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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知道的心血管疾病小信号——— “杨树鹏、李磊们”的故事———

说句心里话
□ 程蕾蕾

UN步兵营战事
□ 王 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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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一鸣接着讲他的梦：
“最心动的是，你突然不打
游戏了，打开你的信箱非要
让我在你信箱里写信再发给

你。我说人不就在你旁边嘛，况且哪有
同一个信箱写往同一个信箱发的，我不
肯，你就闹。”

张佳媛扯了一下他的胳膊，说：
“你这梦做得太损我形象了吧。”

庄一鸣说：“梦里也是，你扯着我胳
膊晃，非要我写，我挨不过就写，你就在
旁边看着，一会儿说这里为什么这么写、
那儿为什么那么写，该如何如何写什么
的，那个别扭就别提了……呵呵，醒来我
傻笑了半天，别提有多满足了。”

张佳媛就伏在庄一鸣的肩上笑得不
行了。

蒙德里县城远远不及国内的乡镇，
像样的房屋没有几座，人们居住的大都
是用泥土和芦苇砌成，或是用草席木杆
搭建的窝棚；没有电，用水也要到几百米
远的地方去，用头顶罐子接回来。

基地大门口随时可见一群衣衫破
烂、赤着脚丫、索要食物的孩子，围墙外
侧是约700人的难民营，生活全靠联合国
粮食计划署的救济。

除了此次执行任务，张佳媛之前曾
经陪医疗队来过一次。所以，第二次从朱
巴前往蒙德里县城，感觉大有不同。

车队行驶整整一天，除大约5公里的

柏油路外，其余道路蜿蜒曲折、路面凸凹
不平，沙土满天飞，车距30米，后边的车
往往看不到前面的车辆。

这是一条战乱中长期废弃的沙漠土
路，一路上到处是荒凉残破的景象。这是
步兵营女兵班队员们第一次在非洲沙漠
上的长途行军，热浪、沙土、干燥、寂寞交
杂袭来。

上午10点多钟，医疗运输队的一台
保障车陷进了路边的泥塘。为了保证绝
对安全，其余车队只能停下来等待，这直
接导致车队经过14个小时的长途行军。

一路上，还算比较安全。医疗队乘
坐的汽车在一座院落前停了下来，从几
行依稀能辨的英文字母中，得知这就是
此行的目的地。

荒芜的小院当中，趴着一辆涂有红
十字标识的急救车，破落得只剩下一个
空铁架子。青苔斑斑，房屋破旧，间或
穿梭进出的护理人员方提醒着它作为一
所医院的身份。

张佳媛她们刚一下车，一群孩子就
围了上来，不断地和队员们打招呼。刚
摆设好仪器，一个腿上有伤的孩子引起
了明月的注意。作为一名医护人员，明
月下意识地打开急救箱，开始给孩子处
理伤口。

看此情形，更多的孩子拥过来，不
断地拍着她的肩膀，向她示意自己身上
的伤口。其中一个孩子的伤口很深，像

是缺了一块儿肉凹了进去；与他们的肤
色形成鲜明对比，加上经常在室外奔
跑，伤口上布满灰尘，竟然还有苍蝇一
直在伤口上盘旋，看样子应该已经有一
段时间了。明月轻轻一按，里边的脓水
顺着伤口流了出来，给孩子处理完之
后，明月的心里没法轻松了。

随着聚集的孩子越来越多，每个孩
子身上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存在一
些伤口，他们只是四五岁的孩子，在国
内应该都是父母手中的一块宝，看着他
们清澈又可爱的眼神，她心里就像压了
一块儿石头，眼泪忍不住在眼眶里打
转。更让人感动的是在明月为他们诊治
的时候，有些孩子在她身后轻轻地给她
梳理头发，甚至还有人给她擦汗。

此刻，在他们眼里，明月不再只是
“China”，亦不只是医生，而是他们
的朋友、大姐姐。而明月也只有一个想
法：要把这些孩子们的伤口都处理好，
一个接一个。

突然，明月发现带的药品马上就要
用完了，可是还有好多孩子在等待着治
疗，她不断地翻医疗箱希望能够找到更
多的药品，哪怕一瓶碘酒、一个创可贴
也好，可是什么也没有。孩子们不断拍
打着她的肩膀，指着他们的伤口。

那种渴望的眼神，让明月顿时崩
溃，心里涌上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力感，
更不知道该怎么给孩子们解释。

小洪抱着病历卡，我也
跟着出去。值班护士看到小
洪，朝她努努嘴：“坐在那
里。”

