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救死扶伤见精神，
妙手回春。
痛危苦疾心头系，济苍生，
造福黎民。
工岐黄通西术，
杏林万象欣欣。
传播健康铸师魂，
责任千斤。
有求必应怀仁义，躬身行，
备受艰辛。
博爱悬壶济世，
淡泊天道酬勤。
（作者供职于许昌市卫生计生委）

我为医师节献歌我为医师节献歌

我骄傲，我是一名医师
□孙 琰

还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父亲患了坐骨神经痛。那
时，我经常拉着家里的破架
子车，载着我的父亲从村里
的王医生家跑到邻村的张
医生家，为父亲看病。父亲
那时就开始大把大把地吃
药、没日没夜地扎针。父亲
在病痛的煎熬中度过了每
一天。疾病的折磨让他整
夜无法入眠。从那时起，父
亲那憔悴的模样、那病榻上

的呻吟声，让我立志学医。
那时，我就立下誓言：长大
后，要当一名医生。我要医
治更多的患者，让他们远离
疾病的折磨，让他们的生活
不再那么痛苦不堪。于是，
我开始刻苦学习，饱读医
书，酷暑寒冬都不能让我有
丝毫退缩。终于，高考那
年，我考上了理想的医学院
校，圆了自己的学医梦。

“平等仁爱，患者至

上，敬佑生命。真诚守信，
精进审慎，廉洁公正。”那
铿锵有力的《中国医师誓
言》无时无刻不在敲打着
我的心。我从不懈怠、从
不苟且，始终把它作为自
己人生的座右铭。

量体温、测心率、做胃
镜、开药方、大查房、问病
情，从医后的每一项工作
都是那么严谨，每一个动
作背后都是一份责任。当

把一个个患者的生命从死
神手里夺回，当看到他们
获得新生，当听到他们康
复后的啧啧赞叹，当看到
家属脸上感激的笑容……
我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

为他人祛除疾病苦
痛，给别人送去幸福光明，
我觉得，这是我作为一名
医师该有的人生！

（作者供职于民权县
卫生计生委）

人海茫茫，疾苦泱泱。
但活着，难免遭际，
命尽时，宛似塌方。
痛如割兮撕人，死如灭兮裂亲。
生老虽是律常，活好终归人心。
略感畏寒，小恙是也，
脏器衰微，大病至也，
生死离别，绝症遇也，
富贾庶丁，难脱其爪也。
人处疾而医贵，人处强而医轻，
凡有备而无患，便无敌也强弓。
往疼人思华扁，今疼人思医生。
救水火而济困，解顽症而化冰。
修医路而漫远，逾长夜而伴灯。
舍假闲而为患，听病吟而心惊。
谈子孝而愧惭，论父慈而悬空。
将行医当使命而非行业，
拿看病当艺术而非营生。
明眼稠思，察病身之异样，
冷静博学，洞瘟疡之玄机。
果敢沉着，出灵验之方配，
声门紧锁，埋病家之隐私。
安慰绵绵，话心语而挚诚，
关爱连连，暖心灵而投机。
心头揪揪，同罹患之凄楚，
眉梢洋洋，庆恙体之愈期。
信矣乎！
职业天使，行动阳光，
和气一团，慧泽四方。
谨以此赋，
献给我伟大而辛苦的医生同事们！
（作者供职于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

医师赋
□郭明好

医

者

□
张

珺

杏林薪火，代代相传，
浩浩汤汤。
襄古今中外，博极医源。
仁心仁术，大医精诚。
防治结合，中西并重，
妙手灵丹济苍生。
应道是，峥嵘岁月稠，
学海无涯。
医路亘古维艰，
尊至精至微崇勤善。
神农尝百草，仲景伤寒。
无影灯下，三尺台前。
抚古脉今，骐骥驰骋，
看今朝百家争鸣。
大健康，任重且道远，
传承前行！
（作者供职于内乡县灌涨镇卫生院）

医生礼赞
□丁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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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责任诠释人性的光辉用责任诠释人性的光辉
——电影《西虹市首富》观后感

