极限挑战》，这
是终极最强极限挑战《小手牵小狗》。”

相较于节目中逗趣的表现，罗志祥称私底
下自己很安静，话没有那么多，“综艺节目中
很开心，是因为大家很爱看我在综艺节目中的
表演。我本来就是看到有游戏的部分就会比较
开心，反差比较大。”

萌娃萌宠成长挑战秀《小手牵小狗》中升任道格师父，罗志祥———

让孩子学习什么是责任感



■ 齐鲁文化英才

张丽军：

深情而勤奋的人文学者

10月11日，悉尼，黛尔塔·古德莱姆出席慈善活动。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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