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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走过的路，也是人走过的路——— 北漂90后小医生远程指导妈妈就医———

春牧场
□ 李 娟

不就是看个病吗
□ 赵雅楠

10 14
在医院里，最安全的三

个科分别是神内、肾内和内
分泌。

这些科室的病人由于
慢性病居多，且病情比较稳定，所以
基本上都是你好我也好。科室的医生
态度都相对温和，有的还特别和蔼可
亲。所以，要找这些科看病的患者，
大踏步地去，趁着他们在门诊，在病
房。反正这些科室不怎么上手术，只
要你找得到，想办法拉着医生跟你唠
你的病情。

妇产科，女汉子多，妇女多的地
方就是一出戏。尤其这个妇产科是很
有季节规律性的，比如猴年的妇产科
医生会比羊年的妇产科医生脾气暴，
奥运年的妇产科医生常常累到吐血。
因为拜广告所赐，产妇们都攒着力气
算着时辰一起生。这还不是最绝的，
最绝的日期是七夕，每年的七夕堪称
全院动员大会。

七夕后的三天是急诊、肛肠、普
外、泌尿外的高峰期。七夕一个月
后，将全面进入妇科高峰期。面对人
流量巨大的患者群，主任常常未雨绸
缪提前做好分配工作，所以，妇产科
大夫辛苦，女的从来都是当男的使，
年纪轻轻就累出了甲亢。

不仅工作辛苦，从诉讼的案件数
量来看，被告最多的也是妇产科，要

看病最好错过以上黄金时段。当然，
找她们帮忙，让她们先泄愤再帮忙，
就会顺利很多。

最轻松的科室，莫过于乳腺、甲
状腺了。这些科室工作环境优良，很
少会跟屎尿屁打交道，而且，工作时
间固定，很少有加班到腿发软、眼发
花的时候。

从方针上来说，它们算是兄弟学
科。如果说妇产科是一个医院的骨干
学科“一个中心”，那么乳外、甲外
就是“两个基本点”，相互搭配，相
得益彰。所以，这两个科室，由于是
白领级别的大夫，工作心情比较愉
快，也会比其他科室的大夫更好说
话，更有耐心一些。

痛并快乐着的科室，分别是骨
科、心内和肝胆外。都说科室的性格
一半由大主任决定，一半由这个科室
面临的压力决定，像我们肝胆外，我
导师的脾气，那是相当有学识、有教
养、有礼貌，对人以诚相待，自然我
们科室人员关系融洽，工作舒心。

这几个科室平日手术比较多，所
以患者如果去住院部找医生，扑空的
可能性会很大。要想找到这些医生插
上话，就赶着我们门诊的时间吧。而
且，这三大科室，基本上都是清一色
的男大夫，一般的规律是：女的在男
的面前有话语权的优势。如果你魅力

无穷，不如再把它放大化。
皮肤科、泌尿外的大夫真正是波

澜不惊，见惯太多大风大浪，每天都
出新段子，完全是辛苦自己，娱乐全
院。

皮肤科几乎没有夜班，泌尿外的
夜班比起心外、神外那也叫幸福，因
为有觉可睡，所以，这些科室的大夫
很少受过工作的迫害，他们的生活充
满着段子的欢乐。从这个层面上，只
要你够礼貌、够尊重，想找他们看病
还是比较好实施的。建议去找这些科
的大夫看病加号的，要么去门诊，要
么去病房。

没有完全无诉讼的科室，就连看
似 没有任何瓜葛的医 技科、影像
科，被患者骂也是常有的事儿。这
年头，哪里存在等待，哪里就有辱
骂，不在等待中爆发，就在等待中灭
亡……

吵吵多了，安静的地方就显得弥足
珍贵。不过，综观全院，暂时安静的地
方是手术室，永久安静的地方是太平
间。

这就是医院的小江湖。如若你能了
解到医生的职业特点，体会到各个科室
的鲜明区别，那么怎么针对科室医生的
职业习惯和脾气禀性采取相应的预案，
就是你自己的本事了。总而言之，知己
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四下极静，明净的天空中
有一只鹤平稳缓慢地滑过。

