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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 郭京

关注“病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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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对母亲说： “老太太，
您得叫个男的来陪护， 您不行。”
母亲说： “我谁都不用， 用谁都
不放心。”

护士对母亲说： “阿姨， 不
是对您不放心， 男的力气总是大
些， 叔叔需要扶持的话， 怕把您
也拽倒 。 得叫个男的来陪护 。”
“就我， 你们放心。 我谁都不用，
用谁都不放心。” 母亲连连摆着
右手说。

这已经是父亲今年第四次住
院了。

上次我陪护的时候， 到了晚
上，我竟沉沉地睡去。父亲起夜也
没喊我，等发现的时候，父亲已拽

着床头上的护栏把身体蜷成弯
弓，自己上了厕所。事后母亲说 ：
“医生一再嘱咐打针期间，所有
的事情一律在床上解决，不叫病
人 动 ，怕 斑 块 脱 落 ，你 却 这 么
心大……上次你爸骨折的时候，
你姐夫陪护，打上针后，他就忙着
看手机，结果针鼓了，把你爸的手
打得乌黑乌黑，肿得老高，这次我
谁都不用，用谁我都不放心。 ”

电话中母亲说 ： “今天打
针 ， 那个药水滴着滴着就不动
了， 管子里还有血丝， 我找护士
来看了好几次， 她都说没事的。
我就觉得不正常， 要求她们换手
打， 结果换到右手打后， 药水就

正常地滴了。 要是你们守着， 根
本就发现不了这问题； 就算发现
了， 医生说没事， 你们也会以为
真的没事。 所以我谁都不用， 用
谁都不放心。 有我在， 你放心，
你们就安心上班好了。”

放下电话， 冲入鼻腔酸酸的
液体呛得我咳了又咳， 用力一仰
头才发现， 窗外的夕阳把半边天
空烧得红彤彤的了。

父亲母亲一辈子没对对方说
过 “我爱你”， 但他们把一生最
踏实的爱给了彼此。尤其这几年，
当父亲身体不好的时候， 母亲总
是把“老来伴”的“陪伴”化作日夜
陪护的“老头子，有我在，你放心”
的贴心照顾。 还有比这更动人的
情话吗？ 还有比这更浪漫的相濡
以沫吗？

合欢花的香穿过夜的黑， 一

点一点弥漫进房间， 那是父亲最
喜欢的花。 父亲说合欢花的美，
美在它的姿态上。 它恬静优雅，
从容内敛； 它美而不媚， 秀而不
娇； 它昂扬而不张扬， 灿烂而不
浮华； 它不与百花争宠， 不与同
类比艳， 只默默中合心即欢、 合
心即安。 今夜， 想起父亲说过的
话， 才明白合欢花像极了母亲的
“你放心” 的爱情。

世上的情话千千万万， 数不
胜数， 最朴实也最动人的情话 ，
我认为就是“你放心”这三个字。
一般情话是站在自己的角度 ，
表 情 达意 ，而 “你放心 ” 完全是
站在对方的角度， 尽管不张扬、
不热烈， 但那颗 “任他明月能相
照， 敛尽芳心不向人” 的心早已
揉进了一生同心， 世世合欢。

“有我在，您们放心。 ”今夜，
我也想对父亲母亲说一句， 从今
后换我为你们扛起一方晴天，给
你们老来岁月静好、 有合便欢的
陪伴。毕竟，在父母亲言传身教的
“你放心”里，我们也已经长大了。

我向大家推荐的一本好书
是 《叙事护理》。 《叙事护理》
这本书的作者均是首都医科大
学宣武医院的临床护士。

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打断了所有人平静的生
活。 许多医务工作者逆风而行，
直面病毒。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
医院的医护人员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 “生命重于泰山， 疫情就
是命令， 防控就是责任” 的要
求， 义无反顾地驰援武汉、 小
汤山医院、 地坛医院等， 做到
了 “招之即来， 来之能战， 战
之能胜”， 充分展示出宣武医院
医护团队的奉献与担当。 与此
同时， 大家勤于思考， 笔耕不
辍， 结合护理临床体会， 特别
是抗疫实践， 精心撰写了 《叙
事护理》 一书， 架起了一座座
医护患沟通的桥梁。

