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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奇葩”病人
□讲述人：付虹（妇产科医生）

笑对世间事
□讲述人：杨力（医生）

多年后我悟出了，A君其实是“心病更重于眼疾……

为了爱情隐瞒宫外病史，她不仅害苦了医生还差点伤及自己性命…… 这两口子，竟领了三份哦……

团拜会上的“礼品专家”
□讲述人：许林（某商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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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药店的生意特差，我和小王守
了一上午，一个顾客也没有。

快到中午时分，我正要去吃午饭，
突然来了一顾客：一个满身脏兮兮的中
年妇女。那中年妇女说，她和自家男人
一齐到城里来打工，都在一个建筑工地
上干杂活，刚才正干着活的男人突然叫
肚子疼，疼得他直流汗水，本想送他去
医院，可男人说医院里光挂号和门诊费
就不少，不去医院，要我来药店买些药。

我叫小王给她配药，包好，然后算
药价，２５．５元。

那妇女摸出一把皱巴巴的零票，数
了半天，只有２０元。“姑娘，你看——我
的钱——不够，”那妇女对小王说，“你能
不能先赊着，我过两天再补５．５元？”

“你问我的老板吧！”小王转向我对
妇女说。

没等中年妇女开口，我一口回绝
道：“不能！”一上午没有生意，好不容易
来一个顾客却是这样子，我心里压着一
肚子的气。

“这位大姐，您就行行好吧——”那
中年妇女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你看我也是小本经营，生意也不
好，我们一律不赊帐，也赊不起帐！”我
没好气地回答。其实我这药店也赊帐，
但是对很熟的人。这些从农村来打工
的我又不认识，再说她赊了帐会不会
补，我才不信她那骗人的鬼话。

那中年妇女无助地望着我，又看看小
王，眼睛里似乎汪着泪水。我转身望着大
街上的行人，假装没看到。在生意场混了
几年，虽没赚多少钱，但我却明白了一个
道理：凡涉及到钱就不能抱任何同情心。

“这位大姐，这样吧，我借给你５．
５元。”这是小王的声音。

我转过头来，只见小王从自己的
小提包里拿出５．５元钱来放在那中
年妇女的钱一起，然后一齐收到药店
的钱柜里。

“谢谢您了，姑娘——”那中年妇女

深深地弯了一个腰，还要说什么，被小
王的话挡了回去：“别说了，你赶紧把药
拿回去让你丈夫服下吧！”

我冷眼看着小王的一举一动，心
想：小王也是人年轻不懂世事，你充什
么好人？我虽然包了小王的吃住，但一
个月不过几百元的工资。

待那妇女走后，我问小王：“你就不
怕她不还你吗？”

“我相信她会还的！”小王回答得也
很干脆。

不久，我就渐渐忘了这事，不料，大
概是过了二十多天后，那天，因为小王请
假回乡下老家了，我因早上起床晚了，直
到九点过后我才来到药店，刚到药店门
口，一个妇女突然窜到我面前，我吓了一
跳。“老板大姐，你店里那个小王姑娘来
了吗？”听了声音，再定睛一看，我才发现
是那次来买药欠钱的中年妇女。

“你是来还她的钱的吗？”
“是，小王姑娘在吗？我们在这里

等了一个多钟头，一直没见小王姑娘，”
中年妇女说着，突然从旁边拉过来一个
乡下模样的男人，男人手里还提着一包
水果，“我和我男人要来感谢她！”

看到他们那样子，我突然有一种感
动，赶紧说道：“小王回家去了，明天才
能转来，你们把钱给我，让我转给小王
吧！”

那妇女和她男人都用一种狐疑地
眼光看了看我，又互相使了个眼色，然
后对我说：“那就不麻烦你了，我们明天
再就是了。”说完他们就走了。

第二天，当我中午时分赶到店里
时，小王递给我一条香蕉。香蕉是我最
喜欢的水果，我赶紧拨开咬了一口：

“嗯，好香蕉！”却突然想起。“小王你从
来不买这些吃，怎么今天舍得？”

“才不是我买的，是那次那个买药
的妇女和她男人送来的。”