一个人待在这里面对陷
入绝境的生命，毕竟有些害

怕。又过了一会儿，我便离开了沼泽，边
走边回头张望。那小马一看我离开，就赶
紧回到母亲身边站着，用嘴轻轻地拱它
的脖子，它可能在纳闷母亲为什么不理
睬自己了。大约分量轻的原因，它倒陷不
下去。

刚走到山谷口，迎面遇上了卡西。却
只有她一个人，手里提着一大卷牛皮绳。
原来阿依横别克也不在家，去北面山间
放羊了。阿勒玛罕大姐也不在家。这才想
起上午扎克拜妈妈和大姐带着沙吾列去
北面牧场的爷爷家喝茶去了。

卡西在牛皮绳的一端打了绳圈，然
后试着甩向沼泽中露出的马头，但她显然
没有斯马胡力那样的技术。斯马胡力套马
可准了，小跑的马都可以套上，卡西却连陷
在泥中一动也不能动的一颗脑袋都……

可是斯马胡力到哪儿去了呢？
平时总爱唠叨斯马胡力的少爷脾

气，为什么一回家就要把毛巾和茶碗送
到手上？实在可恨。

每当他骑马经过背冰的卡西，总是高
高在上，气定神闲，什么也没看到似的。而
可怜的卡西正汗流满面，大喘粗气。

可到了这种时候，第一个想到的就
是他了。男人毕竟是有力量的，天生令人

依赖。若是斯马胡力在的话，他一定会有
更好的主意。

甩套没有用，卡西决定亲自下去套。
她卷起裤脚持着绳子踩进了黑色的沼泽
泥浆。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一直看到她
稳稳当当走到马跟前，才松了口气。沼泽
其实并没有那么危险，表层的泥浆在春
日的阳光下晒得已经很紧了，加之淤泥
中又裹有团团的细草茎，只因马蹄是尖
的，身体又那么重，可能会容易陷下去。
但人的体重轻，脚掌又宽长，如果下陷的
话，顶多陷到小腿肚就停止了。

但当卡西扯着马鬃毛使劲拉扯时，
突然身子一歪，一下子陷没到了膝盖！吓
得我赶紧踩进泥里把她扯出来。泥浆地
虽不危险，但前面几步远处就是稀稀的
泥水潭，看情形非常深。

她又试着手持绳圈往马头上套，却
还差一尺多远才够得着。于是她干脆踩
上马背，跪在马肚子上俯身去套。可怜的
马啊，承载着卡西后，我亲眼看到它的身
子又往下陷了一公分。

太阳西斜，山谷里早就没有阳光了，
空气阴凉。我光脚站在马身边冰冷的泥
浆里，抚摸着温热的马背，感到有力的河
流在手心下奔腾、跳跃，感到它的生命仍
然是强盛的。这才略略放心。

套好绳子后，我们两个岸上岸下地又
扯又拽，弄得浑身泥浆。那马纹丝不动。我
们只好先回家，等男人们回来再说。

两个小时后，太阳完全落山。漫长的
黄昏开始了，气温陡然下降。我干完活，
穿上羽绒衣独自走进山谷去看那马。它
由原先四个蹄子全陷在泥里的站立姿势
变成了身子向一边侧倒。看来我们不在
的时候，它又孤独地历经了最后一次拼
命挣扎，但这只使它拔出了左侧的前腿
和后腿，却导致右侧的两条腿更深也更
结实(一种非常不舒服的姿势)地陷在淤
泥里，更加没法动弹。

冰碴一般寒冷的泥浆使它开始浑身
痉挛(夜里温度会降到零度以下)，圆圆大
大的肚皮不停激烈抖动。我猜想它身体
里的河流已经开始崩溃、泛滥……糊在
它背上的淤泥已板结成浅色的土块。小
马仍然静静地站在母亲身边，轻轻地睁
着美丽的大眼睛。

马群不能继续等待下去，迂回曲折
地渐行渐远。

小马之前一直孤独地守着母亲，但
马群的离去使它在两者之间徘徊了好一
阵。最后很不情愿地离开母亲，跟上了大
部队。它边走边苦恼地回身打转，还是不
明白母亲到底怎么了。

