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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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3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腹

腔里装的器官大部分都是为
消化而服务的——— 胃和肠子
提供场地，肝和胰腺提供消

化液，所以，这些器官出了问题都可以
先挂消化内科。不过，具体情况具体分
析，要挂准号，搞清楚肚子里器官的位
置特别重要。

如果你刚刚成功摸到了胸腔，那么
没有肋骨保护的软绵绵的下方，就是腹
腔。腹腔的入口，正是胃。你看各种胃
药的广告，手捂的位置都特别到位，就
是在肚脐上一手掌正中的位置。这个位
置可谓“巨星”云集，不仅有胃还有背
后的胰腺；手掌的右上方是肝脏，左后
方有著名的血库——— 脾脏；手掌以下，
就是各种肠子缠绕，靠中心的是小肠，
大肠在四周环绕。整个肚子都为了消化
食物而辛勤工作，所以，肚子里90%的
慢性问题要挂消化内科。

如果是突发性肚子疼，除了看急
诊，还可以挂普外科。因为很多时
候，男人们打架，一脚飞起来，偏左
(此处左右是针对施暴的那人而言的，
是施暴者看的左右，以患者为参考
物，脾脏在患者自身的左侧，施暴者
在患者对面，朝右踢会造成脾破裂。
肝脏的左右同理 )可能踢得对方肝破
裂，正中有可能挫伤胰腺，偏右就会
脾破裂引起大出血，这些都属普外科

的范畴。
当然，在一些大医院，普外科又分

了小科，所以这些地方的疾病还可以挂
肝胆外科。

如果你捂胃的右手能映射到后腰，
那么指尖和掌根的位置就是左肾和右
肾。虽然很多男性非常愿意将肾疼转述
为腰肌劳损，狭隘的认知使得他们认为
肾有问题就是肾亏，但肾亏很明显是个
中医术语，在西医的字典里基本不存
在。我们的诊断课本里从没见过肾亏的
诊断，有的只是“肾炎、肾结石”。因
此，如果某天你尿液发生了变化，同时
后腰疼痛，就要考虑挂“肾内科”或者
“泌尿外科”。

至于再往下的位置——— 不用多说，
大家自有分寸。

笼统来说，若是浅表的皮肤问题，大
家都可挂皮肤科。

若深层点，大家还可挂泌尿外科。
而如果在要宝宝的事情上出现了问

题，非要男女有别一下，男性可以挂泌尿
外科，女性挂妇产科；如果夫妻俩一块儿
出现问题，共同挂不孕不育科也是不错
的选择。

听着我这一通总结，玲姐满意地笑
了：“小赵，你真该把这些总结打印出来，
在门诊门口发放，这样我上班就可以赛
神仙啦。”

分诊：最全面最清晰的医院科室清

单来啦
其实，真要让玲姐赛神仙，我这点三

脚猫的总结还不够。要想比人快一步，利
用电子产品来预约挂号，拼的还真不是
网速，而是常识。

打开各大医院的预约官网，无一例
外的都是颇为丰富的界面。不过，真正对
你有用的，是一个叫作“科室导航”的栏
目。大部分三甲医院的“科室导航”都很
醒目，官网的主页上就有。有的医院，科
室导航藏在“医疗特色”里，这都不是什
么大问题，你挨个点点看，看见“科室”两
字就点进去。

点进去的那一刹那，相信你已经惊
呆了，突然蹦出了几十个似懂非懂的科
室。比如，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共53个科室；解放军总医院，57个科
室；华西医院，97个科室；上海瑞金医
院，27个科室；全国最牛，没有之一的
协和医院，不算国际医疗部与体检中
心，光本部就有51个科室。

你要问“说这么多有什么用”？科
室多其实是一个医院“硬实力”的象
征，是区别一个医院“真好”还是“假
好”的重要条件。越正规越大的医院，
综合实力越强，科室越丰富，每个科室
的医生数量也会越多。

不过科室多，临床实力雄厚，倒让
患者发了愁，因为头疼科室两茫茫，不
思量挂哪科？

那年师傅给他瞧过那个
能立在珠子上的小楼，并说
他若制得出，便许他出师。
他屡试屡不成，丧气之极，

便丢下了。来这艮岳后，师傅画稿
时，不许打扰。他躲在自己卧房里，
想起珠立楼，忽又赌起气，便又开始
制作起来。尤其是心里渐渐生出那杀
意后，更觉着，至少在师傅死前让他
瞧一瞧，这个他笑了这么多年的徒
弟，一样能让小楼立到珠子上。