听了这话，我的喉咙好象突然哽了
一下，也再觉不出香蕉的滋味来了。

对任何一个人而言，生与死都是世间寻
常事，生是偶然的，而死是必然的。

多年前，我还在一家基层医院当医生。
有两个病人，给我留下了特深的印象。

其中一位，姑且叫他A君，送进医院是因
为得了视网膜炎。A君本人就是一名医生，
户口在省城的他，却在那个包分配的年代，读
完中专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镇医院，可见
他内心是很失落的。高不成低不就的他一直
不愿意在当地找女朋友，他甚至也不愿意结
交身边的朋友，就那么孤独地生活在自己的
世界里，幻想有一天能通过婚姻或关系调回
省城，直到他眼疾发作。

A君住进医院时，几乎分辨不出眼前的5
元和10元。作为同行，A君当然知道他得的
是一种可怕的眼底疾病，虽然不影响生命，但
视力会天天下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也没有
什么好的治疗手段。

A 君住在病区尽头的一个单间，每天接
受一些保守治疗，而多数时候他就孤坐在床
头。很少有人去看他，间或乡镇医院来人探
视，鼓励他放下包袱，开朗一些，但他总是摇
头。好几次，住院部的医生护士都开导他对
治疗要保持乐观向上的积极心态。可他说，
他知道这种病的厉害，他对今生已不抱希望，
他不断叹气……

A君病房的对面，住的是一位50多岁的
肝腹水病人。他生病起因是因为喝酒，酒喝
多了伤了肝脏。因为病情危重，医生严禁他
再近酒，可他偏偏在床头柜上放上一瓶酒，有
事没事就打开来闻闻。劝解了多次，他才解
释说，他当了 10 多年的铁道兵，常年累月战

斗在野外，特别是打隧道感受了寒湿，常常要
靠酒去驱散，一来二去成了瘾，转业后有了条
件更是喝得起劲。现在住进医院当然不敢喝
了，可身体内的酒虫常常出来捣乱，所以闻一
闻也是为了安抚酒虫在身体内的躁动。

这位军人，注定是不肯被病魔左右的。
他在病区很有号召力，每周都要找两个下午
组织病员读报，特别喜欢选读那些不愿向命
运低头自强不息的文章。其他时间他喜欢互
动，和病友交流治疗心得，回忆美好往事，憧
憬康复后愿景。他自称是“肝大”学员，每次
医生告诉他病情在恢复，肝硬化好转，肝大在
缩小，他都开心得像个孩子。

但我们骗了他，他的病情是不可逆转的。
有一天这位军人从肝昏迷中醒来，看着身边的
老婆孩子微笑着交待后事，他庆幸娶了贤惠的
老婆，培养出了一个读大学的儿子，叮嘱他们今
后别学他，要好好爱惜身体。

在我们集中精力抢救军人的那个晚上，
A 君用床单结成绳索把自己吊在了吊扇钩
上。这个并非医疗事故的“事故”，成了那晚
所有值班医生护士挥之不去的内疚。大家想
不通的是，一个连人民币都分辨不清的眼疾
病人，又是如何站在摇摇晃晃的病床上，把绳
索准确套进吊扇钩里的呢。

多年后我悟出了，当年的A君其实是心
病更重于身体之病。生活的诸多不顺，亲情
友情爱情的疏离，让这个来自大都市的青年
慢慢抑郁了。可惜在那个年代，抑郁症对很
多医生护士都还是个陌生的词汇，缺少心理
疏导而简单归结于眼疾，让一心求死的他早
早结束了而立之年的生命。

信 任
□讲述人：巴山（药店老板）

“我相信她一定会还的！”……

作为妇产科医生，很多女性朋友都会坦
诚地告诉我她们以前的病史，但也有例外，
就是连医生都隐瞒病情的女病人。这样做
的结果，弄得大家都很被动。

26床的米娜女士33岁，她身材苗条，面
容姣好，有着一份办公室文秘的轻松的工
作，因不孕2年收入院，在门诊化验检查做了
不少，查体的时候，我发现米女士的下腹部
有一道8cm的横手术瘢痕，米女士解释道既
往10年前曾经做过一次开腹手术。这次她
准备入院进行宫腹腔镜手术查找不孕的原
因，陪她来的是比她大3岁的老公方先生。