□□栗凤娇栗凤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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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唯一具有中医专业招生资格的中专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中医专业招生
洛阳市中医药学校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确定的河

南省唯一具有中医专业招生资格的中专，为省级重点

中专。该校 2018 年面向全省招收中医专业学生 700
名，学制 3年。

国中医药办人教发〔2016〕13 号：“经备案后招收的中

等职业学校中医类专业学生所取得的学历，可作为参加中

医医师资格考试和乡村全科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考试的学历

依据。”此类毕业生可参加应届对口高考，继续深造。学生

在学校学习期间全部免交学费，贫困县学生和家庭困难学

生可享受每年 2000元助学金，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还可

享受每年2000元生活补助。

报名条件：年龄 15周岁以上，初高中以上学历及中医

爱好者。

报名时间：2018年6月1日~9月30日

学校地址：洛阳市嵩县城关镇北园

联系电话：13838823726冉老师 13783181393刘老师

13938866519杨老师

信阳市肿瘤医院诚聘
信阳市肿瘤医院始建于1993年，经过近20年的发展，综合实

力不断增强，诊疗技术不断提高，现已发展成集肿瘤治疗、肿瘤预
防保健、教学教研、康复为一体的二级医院，对肿瘤疾病的治疗手
段在全市乃至豫南地区最为齐全。

信阳市肿瘤医院拥有一批在全市权威、全省有名气的学术专
家。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心血管科、消化科、肿瘤内科、肿瘤
外科、微创外科、血液透析中心、医技科、甲状腺专科、碎石中心、放
疗中心及一个从事肿瘤前沿科学研究的信阳市肿瘤医院研究所
和一个省级临床特色专科——乳腺科。肿瘤靶向射频治疗填补
河南省空白，肿瘤体内伽马刀I125粒子植入术填补本市空白。

目前，信阳市肿瘤医院各种先进的诊断治疗设备配备齐全。
医院投资3000余万元购置豫南第一台飞利浦256排极速CT、美
国GE核磁共振（MRI）、飞利浦彩超、C形臂、热疗机、腹腔镜、电
子胃镜、电子肠镜、椎间盘镜、气化电切镜、碎石机、细胞分析仪、
心电工作站、脑彩超等大型医疗设备 120 余台（套）。优秀的人
才、一流的设备和良好的科技创新环境催生出一批品牌专科。医
院以肿瘤和心血管两大强势专科带动，快速综合发展，特此诚聘：

一、临床专业研究生10人，工资面议，一次性给予10万元安
家费。

二、临床副主任医师5人，工资面议，一次性给予10万元安家
费。

三、临床主任医师5人，工资面议，一次性给予20万元安家费。
四、临床主治医师10人，执业医师10人、执业护士15人，工

资面议，待遇从优。
具体详情请咨询：王主任 13693970668 （0376）6552186

颈肩腰腿痛产品
诚招各县（市）空白区域代理

99元试用装免费领
（只限医药卫生行业内人员领取）

中医定向透药系统

甲类医保 利润丰厚

电话/微信：15038333313 穆志刚
地址：郑州市经开区第三大街经南一路4号楼10楼

试一试
再决定

河南益中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34届
中原医疗器械（2018年秋季）展览会

主办单位 河南省医疗器械行业协会 承办单位 郑州好博塔苏斯展览有限公司

展览范围
诊断设备、治疗设备、辅助设备、家庭医疗、智慧医疗、卫

生材料用品、口腔设备与材料、康复保健及老年用品

展会时间：2018年9月14日~16日

中国·郑州国际会展中心

参会厂家1500家

展示产品16000件

展出面积33000平方米
联系方式：(0371)66619408

在我们的生活中，总有一些
平凡的人，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
光辉在闪耀。在《西虹市首富》这
部影片中，主人公王多鱼（沈腾
饰）是大翔队一个普通的足球队
守门员，他灵魂深处的那份真、
善、美，令人感动不已。