一个月下来，那栋小楼已大致完
成，还只剩一小半屋脊。他将那些小
木片全都削成筒瓦形状，而后用细毛
笔蘸了胶，一片片挨次小心粘到屋脊
之上。每粘好一片，都用细竹签裹着
白帕，将多余的胶水仔细拭净。全部
粘完后，他又用扇子轻轻扇干。这
样，小楼终于完工。虽然不足一尺
高，却用了三百多块小木件，每块都
极尽精微，费尽心力。

他端详了一阵，从自己包袱里取
出买好的那颗佛珠，用帕子擦得净
亮，放到桌子中央。而后他闭起眼，
长舒了一口气，这才轻端起小楼，将
底台中央的圆形凹洞对准佛珠，放置
稳当，细细感知手底平衡，微微细调
了许久，这才屏住呼吸，全身绷紧，
极轻、极慢，一点点松开了手。

小楼稳稳立住，静止不动！

他张大了嘴，一丝不敢动。过了
许久，小楼仍静立未倒。他抑住狂
喜，踮着脚，一步一步慢慢挪到门
边，轻轻拉开了门，小心走了出去。
走到师傅卧房门边，不敢出声，只用
指节轻轻叩门。半晌，师傅云戴开了
门，诧然望向他。

一刹那间，周耐似乎又回到七八
岁，初拜师的那个年纪。

师傅刚要开口，他忙用食指竖在
嘴边，轻嘘一声，随即拉住师傅的
手，全然忘了师徒避忌，牵着师傅慢
慢走向自己卧房走去。师傅竟也未再
出声，跟着他走了过去。到了卧房门
边，他悄悄探头一看，那楼仍立着！

他忙伸指示意，师傅侧过身子、
偏过头，朝里望去。一望之下，顿时
睁大眼睛，随即露出了笑，不是淡
笑，不是轻笑，更不是嘲笑，而是惊
喜之笑。那双眼望向他，眼里满是光
亮。

这光亮，他足足等了二十二年。
他顿时哭了起来。
功名利禄皆浮云，一入歧途难回

头
——— 清明傍晚
黄岐呆坐在画案前，心里翻腾不

息。
将才，他如愿将那对厨子夫妇调

离厨房，一起去自己的卧房搬床。他

急忙走进侧院，见院里无人，快步进
到厨房中，来到墙边那两只酒坛子
前。一坛已经开封，他伸出右手小心
揭起陶盖碗，手竟有些抖。

不成！我不能这么做！他心里猛
喝一声，随即慌忙揣起药包，盖好坛
盖，急步转身向外逃去，幸而外间无
人。他快步走进自己那个宿院，绕到
房后，抖着手将药粉全都洒进粪池
里，又将那纸撕个粉碎，丢了进去。

黄岐回到房间，直坐到夕阳落
下，屋里渐渐昏暗，心绪才渐渐平
复。这时，外头那狗吠叫起来，接
着，脚步声从前厅传来，一直走进他
的堂屋，是门值崔秀。

“黄大作头，画稿送来了。”崔
秀望着黄岐，犹疑片刻，忽然又开
口，“黄大作头恐怕不知道，小人父
亲曾与您相识，他名叫崔升。小人一
直疑心父亲的死与您有关。今天才知
道是被当年那船主害的。小人错怪了
黄大作头，实在是对不住您。”

崔秀说完便转身离开了。黄岐愣
了半晌，才想起崔升是谁。他苦笑一
下，伸手取过那画匣，见拦腰系着一
根绿绸，上头用墨笔标了个“黄”
字。他打开木盒，将里头的画轴拿了
出来，放到画案上慢慢展开。才看了
一小截，他顿时惊住，这画稿不是他
的。

□ 逄春阶

电影《天福山起义》，是为纪念天福山起
义80周年而拍摄的。我看的时候，不知怎的，
脑海里总冒出“谁持彩练当空舞”的句子和因
句而成的画面。毛泽东这首《菩萨蛮·大柏
地》词，大家耳熟能详，词曰：“赤橙黄绿青
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
阵苍。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
山，今朝更好看。”电影跟这首词应该没啥关
系，可我咋就突然给联系起来了呢？