我顺势看了过去，咦，不对呀，坐
在那里的，不是那个“阿亮”呀！

医生看病三法宝：语言、药物、手术刀
李梦洁来看病的时候，有几次是由

一位男士陪同。我对这位男士印象很
好，他跟李梦洁年龄相仿，斯斯文文
的，我讲话时，他听得很用心。

在排除其他病因，确定李梦洁是肿
瘤化疗药物的不良反应引起的心脏问题
时，那位男士还专门把我提到的几个医
学名词记了下来。复诊的时候，他明显
做了功课，提出来的问题很在点子上。

李梦洁喊他“阿亮”。他们对视的
眼神，是带着温度的。我心里感慨，李
梦洁虽然连续生病，但有和睦的家庭和
关爱的丈夫，这对控制她的疾病非常有
帮助。

蒽环类化疗药物的心脏毒性在李梦
洁身上表现得十分典型。她化疗一年多
后，上班或者做家务疲劳了，就会反复
胸闷、气喘，没有力气，同时伴有失
眠。化疗药物的心脏毒性绝大部分发生
在第一年，心功能逐渐损伤。她来找我
看病的时候，已经是轻度心力衰竭了。

心力衰竭简称“心衰”，就是心脏
这个中心泵的功能衰退，不能担当推动

全身血液循环的重任了。中心泵怠工，
全身血流积聚，各个脏器都得不到有效
的血液供应，轻者运动时出现呼吸困
难、乏力并伴有下肢水肿等，重者哪怕
静坐不动，也会喘息、全身淤血。

心力衰竭根据程度分为四级，从I级
到IV级，渐进加重：

Ⅰ级：病人尽管有心血管病变，但日
常活动无大碍，一般的体力活动没有不
适感；

Ⅱ级：病人在休息时没什么不舒服，
但体力活动多了，如走路久了、爬楼、拎
重物，就会出现疲劳、心悸、气喘或心绞
痛的症状；

Ⅲ级：病人安静休息的时候还可以，
但稍微动一动，就会出现过度疲劳、心
悸、气喘或心绞痛症状；

Ⅳ级：病人不能从事任何体力活动，
休息状态下也会出现各种难受的症状，
体力活动后进一步加重。

临床上，很多心脏病人要求医生开
检查单测定心力衰竭的程度。其实，心衰
的轻重缓急是根据病人的运动耐受情况
评估出来的，不是用检查直接测出来的。

李梦洁的心衰不严重，心功能差不
多II级。按照常规也就是调整药物、生活
规律、加强营养、适当运动，总而言之，暂
时没有危险。

李梦洁定期来随访，其间药物稍有
调整，病情相对平稳，就是有时候看上

去比较憔悴。她失眠，我建议她去神经
内科看看。

上个星期，她找我看病时说想住
院。

我说，病情没到需要住院治疗的地
步，别住院了。病房中人来人往，吵得
很。再说，心脏病人随时会有危险，万
一遇到突发状况，反而吓得自己病情加
重了，何苦呢？曾经有位老太太，有
冠心病但是不严重，非要住院，无可
奈何我们收入院了，第二天天还没
亮，她就着急出院。原来，半夜里，
住在她隔壁床位的病友突发心脏骤
停，值班医生折腾了半宿，又是电击
复律又是气管切开，病房值班医生、
二线值班医生、麻醉科总值班和护士
尽力挽救，能用的方法全都用上了，
天亮时还是自动出院了(“自动出院”
是我们描述住院病人死亡的专有名
词)。家属闻讯赶来，病房挤得水泄不
通。老太太原本心功能I级，住了一天医
院，担惊受怕加上通宵没睡，差点被折
腾成III级。所以说，住不住院，得听医
生根据指征决定。

当我门诊结束的时候，他们还候在
诊室门口。阿亮很客气地跟我说：“程
医生，我们反复考虑后还是想住院，能
不能麻烦您安排？”

以李梦洁的病情，如果真要求住院
也符合条件，我就给她开了住院单。

踢着踢着，世界杯踢成了欧洲杯。法、比、
克、英，四强中无一南美队。我喜欢南美队，喜欢
其粗糙与野生的气息，像喜欢马尔克斯的《百年
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

阿根廷队在八分之一决赛中以3：4败给法
国队，记者询问马拉多纳，是否有意再度执教
阿根廷国家队？这位1986年作为队长带领阿根
廷队夺得大力神杯的小个子球星说：“我不拿
工资也想当阿根廷队的主教练，我不需要任何
报酬，人们觉得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但实际
上我心里沉甸甸的。我很难过，我们这么多年
积累起来的的一切，如此轻易地被毁掉了。”