《西虹市首富》讲述的是“草
根童话”的故事，由闫非和彭大魔
执导，沈腾、张一鸣、常远、艾伦等

主演。影片中，王多鱼为了
获得300亿元的遗产，必须
在一个月之内花光 10 亿
元。10 亿元突然砸向一个
普通人，该怎么花？这部电
影采用的方法是让剧情从

“钱”字上剥离出来，故事情
节超乎常人想象，却展现了
人类灵魂深处美丽的一面，
取得了出奇制胜的效果。

从形式上看，该影片剧情跌
宕起伏、笑点频频，深深地感染了
观众。比如，影片中，王多鱼的名
字“多鱼”取了“多余”的谐音，暗
示王多鱼是一名业余丙级球队的
守门员。再比如，王多鱼说：“夏
珠（宋芸桦饰），你好好看……”夏
珠娇羞地望着王多鱼，以为王多
鱼是在赞扬她，没想到王多鱼接
着说：“你好好看看，账上还有多

少钱。”夏珠的表情瞬间由娇羞转
为愕然。这种语音停顿、谐音双
关的表达方式和曹禺的代表作

《雷雨》中“你，你平……凭什么打
我的儿子”这句台词有异曲同工
之妙。在观影现场，笔者发现观
影者时而眉头紧锁，时而开怀大
笑，时而唏嘘不已。毫无疑问，这
部影片不仅让人放松了心情，还
收获了感动。

从内容上看，王多鱼面对一
个月花掉10亿元的挑战，从盲目
投资到意外斩获20亿元，从帮助
他人实现梦想到项目落地，从挑
战强势足球队到死死守住底线，
从放弃金钱的诱惑到收获爱情，
从投资脂肪险到全城燃烧卡路
里……这些亮点处处闪现着人
性的光辉，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理想很丰满，但现实很骨感。

生活中，很多人离自己的梦想仅有
一步之遥，或许只需有人轻轻一
推，就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成功。
当王多鱼表明要帮人实现梦想
时，一个、两个、三个……一群人
争先恐后地站起来表达自己的想
法。剧中一个人设计的“陆游器”
在投放市场后，大受欢迎，这就是
王多鱼帮助发明者走向成功的典
范。这件事告诉人们，当理想被
现实浇灭时，应该想想太过丰满
的理想是否脱离了现实。如果觉
得这个梦想可以实现，那就选择
坚持，脚踏实地，以求厚积薄发。

做人不仅要守住底线，还要
深刻领悟“守土有责、守土负责、
守土尽责”以及团队合作的道
理。影片中，王多鱼所在的大翔
队虽然毫无优势，但队员们本着

“不输两位数”的信念和拼搏到底

的精神，让许多观众备受感动。
影片中，“燃烧我的卡路里，

不放弃，燃烧我的卡路里，我要变
成万人迷……”这首洗脑神曲《卡
路里》一时间成为影片中西虹市
的主旋律，这是因为王多鱼推出
了带有慈善性质的险种——脂肪
险，目的是让“西虹人瘦”。得知
体重减轻者可以得到相应的赔偿
金，全城掀起了健身热，弘扬了社
会正能量，也从侧面反映了王多
鱼的社会责任感。

笔者认为，以上这些亮点都
是对社会责任、家庭责任最好的
诠释。

在影片结尾，王多鱼和身怀
六甲的妻子列出了长达数十米的
清单，展现出了一种契合现实但
并不矫情的金钱观，具有一定的
讽刺效果，令人回味悠长。

姥姥因做了心脏支架手术，
要吃很多不同的药。姐姐就专门
从网上买了小药袋和大药盒，把
姥姥每次需要吃的药按早、中、晚
分别放在不同的格子里，然后定
闹钟提醒姥姥吃药。即使这样，
姥姥偶尔还是会忘记吃药。

到医院实习后，几乎每一天
我都会看到一些行动不便的老
人独自一人来就诊。他们步履
蹒跚、颤颤巍巍。其中，有的老

人能向医生描述自己的身体状
况，有的老人在医生的再三询问
下能勉强应答，最后拿了药，晕
乎乎地走了。每次看到这种情
形，我的心里总是有一种说不出
的滋味。想起几天前，我给一位