说没关系，其实也有关系。上世纪30年代
初，我党领导的革命一度处于低潮期，此时的
胶东地区国民党统治比较稳固，反动力量相对
强大。就在刀光剑影中，于作海和王亮领导的
中国工农红军昆嵛山游击队诞生了，它是中国
北方沿海地区及山东省内硕果仅存的红军队
伍。《天福山起义》讲述的就是这个群体和这
个群体所带动的胶东儿女的英雄传奇。而毛泽
东词《菩萨蛮·大柏地》写在红军时期。1929

年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军从井冈山出
发，2月10日，同追来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大柏
地激战，大获全胜。1933年夏，毛泽东重新经
过大柏地，触景生情，写了这首词。是“工农
红军”这个关键词触动了我，是鏖战、是枪声
唤醒了我，是群山的气象启发了我。电影呈现
的是真人真名真事，“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塑
造的人物有血性、有个性、有人性，影片有纪
录片韵味，多处片段，催人泪下。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于作海他们。1937年
12月24日清晨，于作海率领20多名游击队员，
带着30多支长短枪，经过一夜急行军，天亮前
抵达天福山，参加了中共胶东特委领导的天福
山起义，“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由此
诞生。向往自由、向往和平的庄稼汉们，一股
豪情，当空舞彩练，扬眉吐气。

冯德英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于团长
的原型就是于作海。在武装起义誓师大会上，
于作海宣布：自己不再用“于作海”这个名
字，他要用一个新名字：于得水。为何改名
字，他说：“今天，我们的旗帜已经公开打起

来了！回想这些年的艰难岁月，如果离开群
众，就像鱼离开水一样，连一天也不能活。我
们游击队就像一群游鱼，能够生存下来，是广
大群众这股活水啊！”

《天福山起义》电影中，有这样一个细
节，风光秀丽的昆嵛山上，于得水对战友们
说，要是不打仗，一天干活累了，领着老婆
孩子，来这里转转，玩玩，该多好。如今，
这个愿望实现了，正是先辈们的戮力同心、
流血牺牲，才换来了今天的和平生活，让
“今朝更好看”。

谁持彩练当空舞？是理琪他们。理琪从小
生长在温柔富贵乡，是伴随着锦衣玉食长大
的富家子弟、名牌大学的学生，没有囿于他
那殷实富足的家庭，也没有为自己设计荣华
富贵的人生“捷径”，而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爱
民愿望，投身革命，在狱中，百折不摧；在
战场，万死不辞。他最后血洒胶东热土，牺
牲时年仅30岁。郭沫若1962年为纪念理琪写
了一首诗：“天福英雄是理琪，献身革命国忘
私。当年勇打雷神庙，今日高标星宿旗。万

代东风吹海隅，一方化雨仰宗师。文登多少
佳儿女，接力还须步伐齐。”在诗的引言
中，郭沫若还对理琪作了介绍，他说：“理琪
同志乃武装起义时胶东特委书记兼司令员，
于攻打牟平雷神庙之役，光荣牺牲，特此造
像，奉行楷模，诗以赞之。”

意志坚如钢铁的理琪，唤醒民众，搞
“统战”，有彩练当空舞的自如自信，看着电
影上的这个火一般充满激情的小伙子，让人
感慨，“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
凛犹生！”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是从
天福山出发的这支队伍。他们一路转战南北，
发展壮大成为27军、31军、32军、41军四个集
团军，涌现出了“塔山英雄团”“济南第一
团”“济南第二团”等英雄群体。是他们，把
青春热血当彩练，满怀豪情地自由挥洒。

先辈如繁星，璀璨在苍穹。记住先辈的英
名，不忘先辈的壮举，铭记先辈的事迹，保持
先辈气节，传承先辈的精神。这应该是拍摄电
影《天福山起义》的初衷。

□ 本报记者 王 建

新赛季发布会召开、写真拍摄完毕……
2017至2018赛季CBA开赛倒计时进入最后一
周，从CBA公司到各支球队都已做好了准备，
但这时候开赛时间突然发生变化。10月17日，
CBA公司发布通知，新赛季开赛时间比原计划
推迟一周，调整至10月28日。

