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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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25
结果，风马上就来了。

她哭丧着脸说：“肯定飞到县
城里了，肯定被城里的人捡
走了……”

我只好安慰她说：“肯定是城里的阿
娜尔罕捡到了，她一看是卡西的，就赶紧
给你送过来……”阿娜尔罕是卡西的小
姐姐，生活在城里。

对了，风灾中我花了许多工夫，在大
风里追逐被吹跑的东西，并一一捡回毡
房中妥善放置，包括半截扫帚、一块破铁
皮、一截烟囱和一条破麻袋，也非常辛
苦。觉得自己还算细心，还算有眼色。结
果等妈妈和斯马胡力他们加固完房子回
来一看，花毡边的空地堆得满满的，便皱
着眉头又一一扔了出去。

我连忙说：“外面有风！”
他们说：“有风怎么了？”

“要被风刮跑！”
他们一边扔一边说：“刮跑了再捡回

来嘛。”
多么有道理……
最后再说一件关于抹杀虫剂的事。

后来事实证明我们多此一举了，抹过药
的牛自然没有生过寄生虫，但那头没抹
过药的黑白花牛同样也没生。它真聪明。

对阿娜尔罕的期待
刚刚搬到吉尔阿特时，卡西就不停

地说：“阿娜尔罕要来了！马上要来了！”
阿娜尔罕十八岁，是扎克拜妈妈的第

五个孩子，从去年冬天开始在县城打工。
比起冬夏牧场，以及迁徙途中的其

他驻地，吉尔阿特是离县城最近的———
虽然还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才能走到
公路边搭进城的班车。

卡西总是念叨着：“阿娜尔罕要给我
带新鞋子来了！”

她脚上那双球鞋是斯马胡力从阿克
哈拉带来的，穿了不到两个礼拜，鞋底就
整个掉了下来。她恨恨地说：“假的！斯马
胡力只买便宜的！”

斯马胡力说：“哪里便宜了？明明是
你的脚不好，马蹄子一样。还穿什么鞋
子，我给你钉铁掌吧。”

我问：“马几个月换一副掌子？”
斯马胡力说：“要是走石头路的话一

两个月就得换。”
我又问：“那卡西几个月换一双鞋？”
他大笑：“卡西一个月四双鞋！”
要是那些穿破的鞋，只破了一点点

儿倒也罢了，可卡西的鞋一破则定然破
到万不可救药。比如底子断成两三截，鞋
尖戳破五六个洞，我想帮她补一下都没
处插针。这个十五岁的女孩子，真的像一
匹小野马。

她每天都会面对脚上的鞋子叹气两
到三回：“阿娜尔罕还不来！”

我出了个主意，帮她用鞋带把分家
的鞋底和鞋面直接绑在脚上。她站起来走
几圈，又蹦跳几下，很高兴地准备出门放羊。

但这个办法能管多久呢？而且那么难看。
我说：“来客人了怎么办？”
我在附近野地里转了几圈，把她以

前扔弃的破鞋统统拾回来。她审视一番，
果然找到两只状况比脚上强一些的，但
准备穿时才发现两只全是左脚的。

她快要哭了：“阿娜尔罕怎么还不来
啊！”

除了鞋子，阿娜尔罕此行的任务还有发
卡、辣椒酱、清油、苏打粉和妈妈的长筒袜。

因此妈妈有时候也会嘟噜两句：“阿
娜尔罕再不来，我们就要搬家了啊。”

阿娜尔罕怎么来呢？走着来？搭摩托
车来？卡西每天下午喝茶时，都端着茶碗
坐在门口，边喝边注视北面山谷口。一有
风吹草动就立刻放下碗站起来，朝那边
长久凝望。

每天晚饭时，一家人聚在一起，她总会
不厌其烦地念叨一遍阿娜尔罕会捎来的东
西。说到最后，有时会加一句：“可能还会给
我买双袜子吧？”她把脚抬起来给我们看：

“这一双就是阿娜尔罕给我买的。”
妈妈说：“豁切！”(“去！走开！”的意

思)她的脚丫都凑到饭桌上了。
有时候她突然想起来似的说：“上次阿

娜尔罕回家带了苹果，这次肯定也有！”
再想一想，又说：“没有苹果的话，瓜

子也可以。阿娜尔罕也喜欢嗑瓜子。”
过了很久后才终于下了最后决定：

“还是苹果吧。苹果更好一点儿。”

儿时的梦想加上多病的
老妈，让我很坚定地选择了
学医这条道路，纵使曲折也
走得饶有兴致。

我喜欢学医，因为它让我不再惊慌；
我喜欢学医，因为它让我减少了误解。儿
时老妈对我的烦躁，其实是哮喘发作时
重要的体征；儿时觉得“天啊，她居然吸
氧”，也只是影视剧看多了而已，吸氧其
实是呼吸疾病治疗的常规手段，并不一
定代表大难临头。