医生和护士都感觉到了米女士和老公
的恩爱，方先生专门请了假陪米女士住院照
顾她，陪她去做各种检查，给她定制可口的
饭菜，还每天定一束香水百合放在米女士的
病房里。

只羡鸳鸯不羡仙。人生至此，“妇”复何求？
作为米女士的主治医生，米娜女士的老

公方先生也亲自找过我，坦诚告诉我：米娜
从来没有怀过孕，可她那么喜欢孩子，自己
就尽力配合她检查。只要米娜女士开心健
康就好！

准备做手术的那天早上，手术室的护士
过来接米女士进手术室手术，手术室外，方
先生不顾外人在场，亲了亲米女士的脸颊，
小声地说，米米，你一定会健健康康的出来
的，我就在外面等你！

科主任带领我和另外一位女医生给米女士
做的手术，手术中，我们发现米女士盆腔内严重
的粘连，又发现米女士的右侧输卵管根本就没
有……

这是怎么回事呢？
术后，等待米女士醒来，我告诉了她结

果，她看到无法隐瞒，才说出了事情：10 年
前，她和第一个男朋友怀孕了，结果却是宫
外孕破裂，发生了严重的腹腔内出血和失血
性休克，就在一家小医院做了开腹的右侧输
卵管切除术。术后，医生告诉她为了救她的
性命，不得已切除了右侧破损严重的输卵
管。当时，知道了真相，她的第一任男朋友
就和她分手了。

8年前，米女士又谈了第二任男朋友，到
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她想结婚，可细心的男
朋友发现他们同居了一年了米女士却没有
怀孕。天真的米女士告诉了男友她之前曾
经宫外孕破裂手术的事实。男朋友接受不
了她既往的宫外孕手术史，就和她分手了。

6年前，米女士谈了第三任男朋友，还幸
运地怀了孕，米女士开心的告诉男友，并想
和他结婚生下这个孩子，谁知道第二天她的
男朋友就消失了，手机微信都不再回复。伤
心欲绝的米女士自己去医院做了流产。

4 年前，米女士才遇到现在的方先生。
直到俩人谈婚论嫁，米女士小心翼翼守护着
心中的秘密，再也不敢告诉方先生一言半
语，看到自己肚子上的手术疤痕，米女士就
解释说自己 10 年前做过开腹卵巢瘤的手
术。后来一直怀不上宝宝，米女士就积极和
方先生一起检查不孕的原因，结果方先生的
精子等各项指标都正常。

“付医生，您看我是不是怀不上孕了？”
米女士哭着问我。

我告诉米女士，她的右侧输卵管已切
除，左侧输卵管粘连严重，即使分离了粘连，
通液术依然显示左侧输卵管不通畅，只能求
助于试管婴儿助孕技术了！

“付医生，我知道我隐瞒病史，给你们添
很多麻烦，可我也是情非得已，我太想有个
家了，我的老公又这么爱我，我也太想为他
生个孩子了。苦了那么多年，我容易吗！”米
女士对我说，一脸泪水。

“米女士，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对于
医生，你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隐瞒病情！如

果你在术前就告诉我们你曾经宫外孕过，也
做过手术，我们完全就可以建议你直接做个
输卵管造影，造影提示输卵管不通畅，就直接
去生殖中心做试管婴儿了，也许就不需要这
个腹腔镜手术了。要知道腹腔镜手术虽然是
微创，一旦发生严重的风险，比如大血管破
裂，有生命危险啊！”我严肃地对米女士说。

“事已至此，您还会继续为我保守秘密
吗？”米女士小心翼翼地回答。

“米女士，既然你告诉了我真实的病史，我一
定会准确地把病史如实的记录在病历里面，至于
真相说还是不说，那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说。

术后第一天，我去查房，看到米女士气
色很好，方先生也陪伴在她身边悉心照顾
她。术后5天，米女士恢复良好，如期出院。

又过了9个月，一打扮时髦的女子过来
找我，“付医生，您还记得我吗？”

我抬头看到了满脸笑意的米女士，她把
一捧鲜花送给我，高兴地说：“付医生，我去

您建议的医院做试管婴儿了，现在已经怀孕
2个多月了。”