这不是新赛季CBA在揭幕问题上首次出现
变化。按照惯例，每个赛季的揭幕战在卫冕冠
军的主场举行，卫冕冠军可以领到上赛季的总
冠军戒指，享受主场观众的欢呼。因此，本赛
季的揭幕战原定为10月21日由卫冕冠军新疆队
主场迎战吉林队。

然而，由于新疆队提出其主场届时因故无
法举办赛事，这一计划不得不进行更改。新疆
队与吉林队的比赛被延期至11月29日进行，第
二轮新疆队主场与辽宁队的比赛时间不变但主
客场进行对调。揭幕战的主角由卫冕冠军新疆
队变成了上赛季亚军广东队，原定于10月22日
广东队与深圳队的比赛被提前到10月21日，作
为新赛季的揭幕战。

在这种安排下，新疆队何时领取总冠军戒
指成为一个问题，而解决方法据猜测有两种：
一是新疆队在客场领取总冠军戒指，二是新疆
队在第一场主场比赛时领取，这样的话，新疆
队员戴上总冠军戒指的时间就要晚一些啦。

不过，由于新赛季整体推迟一周这一重大
变化，上述猜测变得没有意义，CBA公司表示
调整后的赛程稍后下发。

比较简单的方法是保持原有的对阵安排，
把时间整体推迟一周，但这样的话常规赛结束
的时间就会晚一周，相应的季后赛开始时间也
要晚，全明星周末等活动的安排时间要不要相
应的改变也是一个问题。

另外，为了配合中国男篮征战世界杯预选
赛，新赛季CBA引入了休赛窗口期的概念，新
赛季有两个休赛窗口期，原来分别设在2017年
11月20日-28日和2018年2月19日-27日。新赛季
开始时间推迟一周，如果所有比赛都顺延一
周，那么联赛势必会侵占这两个休赛窗口期的
时间，进而影响到国家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
这个问题，调整后的新赛程必须要有所考虑。

如果要保持原有的联赛结束时间不变，那
么在开始时间推迟一周后，势必要加密赛程。
本赛季在赛程上的另一大改革是把原本安排在
每周三、周五和周日3天的比赛，分散到周二
到周日5天。这样球迷可以观看更多的比赛，
CBA也可以增加曝光度。但要是加密赛程的
话，同时开始的比赛势必要增加，这一改革的
效果可能会受到影响。另外，加密赛程也会让
球员增加伤病的风险。

对于各支球队来说，所有的备战都是按照
之前的赛程安排进行，如果新赛程变化较大，
就要在不到两周时间里进行大幅调整，要有心
理准备。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济南10月17日讯 今天下午，电影《十

三根金条》全国公映媒体见面会在济南举行。
影片由姚兰儿编剧、导演，李易祥和车永莉

等青年实力演员倾情出演，讲述了1934年发生在
江西赣南原中央苏区的一段历史史实。1934年10
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开始长征。共
产党员、兴国县苏维埃主席谢福生接受党的重
托，携带全县百姓为支援红军捐助的13根金条前
往瑞金寻找留守红军。谢福生怀揣巨大财富，面
临各种危险和考验，用行动展示了共产党员的信
仰之美。

在剧本、拍摄、制作、配乐等各个环节，主
创团队都力求尽善尽美。影片结构精巧，剧情跌
宕起伏，接二连三的爆炸场面，目不暇接的枪战
对决，主人公经历的炼狱般的挣扎与考验，带给
观众无比震撼的视觉和心灵体验，体现了突出的
艺术特色和美学追求，并荣获第二届山东省文艺
精品工程奖。

据悉，影片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策划，淄
博市委宣传部监制，淄博庄园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投资出品，10月18日起在全国院线公映。

谁持彩练当空舞

CBA新赛季推迟一周开赛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由孙洪涛、茹萍和艾丽娅主演的

南派电影新作《南哥》10月17日在全国院线上
映。该片讲述了广州国企干部郭建南来到粤西
贫困山乡，热心帮助当地百姓脱贫致富的动人
故事。该片一上映，便得到众多观众的好评，
纷纷表示今年在影院能看到这样一部饱含真情
实意的影片，实在大为惊喜和感动。