然而，学医带给我更重要的是观念
上的转变。

小时候家里人总在抱怨：在大医院
看病多么多么麻烦，挂号多么多么困难，
医院空气多么不好，做了很多的检查，多
花了很多的钱，还要赶着大夫上班的点
儿反复去医院，一个病能看上一个星期，
实在浪费时间，所以，他们的结论就是除
非拖成大病，否则就在社区医院看或者
自己买药吃。

后来，我仔细想了想，他们眼中的“不
好”大多跟病本身无关，而是跟他们自己
的就医感受有关，他们衡量的标准不是看
病的效果而是看病的“麻烦程度”，他们会
因麻烦而中途放弃，观念上的“没必要”让
他们错失了很多治愈良机。

老妈的经历就是一个教训，从哮喘
硬是拖成了重度的慢阻肺，哮喘可逆，慢
阻肺气管的损伤是不可逆的。

我也能理解家人口中的抱怨，也对
此给了一些自己的建议，其实聪明的病
人可以这样做：

病要扛——— 有些病可以扛，有些病不
能扛，学会区分疾病很重要；抢号难———
弄清楚挂号的途径和放号时间，可以更快
捷；挂不准号——— 是因为不会对症入科，
缺乏必备的常识，没有目标；看病难———
看病也是有窍门的，准备工作没做好，看
病就会打折扣；医生三言两语打发——— 说
话简洁是医生的共性，我们要能听懂、会
提问；化验单很复杂——— 复杂的化验单里
有结论，基础的化验单里有很多一说就懂
的小常识，稍作理解就能明白；恐惧———
恐惧来源于未知，对求医问药多了解一
点，恐惧就会减少一点……

中学时代想要证明的一切，在学医
之后结了果。

我对就医的坚持，将老妈的疾病治
疗带向了正确方向，困扰她二十年的呼
吸困难，也随着近乎一年的积极就诊而
销声匿迹了。

因为老妈的缘故，我的身份常常在
“医生和患者”之间切换：医院教会我的，
是职责和使命；急诊医生和导师教会我
的，是医生的专业度和情怀。在医院里，
我常常站在医生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出
了医院，老妈又将我带回了现实。跟随老
妈奔波看病，在求医的过程中，我也以一
个患者的身份在处理着各种现实问题：

起早贪黑抢不到号，犹豫要挂谁的号，就
诊资料没带全，被误诊，听信祖传秘方，
住院该不该送红包……

困难只会比家人说的更多，但最终
效果却远超家人的想象。

对此，我也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
“麻烦”是可以通过优化就医步骤来避免
的，好的疗效也是可以通过积极有效的
沟通和思考来促成的，我们都不要被观
念上的困难定格，一味地嫌麻烦有可能
到最后更麻烦，在求医问药这件事儿上，
方向对了，路就顺了。

正忙着换白大褂写病程收住院病人，
手机在放进柜子的一刹那，振动响铃……

我一看，哎哟，是5年都没见的高中同
学，不知她有什么事情，于是爽快地接了
起来：“喂，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事吗？”

老同学还是从前的脾气：“你看我这牙
怎么回事？这都疼死我了，我脸也斜了。”

我：“我学的是临床，你这牙，那都是
学口腔的才懂。”

老同学：“那你倒是帮我问问啊，你
有学这方面的同学吧？”

我：“我还真没有口腔科的同学，都是
同学的同学，关系比较远。我刚来这家医
院，口腔科的同事还不是很熟呢。不过，你
要是不嫌弃，可以拍些照片发给我，我帮
你转发给同学的同学，问问情况。”

老同学：“好的，好的，那就这
样，多谢了，我微信给你发图啊。”

□ 本报记者 陈巨慧

讲述都市平凡人生活故事的情感励志剧
《凡人的品格》正在江苏卫视热播。剧中，以林永
健、蒋欣为代表的都市人在快节奏的工作环境
下，正不断接受着梦想及情感的双重洗礼。以霸
气娘娘华妃一角走红的蒋欣，在剧中饰演初出
茅庐的职场小白畅歌，让观众见识到她青春活
力的一面。11月15日上午，蒋欣接受媒体微信群
访。

生活中就像畅歌

相较于《甄嬛传》中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娇
艳美人、《欢乐颂》中行事干练的职场白领樊胜
美，蒋欣在《平凡的品格》中所饰演的职场小白
角色似乎更接地气。剧中，蒋欣出演的畅歌从业
之路举步维艰，不仅有因心理创伤导致的“晕镜