卡西说，这么小的马驹，如果失去母
亲，恐怕也活不了几天。

也不知是谁家的马，都这么长时间
了，也没人过来找找。

后来才知道，马群大多是野放的，不
会每天回家。

□ 本报记者 王磊

11月1日，中国足协官方网站公布了最新一
期的中国男足国家队的23人集训名单，期待中
的换代更新并没有出现，里皮依旧选择了信任
老将，23人中虽然有郑铮这样的“新人”入选，但
是23岁以下球员无一人入围。

国足折戟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12强赛之
后，里皮也将工作重点放在了改造国足上，为国
足补充新鲜血液成为当务之急。年龄稍小的
U22国足，便成为里皮的考察目标。在10月份，
U22国足与洪都拉斯队打了两场热身赛。其中，
里皮在第二场比赛前到训练场给年轻球员加油
打气，“你们每个人都应该把进入国家队作为奋
斗的目标，我也感觉到你们有这样的追求。”

两场热身赛下来后，U22国足在攻击端显
示出不俗的实力，打入5球。之前就曾经入选过
里皮国家队的张玉宁表现尤为抢眼，打入2球，

完全没有因为在德甲踢不上球而丧失状态；此
外，上港队小将韦世豪也打入一球，且策动了球
队多次有威胁的进攻；国安队边路唐诗也在比
赛中展现了自己的速度优势。这三个人是洪都
拉斯队长重点夸赞的，也是被很多人视作未来
国足三叉戟的人选。

11月份，国足将迎来两场重量级的热身赛，
分别是10日在广州迎战塞尔维亚队，14日在重
庆迎战哥伦比亚队。按照里皮之前接受采访时
传递的信号，全新亮相的国足很有可能选择更
新换代。为了更好的衔接，球队可能会继续征召
冯潇霆、郜林等老将，以起到“传帮带”的作用。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新一届国足的大名单
中，并没有出现期待中的“大换血”。除了郑铮、
赵宇豪两名“新人”外，其他20人均是征战了世
预赛或者入围过里皮国家队的老面孔。其中，已
经28岁的郑铮很早之前就入选过国家队，只是
因为伤病远离大名单；赵宇豪还算年轻，也已经

24岁。
两场热身性质的赛事，本是年轻人锻炼的

好机会。但备受瞩目的23岁以下球员，为何没有
一人入选？

或许，U22男足集训时间与国足集训时间
有重合是一个重要原因。为了备战2018年亚足
联U23锦标赛决赛阶段的比赛，U22男足定于下
个月5日至13日前往贵州都匀市组织集训，同时
参加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不过，在大名单中并
没有见到张玉宁、韦世豪、刘奕鸣、高准翼、邓涵
文、何超等人的名字。很多人猜测，这些人会入
围里皮的国家队。

然而，里皮的名单中也没有这些人。一边喊
着要更新换代，一边又一名年轻球员都不选，里
皮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里皮主要有两方面的
考虑。一方面，国足即将面对的这两支热身球
队，都是明年世界杯的参赛球队，实力都比较

强，背负着极大舆论压力的国足，如果派出混
搭阵容迎敌，不仅是对对手不尊重，也可能遭
遇口诛笔伐。另一方面，里皮的合同是在亚洲
杯后到期，他最重要的任务，还是亚洲杯。以
目前U23以下球员的能力，还不足以挤掉这些
“老大哥”。

不过，年轻球员越是没有比赛锻炼，经验越
是不足。想想曲波、杜威在20岁时就已经进入国
足踢世界杯；孙继海在19岁时已经是国足征战
十强赛的主力；周海滨在18岁已经是国足征战
亚洲杯的主力了……再看看现在的年轻球员，
若不是U23新政策的支持，又有几个人能够踢
上比赛呢？

笨鸟先飞早入林。既然年轻球员的经验不
足、能力不够，是不是应该早一点起步，早一点
进行锻炼。否则，靠老将熬过一个亚洲杯周期
后，又将在世界杯预选赛中面临无人可用的尴
尬。