叙事， 通俗简单地说， 就
是 “讲故事”。 故事人人能讲，
但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故事讲得
才最真实， 最有情感。 《叙事
护理》 书中的故事均是发生在
抗疫期间大家身边的真实故事，
书中没有过多华丽的修饰词语，
没有慷慨激昂的高调调， 只有
大家朴实而真实的记录。

以情说话。 “我能帮您做
什么？” 看似平淡的一句话， 却
能使病人感到内心温暖。 正是
通过护士这样的话语 、 眼神 ，
传递给患者关心、 体贴和安慰。

带情倾听。 在医疗实践中，
护士们不仅要关注病人的病情
变化， 还要特别关注病人及家
属的心理状态及情感诉求。

用情护理。 护理的本质是
帮助患者， 既有护理手段， 也
有心理安抚， 但前提都是以病
人的情感融合， 想病人之所想，
急病人之所急， 双方同甘共苦。
这不是虚情假意， 而是融入骨
子里的关爱。

《叙事护理》 正是通过一

个个鲜活的故事， 生动展示了
宣医护理人的人性之美和白衣
天使高尚的道德内涵。 她们倾
听患者的故事， 关注疾病的背
后， 以一个 “情 “字贯穿整个
护理过程， 再现了她们走进患
者世界， 为患者送去温暖和光
明， 构建起医患双方互相支持、
彼此温暖， 形成医患命运共同
体的生动画卷， 也从一个侧面
体现了她们发扬南丁格尔精神，
为推进现代护理事业发展而做
出的不懈努力。

护理工作是平凡的， 但并
不普通。 护士的工作并不仅仅
是打针、 喂药等， 她们的工作
与患者的健康息息相关。 其实，
无论是日常工作还是抗疫期
间 ， 护士都是与患者接触时间
最长 、 在患者床旁最久的人 。
临床工作不仅要求护士专业技
术过硬， 更重要的是她们用心
在关注着 “病人的故事”， 在努
力实现着自己入职时的宣誓 ：
“健康所系 性命相托”。 在国家
需要的时候更是 “舍小家”， 勇
敢逆行。

我推荐这本书也是希望更
多的人可以去了解护理这个职业。

有我在 你放心
□逄维维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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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62年的记忆

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过， 村里
有个参加抗美援朝的英雄。 他不
善言谈， 为人低调， 从不向人提
起自认为平凡的往事。 因此， 村
里人对他参加抗美援朝的事迹鲜
为人知。 就这样， 他一直在村里
平凡地生活， 最后融入焦庄村这
一方热土， 成为村里平凡得不能
再平凡的普通农民……

2020年深秋的一个周末， 我
驾车回到老家。 当我驾车驶近家
门时， 远远地看到一位年迈佝偻
的老人， 我定睛一看， 面前这位
日渐老去的乡亲， 就是一直装在
我的心中、 形象无比高大的抗美
援朝老战士赵增林。

扶着他走进我的家门， 在沙
发上坐下， 喝着一杯浓茶， 我们
祖孙二人打开了话匣。

那是1957年的3月 ， 赵增林
爷爷随着全县二三百名青年战
士， 从县城集合， 乘坐汽车到达
禹城准备奔赴朝鲜战场， 在禹城
等了两天后， 乘坐两天两夜的闷
罐火车， 经过沈阳到达安东 （现
丹东）， 火车一路呼啸着越过鸭
绿江， 直达朝鲜的湖西 ， 然后
换乘汽车直入驻守在山区的军
营驻地。

时值今日， 纵然经过62载的
洗礼， 他依然清楚地记得 ， 排
长 、 班 长 、 副班 长 都 是 四 川
人 ， 虽 然 刚 开 始 说 话听不太
懂， 但班长、 副班长对战士们都
非常友爱。