马拉多纳可能说的是技战术，但我想，除
技战术外，还败在球员变球星后“饥饿感”的
丧失。“饥饿感”是位记者说的，我特别赞同
他的说法。

球员还是球员的时候，需要被承认，需要
辨识度，需要存在感，于是就拼命，甚至是玩

命，那是“饥饿感”促使的，有生理的，也有
精神的，而精神上的“饥饿感”更能激发出身体
上的潜能。可是，功成名就了，就不饥饿了，整天
这里那里的，有光环罩着，养尊处优，由玩命到
玩球。

12年前，德国世界杯，我的老师许学芳先生
曾经写过一篇短评《讨厌巴西队》，讨厌的一个
理由是巴西队的球技太完美。太完美也是错？太
完美你也讨厌？许老师说就是讨厌它的“太完
美”！足球是一种技艺，巴西人已经把它几乎练
到了“极致”。球跟着人走，球就像长在球员的身
上了，盘球、控球、假动作、过人，巴西人都把它
挖掘出来了，并推到了顶峰，“太完美”了也就没
了新意，巴西足球在重复自己，球场的“新道道”
已经看不到了，只是更加熟练而已。这种重复自
己，就是吃饱了的状态，或者叫饱和了的状态，
脑满肠肥，懒洋洋的，不再创造新东西，像遮着
眼拉磨的驴子，原地转圈。吃太饱容易让很多事
情陷入搁置的状态，得过且过，所谓“饱食终日，
无所用心”是也。

没有“饥饿感”的状态，是亚健康状态，肚子
鼓鼓的，吃什么都不香，久而久之，就会厌食。长
此以往，何言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其实“饥饿
感”一直在，只是被遮蔽了。结果只有输球。

保持适度的“饥饿感”，需要一个大环境，目
前南美过早地将足球人才出口欧洲，让小球员

“吃饱”“吃好”，也是麻烦事儿。以前南美的足球
起源于街头，是散养的，野生的，自由散漫的，可
是，你把他们放到欧洲去，精致地圈养，确实是
吃饱了，不饿了，但是也就丧失了南美足球的精
髓。饥饿感，就是不满足感，而不满足是向上的
车轮。

南美是块神奇的土地，伟大球员都是那么
潇洒，贝利、马拉多纳、梅西、伊瓜因、阿奎
罗、内马尔……他们一出场就像几天没吃肉的
老虎下山，那气势，是我喜欢的。可惜本届世
界杯内马尔没有明显的“饥饿感”，进而影响
到自己的团队，“未掣鲸鱼碧海中”，霸气不
再。让人泄气。

“饥饿感”丧失，则霸气不再
□ 逄春阶

▲马拉多纳（右二）曾为阿根廷队战胜尼
日利亚队狂喜，不想这仅是昙花一现。

据新华社洛杉矶7月9日电 洛杉矶湖人队9日
宣布，勒布朗·詹姆斯正式加盟球队，双方签署了
一份4年1 . 53亿美元的合同。

湖人队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第一张关于詹姆斯
的海报。湖人队运营总裁魔术师约翰逊称詹姆斯是
“世界最佳”。

“詹姆斯乐于竞争，有出色的领导力，能够带
领球队取胜，也能帮助队友大放异彩，我们欢迎3
次美职篮总冠军获得者、4届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
詹姆斯的到来。”约翰逊说，“这将是湖人重返季
后赛和总决赛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

湖人队已经连续五个赛季无缘季后赛，而在之
前的八个赛季中（分别效力于热火队和骑士队）詹
姆斯均打入总决赛，夺得了三座总冠军奖杯。

湖人总经理佩林卡说：“这是湖人队历史性的
一刻，我们感到无比荣幸。詹姆斯正处于他职业生
涯的巅峰期，当他选择加盟湖人的时候，就是对我
们球队的最大推动。”

詹姆斯正式签约湖人
4年期合同1 . 53亿美元

□记者 陈巨慧 报道
本报讯 江苏卫视大型探索纪实类节目《行走

山河之北纬三十度》正在周四黄金档热播，该节目
是全国首档传统媒体与互联网知识媒体合作的纪录
片，开创了传统纪录片与受众互动的新模式。节目
联合多位来自不同领域的知识达人，探寻北纬三十
度线上八个神秘据点，以期揭开大自然神秘现象的
层层面纱。

