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址:中国·杭州  灵隐路12号/邮编:310013/电话:0571-81595035/传真:0571-87976984浙江医院党委办公室编印

核心价值观：臻德   精术
院训：敬业  务实  严谨  奉献

ZHE JIANG HOSPITAL http://zjhospital.com.cn    E-mail:523377496@qq.com  

第 1 期
总第152期
2018年1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浙企准字第A209号

1月12日，杭州的寿女士手捧鲜花来
到我院十九病区，向她丈夫的“救命恩
人”——十九病区护士长助理蔡晓宇深深
鞠躬：“谢谢你在我最慌张无助的时刻勇
敢上前，真的十分感动！”

寒雨交加 他从地铁站摔下8节台阶
1月6日晚9点，气温接近零度，寒雨交

加。寿女士和丈夫与朋友聚完餐，来到地
铁凤起路站准备乘坐地铁回家。在进站口
下楼梯时，寿女士的丈夫不慎滑倒摔伤，
滚下七八节台阶，导致左侧额头磕破，当场
血流不止。“当时我还带着两名年幼的女
儿，手上又拎着许多物品，遇到这种情况，
我顿时就惊慌失措了。”寿女士说，就在
她感到无助时，蔡晓宇恰巧途径遇见，她
二话没说，主动上前询问情况，蹲下来帮
助伤者止血、清理伤口，并一直陪伴寿女
士一家，直到救护车抵达。

寿女士：“你别慌，我是护士”——当
场被这句话治愈

寿女士称，她的丈夫事后缝了6针，伤
口现已愈合。回忆这起事件，她仍有不少感
触。“老公平常不怎么喝酒，当晚因为多年

好友相见，喝的有点多了。朋友开车把我们
送到凤起路地铁站附近，因为我们家离地
铁出站口很近，就打算坐一回地铁。”

在摔伤之前，寿女士的丈夫已经在电
动扶梯上小摔了一回，考虑到安全问题，
寿女士让其选择步行楼梯下站。没想到意
外还是发生了……寿女士的女儿连忙跑上
去，看着爸爸满脸是血，“哇”的一声吓得
大哭起来，瞬间引来周围人的围观，也有
不少好心人递来纸巾。

寿女士赶紧扔下手中的物品，一边
安慰受到惊吓的女儿，一边心疼受伤的
丈夫，手足无措的同时，用发抖的手指
按了120急救电话。“我当时整个人是懵

的，突然在我身旁冒出一句‘你别慌，我
是护士’，我瞬间心里的石头就放下了一
大块。”看到蔡晓宇娴熟的止血技巧，寿
女士十分感动，然而更为感动的是，血止
住后，蔡晓宇仍然陪护在寿女士一家身
旁。

“一旁协助的地铁站工作人员一直以
为她是我们的亲戚，当我说我和蔡晓宇素
不相识时，他们都表示惊讶。”寿女士回
忆，“我问她是哪家医院的，她只表明自己
是名护士，就不肯说她的名字、工作单位
和联系方式，在我和地铁工作人员的反复
询问下，她才告诉我们。她当时也是从电
动扶梯上下来，很多人下去也就下去了，但

她看到我们以后，以最快的速度又折回到
楼梯上来，真的很感动。”

蔡晓宇：没有我，也一定会有其他人
站出来帮忙的

与寿女士一样，蔡晓宇也是一名二胎
妈妈，她从事护士已有20年。当晚，她在
杭州剧院看了一场音乐会，独自一人回家。
“当时我乘扶梯下站，看到有一名男士坐
在中间的楼梯上，满脸是血，一旁的女士
和两个小女孩吓得不轻，我觉得我应该可
以帮到他们什么，出于职业本能，没想什
么就跑过去帮忙了。”蔡晓宇回忆，“伤者
额头破了一个口子，出血量其实并不算大，
可能摔的幅度比较大，造成满脸是血。”
蔡晓宇一边询问伤者有没有出现恶心呕吐
的症状，一边为其压迫止血，并做了初步
的清创消毒。

“我觉得真没什么，很小的事情。”事
情已经过去一周，蔡晓宇一脸平静。救人
之后，也有人问蔡晓宇，如今许多碰瓷事
件，难道不怕给自己惹麻烦吗？她坚定地
说：“不怕，医务人员的职责不就是救死扶
伤吗，我相信正能量一定是主旋律。没有
我，也一定会有其他人站出来帮忙的。”

纤纤一人 温暖全城
也许，对于蔡晓宇来说，这次的伤者

并不严重，在其专业领域，止血也只是轻
而易举的小事，但对于寿女士而言，当晓
宇冷静地告诉她“你别慌，我是护士”七
个字时，就已经彻底治愈了她们一家。而
这，正是我院医务人员“一分情怀，九九
耕耘，百分精术，万分责任，我们必将全力
以赴”的精髓所在。

健康管理与宣传中心 郭俊

7.《DESIGNING CLINICAL RESEARCH》
推荐者：徐元恺
推荐理由：淘到这本书纯属意外，这一主题正
好是我迫切需要的，因为高质量的论文源于高
质量的数据，而高质量的数据脱胎于高水平的
实验设计。在基础研究很难普及到每一个临床
医生的当下，提高临床科研设计能力还是很有
必要的，琢磨琢磨说不定还能多出几篇高质量
的论文呢。