岁月悠悠， 往事依稀。 刚到
朝鲜时， 战争已经基本结束， 他
们这一批战士， 作为炮兵后备部
队， 每天都是紧张的学习和炮手

操练， 练好制敌本领， 随时准备
补充前线。

每天， “艰苦比长征， 干劲
赛武松， 提起上甘岭， 累死不吭
声” 的口号在志愿军营地上空飘
荡， 也成为每一名志愿军战士的
自觉行动。当时，作为炮手的赵增
林爷爷，每次训练都全身心投入，
决心练好本领，决不让价值120元
“巨款”的炮弹虚放一发。

在朝鲜人民的眼里， 志愿军
是可以信赖的亲人。 “军营距离
朝鲜老百姓的家园近在咫尺， 最
近处仅有一河之隔， 志愿军战士
与老百姓常常隔河取水， 友好地
交流， 我们教给他们中国话， 他
们带我们学习朝鲜语。 经过几个
月的融合， 都能进行简单的语言
交流了。”

站在军营帐篷， 远远地就能
看到朝鲜人民低矮狭小的茅草
房。 平时看到取水的、 洗菜的 、
劳动的， 绝大部分都是妇女， 很
少见到男人的身影。 后来听说，
因为战争的缘故， 男人们都去上
战场打仗了， 牺牲的军人无可统
计， 留在家中的大多都是妇人和
孩子。 可以想象， 当时朝鲜战区
老百姓的生活是如何的艰难。

心中有信仰， 脚下有力量。
上甘岭战斗英雄杨金才的事迹，
深深地感动着赵增林爷爷和他的
战友们。 他们把杨金才当作心中
的英雄和榜样， 处处学着杨金才
的样子去训练 、 去做人 、 去奋
斗， 勇往直前不退缩， 决心用自
己的实际行动为国增辉。

在后来的日子里， 赵增林爷
爷一腔热血洒异乡， 满胸热情写

忠诚。 晚上站岗时， 有的战友身
体不舒服， 他主动替班站岗； 有
的战友训练受伤时， 他热心背负
疗伤； 有百姓取水崴脚时， 他主
动 帮 助 取 水 送 回 。 军 营 驻 地
地处高寒山区， 环境无比恶劣。
由于自己身体瘦弱 ， 训练强度
大， 经常付出多于其他战士的体
力劳动 ， 抵抗力终于不支 ， 于
1958年秋患上了风湿炎、 肺结核
等 疾 病 ， 被 组 织 送 到 卫 生 营
住 院 治疗 。 在卫生营 ， 赵增林
爷爷一心想着早日治好疾病， 回
到战位。

在朝鲜志愿军军营的日子
里， 赵增林爷爷以纪律严明、 团
结友爱在战友们中间著称。 每次
上级评选先进、 立功受奖， 他都
毫不犹豫地将机会留给身边的战
友们。 同去的战友们， 一个个成
了模范、 戴上了大红花， 而他却
心平如镜， 总是默默地守护着自
己的战位。

1958年冬 ， 根据组织的安
排， 赵增林爷爷与一些身体出现
病患的战友被送回国家治疗安
置。 有的被组织上安排到政府部
门 任 职 ， 有 的 被 安 排 在 机 关
单 位 工作 ， 赵增林爷爷怕给国
家增加负担， 主动要求回到故乡
村里， 继续做一名自力更生的本
分村民。

后来， 在赵增林爷爷的影响
下， 弟弟参军入伍， 他又将自己
的侄子送进军营， 成为一名坚定
的共产主义战士， 曾经在部队多
次立功受奖。

现年已经83岁的赵增林爷
爷， 至今仍心有无限感慨。 当时
国内及朝鲜经济十分困难， 百姓
食不果腹 ， 但国家为了正义之
战， 为了解除前线志愿军战士的
后顾之忧， 战士们每人每月领取
着 6元钱的津贴 ， 还享受外加
70%粗粮+30%细粮的额外照顾。
每当想到老百姓当时连饭都吃不
饱， 战士们却衣食无忧， 甚至还
可以定期改善生活， 心中都激动
万分， 充满着为国为民拼尽最后
一滴血的决心和力量。

世界和平是军人的梦想。 每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赵增林爷爷
总是会找出压在箱柜最底层的
“和平纪念章”， 细细地端详， 静
静地思量 ， 四个金灿灿的大字
“和平万岁” 就是一名老兵心中
永远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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