新一届中国男足23人大名单发布 23岁以下球员无一人入选

国足何时“换血”？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由新丽电视出品及发行，原著作者流潋紫
编剧的清宫传奇剧《如懿传》，10月30日重磅发
布一组海报，继后乌拉那拉·如懿与乾隆皇帝率
一众宫闱内眷朝服加身，珠罗绛唇，气势夺人，
极具新古典主义之美。画中六宫妃嫔云集登场，
星目含威，洞悉百态，暗透深宫命运悲喜，正式
为这场一代帝王夫妻的婚姻围城拉开序幕，也
让大家对2018开年剧倍感期待。

再现帝王夫妻婚姻围城

作为现象级古装剧《甄嬛传》的姐妹篇，《如
懿传》是流潋紫潜心五年、延续清宫叙事的又一
力作。该剧集结了强大的演员阵容，由周迅、霍
建华领衔主演，张钧甯、董洁、辛芷蕾、童瑶、李
纯、邬君梅、胡可等主演。

据悉，周迅扮演的乌拉那拉·如懿就是个充
满谜团的人物，她是清代唯一没有谥号的皇后，
她的画像全部被销毁，在历史上仅存留140余字
记载。这位皇后究竟度过了怎样的人生？又因何
在死后被抹去了痕迹？《如懿传》希望在史料的
字里行间寻找创作空间，与现代观众重新对话。
制片人黄澜表示：“《如懿传》将依据史书中的文
字记载，将历史人物用戏剧的方式生动呈现，相
信观众会喜欢这个从帝王夫妻切入的别具一格
的故事视角，并引发更多人对历史探究的兴趣，
对人性挖掘的好奇，这也是《如懿传》希望在建
立新艺术创造高峰方面实现的影响力。”

除强大的IP基础、演员阵容外，该剧更有包
括导演汪俊、制片人黄澜、造型指导张叔平等在
内的金牌制作班底，此次公开的海报人物皆着
朝服亮相，对“朝服”这种服饰作了细致展现：朝
冠青绒朱纬上栩栩余生的金凤；凸现高贵典雅
的金约、领约、朝珠；配色纹饰均尽显崇高端庄
风范的披领、朝袍、朝褂；严格遵循历史的一耳
三钳，耳坠六枚。细枝末节处，均体现出主创对
艺术的精益求精。目前，该剧的电视及网络播出
平台已锁定东方卫视、江苏卫视与腾讯视频，而
除中国大陆外的全球版权也已授予福斯传媒集
团。

以女性视角尽展大秦历史

另一部备受关注的大女主古装剧《赢天
下》，也将作为开年剧与观众见面。该剧以寡妇

巴清的传奇一生为蓝本，讲述了她与“千古一
帝”秦始皇嬴政间的爱恨纠葛，以女性励志视角
尽展大秦朝的恢宏历史。

该剧的主创阵容同样强大，高翊浚执导，范
冰冰、高云翔、严屹宽、马苏、张国立、郭品超领
衔主演，徐帆特约出演，潘迎紫、潘虹特别出演。

该剧是范冰冰继《武媚娘传奇》之后又一部
全方位展现传奇女性一生的剧作，不仅年龄跨
度大，角色身份也经历了云泥之别的转变。巴清
不同于武媚娘的后宫嫔妃身份，本是一名流离
失所背井离乡的孤女，凭借着高超的医术和过
人的胆识在秦国闯出一片天地。因此，《赢天下》
并非一部单纯展现宫廷女性的成长史的作品，
而是放眼于更宏大的历史背景，以“君子怀德
胸有天下”的情怀，讲述女性意识觉醒、展现秦
朝风物况味。同时，《赢天下》也是首部融合专业
的政治、军事、商业、医疗、化学等多领域的女性
励志传奇剧，剧中涉及的军事战争、政斗与商斗
均以阳谋的形式奠定主旋律基调，佐以扣人心
弦的阴谋交锋暗流涌动，全方位展现“你来我
往”式的强强碰撞。该剧将于湖南卫视、北京卫
视播出。