老人测量血压时，发现这位老人
的血压指数接近 170。于是，我
问这位老人：“以前血压指数高
不高？”老人回答：“高。”在交流
中，我得知这位老人在前几天因
自我感觉良好，所以就没吃降压

药。随即，医生告诉这位老人，
在没有检查之前，不能随便停
药。

后来在和室友讨论时，我发
现我所见到的只是一种情况。其
中，最令人心寒的是，有些老人的

子女在陪同其看病时，总是会因
各种原因训斥老人。每次看到老
人低头沉默的样子，我的心情无
法用语言形容。当然，我也见到
了很多暖心的事：有带着80多岁
的姥姥来看病，一路细心搀扶的
孙女；有夜晚送眩晕母亲看病而
满脸焦急的儿子；还有为给母亲
看病而跑来跑去的女儿。

作为一名实习医务人员，我
更愿你难过时，有人搀扶。

愿你难过时有人搀扶
□□风风 子子

西去的T264次列车行驶在海拔四五千米
的唐古拉山口，似乎显得有点儿“疲倦”。我正
全神贯注地欣赏着窗外的蓝天、白云、羊群和
皑皑白雪。忽然，一只手轻轻地推了我一下：

“请问，你是常新有吗？”我一愣，心想：“这是谁
啊？我们认识吗？”为了避免尴尬，我只好支吾
道：“是！我是常新有，你认识我吗？”“可能你
不太认识我了，我是你邻村的赵大宾，我父亲
是赵德义。”说到此，我似乎有点儿印象了。

这时，我的媳妇及我的朋友也明白过来
了，原来是在千里之外遇到乡亲了！

简单寒暄后，赵大宾得意地对我说：“其
实，我早就看到你了，只是不敢贸然相认。仔
细看了看，我才肯定你是常新有。”说罢，几个
人大笑起来。我也笑着说：“‘西出阳关无故
人’。我们3个人都是第一次西藏行，能在这
里遇到你，还真是‘他乡遇故知’呀！”

说来话长，赵德义多年前患有肺心病，每
至隆冬，往往犯病。其儿女们常年不在身边，
于是，赵德义经常自己到我的诊所就诊。在赵
德义病重期间，我用电话通知赵大宾兄妹，他
们才千里迢迢赶回来。当时，赵大宾兄妹每次
回来看望父亲时，赵德义总会对着他们唠叨：

“别忘了你有哥。我在家生病时，全靠你们有
哥来帮忙。”

“有哥，我经常在外，很少回去，我们难得
一见。这次，你们到拉萨后，在那儿多住几天，
也到我家认个门吧！每次我妈一提起你就说，
这辈子多亏了你有哥。我还记得好几次北风怒吼、大雪纷飞，
我爹去你那儿看病后，你总是留他在你家喝一碗羊肉汤，他再
暖和和地回家。这次，说什么我都得好好谢谢你。我看今天就
是个好机会，你就了了我这个心愿吧！”

“大宾，不能见外。为你爹看病，这是我的职责。在这千里
之外的地方能遇见你，和你说说话，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有哥，说实话，要不是你时常帮我爹看病、照顾我爹，我哪
能没有后顾之忧地在外地工作啊！从兰州到拉萨，我已经开了
好几家连锁店，生意还说得过去，几顿饭还是管得起的。”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本次列车的终点站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不知不觉地到了目的地。

刚一下车，还没来得及欣赏眼前的美景，我和媳妇及朋友
就被赵大宾拉上了他的车。

（作者供职于长葛市石象镇常庄卫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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肛肠全程无痛技术培训

常年招生

学痔瘘技术送鼻炎技术
联系人：田长修 电话：13653737333

地址：卫辉市人民路北段田氏痔瘘专科门诊

征 稿
本版以弘扬积极向上的卫生文化为己任，诚

邀您投稿。
征稿栏目：《影视天地》《医者手记》《身边的

哲理》《悦读》《书法》等。
征稿要求：文章主题突出，形式灵活多变

（散文、小说、诗歌、笑话等），语言生动活泼，字
数在900字以内。

投稿邮箱：568689252@qq.com
联系电话：（0371）85967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