症”，还有竞争对手的屡屡发难，让不少人为她
捏一把汗。好在无论是面对犀利上司展大鹏，还
是竞争对手方昕然，畅歌都以初生牛犊不怕虎
的自信姿态赢得转机。

畅歌因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在职场中艰难前
行，虽说初出茅庐，但也得到了包括展大鹏在内
的业内人士认可，她凭借明确的工作目标以及
坚定的决心，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中闪耀着专属
于自己的光芒，也成为了职场小白的模范代表。
看惯了蒋欣荧屏演绎过的职场精英形象，此次
转型职场小白有观众觉得不习惯，甚至质疑她

“装嫩”，在谈及角色时，蒋欣说：“我在生活中就
是这个样子，畅歌这个角色是导演希望我能够
把自己的状态展现出来，因为他觉得我的状态
就很像畅歌。所以，总是让我把自己的特性带进
去。然后，他改剧本的同时不断再把我的状态写
进去。其实是角色更加像我。”

平凡人之间的真情实感

都市剧中男女主角关系的发展，大多以爱
情磨合为重点，而在《凡人的品格》中，蒋欣与林
永健组成的“非典型CP”却有着诸多令人啼笑
皆非的另类看点。二人在剧中的发展模式既有
工作时的上下级关系，也有生活相处后的默契
情感关系。在谈及与林永健之间的合作时，蒋欣
直言：“我是以喜剧的方式来诠释的，而他又变
成了一个冷面大叔，会很有意思。”

蒋欣与林永健之间的合作无论是在年龄，
或是在颜值上都似乎格格不入。不过，随着剧
情的不断发展，二人之间相互经历挫折后的情
感磨合，让观众感受到了平凡人之间的真情实
感。林永健的自带喜剧表现力，蒋欣的执着可
爱，这样的反差也考验了演员的临场发挥力，
在谈及面对林永健是否会笑场时，蒋欣说：

“健哥是一个特别好玩的人，他到哪儿都能带
来欢笑，而且他逗别人笑自己不笑。我们不太
会笑场，对于专业演员来讲，这是基本的素
质。”

演出蒋欣版本的顾曼桢

杨亚洲执导的年代情感剧《半生缘》正在
拍摄当中，蒋欣携手刘嘉玲演绎张爱玲的经典
之作。蒋欣透露，很早以前她看过原著小说，
“最吸引我的是杨亚洲导演，还有嘉玲姐姐，
能跟他们合作，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过程。”

2003年，由林心如、蒋勤勤主演的电视剧
《半生缘》登陆荧屏，此次重新演绎，蒋欣坦
言，很怕被别人拿来作对比。“我会以剧本为
重，会从剧本出发，有可能会跟小说有一点点
偏差，因为我们现在剧本都会有调整，演出自
己最好的这版顾曼桢。”

在电视剧《凡人的品格》中演绎乐观的职场新人

蒋欣：把自己的特性带入角色

□ 黄兰松

汪全胜，1968年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获法学博
士学位。现为山东大学(威海)法学院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

谷穗越饱满越低垂，学识越渊博越谦逊。2007年
初识汪老师时，我还仅仅是大一的学生，此时的汪老
师已经是山东大学威海校区法学院的副院长、教授、
博士生导师。记得我第一次尝试带队做社会实践时，
想找汪老师做我的社会实践指导老师，当把申请材
料交给汪老师时还担心其不屑于看这拙劣稚嫩的文
笔，肤浅、缺乏逻辑性的内容。汪老师把资料从头到
尾认真地看了一遍，对选题作了整体的肯定，一一指
出了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

正如麦金西所言:“时间是世界上的一切成就的
土壤。时间给空想者痛苦，给创造者幸福。”汪老师就
是会抓住时间的幸福创造者，他善于合理安排时间，
在有限的时间内高质量完成大量工作。一方面，其近
十几年来一直任学院的行政职务，同时兼任着中国
立法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法理学会副会长、山东省
立法学会副会长、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入库专家、山
东省委省政府法律专家库专家等，把整个法学院管
理得井井有条，社会事务处理得当；另一方面，为本
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上课一丝不苟、生动精彩、学
识渊博，被评为山东省教学名师。截至目前，他已主
持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包括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
项；在人民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出版《立法听
证研究》《制度设计与立法公正》《立法后评估研究》

《法的结构规范化研究》等学术专著7部；发表学术论
文200余篇；获得各级科研奖励20余项，其中省社科
一等奖2项。作为立法学专家，应邀参加威海市、广州
市、山东省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立法活动，主持
了多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后评估课题，如《高等教育
法》《体育法》《学位条例》《山东省旅游条例》《山东省
科技法规体系》等的立法后评估研究。