看到米女士怀孕了，我也很高兴，只是
不好意思问她具体的情况。

“付医生，我还想告诉您，上次手术后，
我就把自己过去的事情告诉我老公了，他原
谅了我的过去。他说，人年轻的时候，谁不
会遇到几个人渣呢？他愿意陪着我走这剩
下的人生旅程！”米女士认真地说着自己的
故事。

团拜会，累。但遇到的趣事奇葩
事不少，容在下略表一二。

前不久，我所在社团的新春团拜
会如期举行。到了签到时刻，受邀宾
客、会员等各路大仙粉墨登场。签到、
照相、发送礼品、引入宴会厅。参加这
类会的人总是踩着时间节点进场，宴
会前半小时是签到高峰，接待人员稍
稍不慎就要出拐。这不，一个穿得周
五正王的会员携夫人出现了。

可能是见接待人员面生，他立马
撇开夫人，自己跨前几步签下大名，给
礼仪甩出一剪刀手：“两份儿”。

他如愿接过两份礼品，笑吟吟地
向宴会厅怡然而去。身后的夫人也签
到，领礼品，从容不迫。有认识的马上
反应过来：这两口子，竟领了三份哦。

“兄弟伙，新年快乐，快乐。”一声
响亮的问候，震得接待大厅吊灯直晃
荡。来者，郎秘书长是也。

圈内传闻，郎秘有三大特点：好
酒，好赌，好……说不得。并且，以其
块头大、嗓门响的生理特征，和“指甲
深”，“下手狠”的性格特征，博得“老
狼”狠名。

现在，老狼带着两个秘书一出场，
绝对的霸气侧漏。他先和我等来了个
熊抱，再拍拍我的肚腩：“兄弟伙些，少
喝酒哈，少吃肉哈，板油要拱起来了
哈。学我嘛，早上基本不得喝酒哈，猪
肉基本不吃。”

寒暄完，老狼抱拳拱手：“我今天
只来了5个哈，不多不多，给兄弟伙们
抽起哈。”说毕，签到，领礼品。转身，
他吩咐二秘书把5 份礼品拿到楼下车
里。，自己则迈着方步踱向宴会厅。

接下来，又来了一对时髦青年。
走程序，签到，入宴会厅。良久，有人
若有所思：“这两位……？不像我们会
员，也不像是受邀宾客哦。”

我等心有不甘，在宴会厅找到二
位，勉强笑着盘诘他们何方神圣。其
中一人恍然：“哦，你们这是××团拜
会呀？不好意思，走错门啦。我们是
参加××团拜会的（的确，旁边也有一
家单位在团拜）。来来，礼品退你们。”

我尽量很礼貌地将他们送出来：
“是我们工作不到位，没解释清楚。添
麻烦了哈，二位谅解。”

这二位刚消失，负责照相的老李
抱着相机过来，指着照片中一胖青年
问谁认识。搞联络的小刘眼尖：“这是
会员××呀，咋啦？”

“他计划几个人？”小刘答，“就他
一人啊。”老李笑道：“他脚边已放了 3
份礼品了。邻桌人说，他出来一趟，就
带一份礼品回来。”我又愕然：“这样也
行？”苦笑。

心情尚未平复，礼仪妹妹又指着
一提礼品进宴会厅的黑衣妇女说：“她
……那个女的像是领了四次礼品哦。
她上一次厕所，就来签一次。每次都
说帮人家领的……”小刘马上确认：

“那是会员××带来的客人得嘛。”
我要崩溃了。失误，失策，失职

呀。
此时，宴会厅开场锣响，团拜会正

式开始。
我等急速往厅内涌去，不想，差点

和出门的老狼撞个满怀。老狼身后二
秘书又各自拎着礼品。这是要走的节
奏吗？看我疑虑，老狼一声哈哈：“兄
弟伙们，告辞了哈，不打搅你们啦。当
然，我还得去张秘那边晃一头。都是
兄弟伙呀，得抽起。”

张秘？哦，××社团也是今日搞
团拜。“老狼，酒也不喝，招呼不周哇？”

“说这些不存在。你们搞得这么闹热，
很巴适哈。”他俯首低声：“老张那边约
了搭子，夜战。”

我等面面相觑。饭局嘛，只能顶
其一；礼品，多多益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