一季度是古装剧的天下？

对于影视剧的排播来说，一季度往往是古
装剧的天下。2016年第一季度，2017年第一季度
的《孤芳不自赏》《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大唐荣
耀》，2016年第一季度的《蜀山战纪》《寂寞空庭
春欲晚》《新萧十一郎》《女医明妃传》《天天有喜
2》，尽管古装剧配额有限，仍然“承包”了开年、
贺岁档，特别是近年来播一部火一部的大女主
剧，更是取得了很好的收视成绩。

2018年的开年剧中，除《如懿传》《赢天下》
两部大制作古装剧外，还有一部当代现实主义
电视剧《创业时代》也倍受期待。这部剧被称为

“电视剧版《中国合伙人》”，改编自付遥同名小
说，讲述了软件工程师郭鑫年研发手机软件魔
盒走上创业之路，在这个过程中与同行竞争，邂
逅投资分析师那蓝收获爱情的故事。由于涉及
这一领域的影视作品并不多见，新鲜的题材或
将令观众耳目一 新 。而 该剧主演黄轩和
Angelababy也各具人气，可为该剧增加收视保
证。据悉，该剧将于浙江卫视播出，当代现实主
义题材剧能否与大女主古装剧抗衡？让我们拭
目以待。

电视剧《如懿传》发布海报

开年剧被大女主古装戏“承包”？

□ 本报记者 王磊

11月2日19：35，CBA第3轮比赛将继续进行，刚刚
在北京遭遇赛季首败的山东高速男篮继续客场之
旅，他们将挑战北京首钢队。这一次，他们能否从京
城带回一场胜利呢？

被寄予厚望的高速男篮，赛季的开端并不佳：首
轮他们虽然击败了山西队，但是全靠丁彦雨航末节
的超强个人能力，才实现大逆转。第二轮面对拥有三
外援的北控队，高速男篮的不足完全显露出来，莫
泰·尤纳斯的到来，增加了内线的高度，但是缺乏硬
度，毫无篮下优势；球队过于依靠丁彦雨航，一旦他
状态不佳，很难有第二个得分点挺身而出。

战绩不佳，主教练自然是众矢之的。近两个赛季
一直在高速男篮执教的凯撒，虽然有过将球队带入
季后赛的光鲜履历，但是留给外界更多的是质疑。从
首轮比赛开始，就有媒体质疑凯撒的执教能力；输给
北控队之后，凯撒更是如坐针毡，有球迷直接喊出了

“凯撒下课”。
“命硬”，是这些年凯撒留给山东球迷最直观的

印象。每当遭遇质疑，每当遭遇下课危机，高速男篮
总能够用胜利回击，帮助主帅渡过难关。如今的凯撒
又遇到了下课危机，而此时又偏偏遇上了宿敌北京
首钢队。上个赛季，正是高速男篮将首钢队挡在了季
后赛的大门之外。这一次，首钢队恐怕不会轻易给凯
撒化解危机的机会。

新赛季的首钢队变化比较大。队内头号外援马
布里转投同城对手北控队，莫里斯也没有得到续约，
两名新外援汉密尔顿和杰克逊成为新的主心骨。但
是从新赛季的两场比赛来看，双外援与球队的磨合
还不够好，进攻侵略性不足。首战输给江苏队，双外
援不给力便是重要原因。

首钢队不仅双外援变了，国内球员也进行了大
调整。孙悦受伤未能注册，张庆鹏转会离队。新加盟
的刘晓宇和常林，原本被视作替代者。然而，刘晓宇
在训练中受伤，仍需要一段时间的休养，常林则因为
体测不过关，将缺阵至少五场比赛。

相比之下，高速男篮不仅阵容齐整，综合实力也
更强，如果能够处理好防守端的问题，高速男篮完全
有希望拿下本赛季客场第一胜。不过，高速男篮也要
面对张庆鹏缺阵带来的影响。因为有回避条款，张庆
鹏无法在客场对阵首钢队的比赛中登场。

高速男篮今晚客场挑战北京首钢

凯撒能否化解危机？

11月1日，上海，演员关晓彤出席时尚活动。 □CFP 供图

凯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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