谆谆如父语，殷殷似友亲，汪老师用德和才让我
们对其始终心生尊敬，也影响着我们成为社会上有
价值和受欢迎的人。博士刚入学时，我对待如何做学
术还没有清醒的认识，写作方法和写作技巧也处于
摸索阶段，比较迷茫。汪老师以足够的耐心让我一步
步成长，在这个过程中，他把自己的写作经验一一传
授于我，包括如何搜集资料、如何阅读文献资料、如
何选题、如何确定提纲、如何论证自己的观点等等。
在老师的耐心指导下，我进步很快，现在不仅能够独
立做学术，还已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并马上也将成为
一名高校教师。

■ 齐鲁文化英才

汪全胜：

立法学领域辛勤耕耘者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崔健“滚动三十”济南演唱会将于12月

16日在济南东荷体育馆唱响，这也是崔健第五次在
济南举办演唱会。11月15日下午，崔健在济南与媒体
见面交流。

崔健介绍，这是纯粹的摇滚音乐的聚会，“我一
直拒绝粉丝消费，许多演唱会商业运作性质很大，花
钱请粉丝去接机啊，搞一些虚假的场面，那实际是欺
诈，而个性和诚实，是我们的追求。”

崔健“滚动三十”12月济南开唱

□ 本报记者 王建

11月15日，山东高速男篮在主场106：99战胜
深圳队，在与广东三强的较量中初战告捷。

因为超强的个人能力，丁彦雨航被球迷称
为“丁外援”，高速男篮也因此被戏称为“三外
援”球队。但在最初的几轮比赛中，高速男篮“三
外援”的优势并不明显。东北之行，高速男篮有
很大进步，回到主场，又进一步提高。这场比赛，
丁彦雨航、莫泰尤纳斯和劳森联手贡献了79分，
高速男篮终于打出了“三外援”的感觉。

全场砍下33分，是本赛季截至目前的个人
第三高分，丁彦雨航仍然是高速男篮最强火力
点。从比赛一开始，丁彦雨航就进入攻击模式，
前两节，他在进攻端都有稳定的输出。第三节则
完全成为丁彦雨航的时间，他连续命中四个3分
球，单节得到16分，占到了整场比赛得分的一
半，帮助高速男篮一度将分差拉大到20分。在这
番精彩表演之后，体育馆内“MVP”呼喊声一浪
高过一浪。

如今，所有对手都已把丁彦雨航视为最大
的威胁，对他严防死守，丁彦雨航能拿下33分很
不容易。除了得分，丁彦雨航在防守端也不遗余
力，罕见地领到了5次犯规。“丁外援”打得不轻
松，不能总靠他自己，别忘了，高速男篮还有两
名外援呢。

丁彦雨航开启进攻模式的时候，并不是一
个人在战斗，莫泰尤纳斯紧紧跟随着他，两人构
成了高速男篮的进攻双核。莫泰尤纳斯刮了胡
子，英俊的面孔露出真容。他时而在外线发炮，
时而用灵动脚步勾手上篮，尽显柔和之美；他还
会不顾一切地扑倒在地，争抢地板球，显露出铁
汉的强硬。上半场，莫泰尤纳斯的得分比丁彦雨
航还高2分。全场比赛莫泰尤纳斯交出了26分5
篮板2助攻3抢断的全面数据。

客战辽宁队时，高速男篮在最后时刻曾领
先5分，却被对手反超。最后一攻，高速男篮死打
丁彦雨航这点，结果被辽宁队识破，最终以2分
之差惜败。这场比赛的最后一节，深圳队也曾掀
起过一波追分狂潮，高速男篮最多时20分的领
先优势，一度被蚕食至只剩5分。这时，丁彦雨航
受到严密盯防，体能已消耗得差不多，末节只得
到2分，莫泰尤纳斯因为外援名额限制不在场
上。面对危急的局面，高速男篮并没有坚持一味
让丁彦雨航发起进攻，而是充分发挥劳森的作
用。正是劳森连拿5分，帮助高速男篮稳住了局
面，最终赢得了比赛。除了拿下20分，劳森还贡
献了7次助攻，很好完成了作为球队大脑的任
务。

这场比赛，丁彦雨航的33分有31分是前三
节得到的，莫泰尤纳斯的26分则全部来自前三
节，劳森的20分全部得自后三节，其中有末节对
方追分势头正盛时的关键5分。“三外援”相互配
合，保证了高速男篮整场比赛进攻端都有稳定
的表现。

与高速男篮的“三外援”同时爆发相比，深
圳队的进攻点要少很多。小外援朗福德仍然没
有找到状态，仅得到14分。大外援萨林杰拼尽全
力，苦撑42分多钟，制造了大量杀伤，总共造成
了高速男篮10次犯规，得到了28分12篮板的两
双数据，但靠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扭转败局，最
后因伤下场。

高速男篮106：99胜深圳队

“三外援”的感觉打出来了



丁彦雨航(左)开启进攻模式。 □李勇 报道

当地时间11月14日，纽约，佩特拉·内姆科娃现身时尚活动。 □CFP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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