《南哥》取材于真人真事，南哥和以往英
模人物不同的是，他没有“高大全”的光环，
而像一位实实在在的邻家好大哥。他不辞劳苦
地帮助乡亲们广开财源，化解矛盾，并不是为
了完成下乡扶贫的任务好交差，而是出于人的
善良本性。下乡之前，他就热心帮助城市的失
足青年就业。在家中，南哥也是对亲人体贴入
微的好丈夫、好爸爸。有一点点空隙时间，他
就在月下和远方的妻子通电话，为备战高考的
女儿出谋划策……这部影片充分表现了一位中
国式暖男的作为和担当。

该片制片人、主演孙洪涛表示，郭建南这
个角色跟他过去演的英模有不同之处，但也有
更多相同之处。“郭建南对待身边的乡亲和亲
人朋友跟那些英模一样，他们怎么对待亲人的
表达是一致的。郭建南的敌人就是贫穷，就是
要领着乡亲和贫穷作斗争。我认为，郭建南是
一个有着中国传统美德光环的人，英模似乎距
离我们普通大众很远，但其实乐于助人的暖男
就是我们身边的英模，郭建南这样的好人就是
我们今天的人物英模。但是我不仅想展现他的
了不起，我更想展现他的平凡，他就是帮助别
人快乐自己这种品格的生动体现。”

不久前，《南哥》在北京和广州分别举办
了专家研讨会，获一致好评。专家学者表
示，英模题材的电影作品比商业片、类型片
甚至有些艺术片更难拍，因为它的受限较
多，成功经验的积累不是很丰富，而《南
哥》的故事、人物立起来了。南哥不是一个
符号式的英雄，而是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很
接地气。过去描写的英模只有为他人牺牲奉
献，英模自己一无所获，令一些观众对学英雄
“望而生畏”。《南哥》描写主人公在扶贫过程
中帮助了他人，同时也发现了自己的人生价
值，获得满足感，这是英模题材作品的一大突
破，观众更容易接受。

南派电影《南哥》
展现暖男式英模

北京时间10月17日
凌晨，在2017-2018赛季
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第
八轮的比赛中，维戈塞
尔塔队客场以5：2战胜拉
斯帕尔马斯队。

图为维戈塞尔塔队
球员戈麦斯（右三）与
拉斯帕尔马斯队球员卡
莱里（左三）拼抢。

□新华社/欧新

西甲联赛：

维戈塞尔塔告捷

电影《十三根金条》今日公映

据新华社苏黎世１０月１６日电 国际足联在１６
日公布了１０月份各队的世界排名后，俄罗斯世界
杯定于１２月１日分组抽签的第一档次８支种子球队
随之确认。

根据规则，这一期世界排名前７位的球队以
及东道主俄罗斯队，将成为世界杯决赛圈３２强分
组抽签的头号种子队。他们分别是：俄罗斯队
（世界排名第６５位），以及世界排名前７位的德
国、巴西、葡萄牙、阿根廷、比利时、波兰和法
国队。

传统强队西班牙队排在法国队之后，未能跻
身第一档头号种子队。智利队排在世界第９位，
但却成为了排名最高的未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
球队。秘鲁队紧随智利队之后，首次排名世界前
十，将参加世预赛的附加赛，对阵新西兰队。

世界杯决赛圈的３２支参赛队，将在分组抽签
前，分成四个档次的球队，每个档次８支球队，
分别放在每一档的抽签容器内。１０月的世界排名
是分档的参考依据。在世预赛附加赛全部结束
后，所有参赛队的分档将随之确定。

未能打进世界杯决赛圈的中国男足，在世预
赛最后两场战胜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卡塔尔队，虽
然在１０月初的国际比赛日没有比赛，但在本期的
世界排名上升５位，升至第５７位，并且在亚洲范
围内上升至第四位。

俄罗斯世界杯
第一档次８支种子队确认

１０月１７日，第十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在昆明
滇池草海大堤鸣锣开幕，来自２４个国家和地区的
２５００余名运动员将在５天的比赛中进行激烈的竞
争。图为开幕式上的舞龙表演。

１８日比赛将正式开始。本届世锦赛分设标准
龙舟组与小龙舟组。两个组别又分设精英组、老
年组，下设公开组、女子组、混合组。

世界龙舟锦标赛由国际龙舟联合会主办，逢
奇数年举办。本届是该赛事第三次在中国举办。

□新华社发

第十三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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