除却真实记录大自然鬼斧神工的壮阔画面，节
目还刻意将镜头对焦在人的身上，捕捉那些带领观
众走向自然真理的探险家、艺术家、科学家的一举
一动，以及他们身后闪烁的人性光辉。在最新播出
的第三期中，节目聚焦中国海洋科考前线，集结三
位服务于“探索一号”科考船的科学家、工程师向
太平洋深渊发起“挑战”，从三个不同的专业视角
为观众解读地球最深处的奥秘，“见30度，思360
度”的节目主旨再次得到了直观的诠释。

应网友的强烈要求，节目在爱奇艺纪录片频道
加急上线，并以7 . 5分的高分表现登上纪录片频道
推荐位。

《行走山河之北纬三十度》

热播获赞

广告

□ 本报特派记者 王磊

北京时间7月12日凌晨2：00，俄罗斯世界
杯半决赛第二场将在莫斯科卢日尼基体育场展
开争夺，英格兰队对阵克罗地亚队。已经打破
多个魔咒的英格兰队还能继续“快乐足球”
吗？经历了两次点球大战的克罗地亚队能否打
破“会拉小提琴的左脚”那一代创造的最好成
绩？

四支晋级半决赛的球队中，英格兰队是
“最平民化”的一支球队，除了哈里·凯恩
外，其他球员都很难算得上世界顶级。至于他

们的打法，更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世界杯开始
后不久，他们就被调侃为踢“快乐足球”，原
因是斯特林、林加德等人多次出现单刀不进、
空门不进的尴尬，但是还能快快乐乐地赢球。

本届世界杯上，英格兰队既有最后时刻击
败突尼斯队的刺激，也有大胜巴拿马队的快
感。淘汰赛阶段，英格兰队甚至在俄罗斯世界
杯上赢得了点球大战，不得不让人刮目相看。
随后，英格兰队又两球击败从未在世界杯上战
胜过的瑞典队。国际足联官网评论说：“英格
兰队每次获胜的方式都是新的、不同的。”

目前，英格兰队在5场比赛中打入11球，
英格兰的进球方式主要依赖于定位球，11个进
球中有9个来自定位球，2个来自运动战。凯恩
独自打进6球，很有机会染指金靴奖。与大多
数进球来自定位球一致的是，后卫成为英格兰
进球第二多的，斯通斯和马奎尔联手打入3
球。

英格兰队的防守有了不小的进步。5场比

赛下来，英格兰只丢了4个球，其中2场淘汰赛
只丢1球。英格兰队后防线较为稳固，沃克
尔、斯通斯与马奎尔的三大高中卫配置，让很
多球队的前锋难以占到便宜。再加上一个近20
年来英格兰队最稳定的门将皮克福德，英格兰
队渴望超越1990年的殿军成绩，向1966年的冠
军看齐。

与英格兰队星光黯淡相比，克罗地亚队可
谓群星璀璨，尤其是中场配置，堪称世界杯最
佳。就像国际足联官网所说，“克罗地亚最宝
贵的财富，就是他们强大的中场。”他们不仅
拥有莫德里奇、拉基蒂奇这两名皇马、巴萨的
中场核心，还有国际米兰的布罗佐维奇、皇马
的科瓦契奇、佛罗伦萨的巴德利。每一个球员
拿出来，都足够英格兰队眼馋。

克罗地亚队在世界杯小组赛阶段的表现尤
为抢眼，三战全胜头名出线，尤其是3：0击溃
了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让“格子军团”圈粉
无数。从“死亡之组”中轻松出线后，克罗地

亚队又经历了两次点球大战的考验，最终杀入
半决赛。如今的克罗地亚队，已经是本届世界
杯最大的夺冠热门之一。

对于克罗地亚队来说，最大的考验是体
能。两场淘汰赛都打满120分钟且进行点球大
战，对于球队消耗的确不小。上一场比赛，福
萨里科膝盖受伤下场，赶上与英格兰队比赛的
希望也不大。在周一的训练中，门将苏巴西奇
和后卫洛夫伦也没有参加合练，但他们的问题
不大。

此外，克罗地亚队还遭遇非战斗性减员。
继前锋卡利尼奇不满自己的位置被主教练开除
之后，克罗地亚队助理教练武科耶维奇因为管
不住嘴而被开除。同样参与的球员维达，则受
到了国际足联的警告。

尽管困难重重，克罗地亚队还是渴望创造
历史，“98年一代一直是我们的偶像，现在我
们有机会超越他们，我们要创造历史。”

（本报莫斯科7月10日电）

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VS克罗地亚队

“快乐足球”还能延续吗？



当地时间7月9日，克罗地亚国家足球队在俄罗斯莫斯科进行赛前训练，备战世界杯半决
赛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图为克罗地亚队球员乔尔卢卡在训练中。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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