5.《经济学通识》
《中国文法要略》

推荐者：徐元恺
推荐理由：这俩放在一起推荐是因为都属于彻头彻尾的“闲
书”，一直以为能够在一个忙里偷闲的午后，沏一杯清茶，读一
本闲书是一种无比的享受。看《经济学通识》是因为2016年末
开始在“得到”上面间间断断听完了薛兆丰教授的经济学课
程。对于大部分时间钻在专业思维中出不来的我们，经济学的
思维让我有耳目一新的感觉。看经济学不一定是为了做生意，
更多是为了多一个视角。《中国文法要略》是台湾版的旧书，一
直觉得文字是具有力量的，如何把这种力量发挥出来，有时候
需要近乎苛刻的文法要求，关于“推敲”的故事相信大家都耳
熟能详，希望这本书能够给自己文字掌控力的提升带来帮助。

4.《月亮与六便士》 
推荐者：傅金悦
推荐理由：好的小说，能
给不同的读者人群不同的
获得，就像《西游记》能给
三四十岁的成人一个文化交
错、人性复杂的现实社会，
也能给孩子一个光怪陆离、
冒险神奇的世界。毛姆的
这部长篇小说在1919年问
世后，以情节入胜、文字深
刻在文坛轰动一时。小说的
原型是法国印象派画家高
更，这更增加了它的传奇色
彩。尽管时间过去了近百年，
《月亮和六便士》仍然吸引
着我们，它会带给你一个怎
样的世界，或视界呢？

1《怎样读书》
推荐者：傅金悦
推荐理由：离开学校时
间久了，就慢慢模糊了
老师的言传身教，学会
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找
到持续的老师并且持续
有效地学习真的非常重
要。这本书汇集了好几
位现代大家的读书学习
经验之谈，我们或许可
以从中得到一些提示和
提醒，也能有一套自己
的读书之法。

你知道什么是媒介素养吗？知道如何
正确认识舆论危机吗？知道如何避免发言变
“发炎”吗？知道如何避免舆论失管失控造
成次生危机吗？知道如何另辟蹊径，化危为
机吗？

1月23日下午，为了加深全院职工对舆
论影响的认识，提升舆论危机应对能力，我
院文化大讲堂邀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
化学院兼任专家、浙大新闻系名师“新闻工
作坊”名师，《杭州日报》首席评论员，著名
杂文家、作家、评论家徐迅雷教授来院分享
《舆情应对及危机处理》，他用一个个我们
熟悉的网络舆论案例，正反对照分析，提醒
我们，要想避免公共事件，先要维护公共利
益。

徐教授的讲课，让我们有机会静下来
重新思考信息时代的医患关系维护问题。医
和患，应该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面对
的敌人是疾病。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相扶
持，相互信赖。

但是，不可否认，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矛
盾客观存在，而且在现在的社会形势之下，
一个小小的医患矛盾，稍有不慎，就可能演
变成一个社会级的话题。一方面，一些患者
及家属在网上骂医生黑心，更有甚者打砸
医院，伤医杀医。另一方面，在医生群体中
也存在一些不理性的声音，对患者或家属
的不当行为产生对抗心理，一些自媒体账号
写“我的病人是奇葩”“我的病人家属是奇
葩”“儿科体系的崩溃，每一个人都是有罪
的”之类的极端言论，更为医患矛盾的激化
推波助澜。于是，本是同盟军，却在一个战

壕里内斗互殴了。
可实际上，绝大部分病人都是通情达理

的，他们只是求医问药。而绝大部分医生也
都是兢兢业业，真心希望自己能妙手回春，
救病患于水火的。那么为什么原本一拍即合
的两个群体，却总爆发矛盾呢？不恰当的媒
体宣传和舆论引导应该要负一定的责任。

比如看病贵的问题。看病治疗的花费，
即使有医保，也肯定不会是每个患者都能轻
松承受的，承受不了就开始埋怨医生黑心收
钱。网上“为了看病花掉了一生积蓄”“儿子
卖血救母”之类的新闻满天飞，这些个别的
案例却让大众对医院产生了一种血淋淋的
恐惧。医生也满腹委屈，一个人的眼球缝合
修补才一千多块钱要被说“黑心”，而一条
狗摘除一个眼球（还不是修补，修补的技术
难度更大）收一万五却没人指责。

医疗本身属于高成本、高花费的范畴，
可又需要兼具公益，要让每位老百姓都能
看上病，两者之间的矛盾也就成了医患矛盾
的根源之一。这其实是全球的问题，比如美
国，固然医疗收入丰厚，医疗水平也日新月
异，但是美国人民的医疗纠纷和怨念，也是
时有所闻，他们的医疗模式也不是我们的模
板。医疗又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医患立场的
不同、医疗信息的不对等、医疗结果的不确
定，一个通情达理的病人和一个仁心仁术的
医生也可能会“掐”起来。所以，医患矛盾的
根源往往会超出医疗技术范畴本身，更多的
是在于不恰当的沟通和引导，在于因疾病带
来的各种不好的感受和体验。

如今是舆情形成和传播从未如此迅速

的信息时代，每个人的手机都可以是一台监
视器，网络传播的成本又如此之低，就会导
致很多原本只需要深呼吸三秒就能冷却的
摩擦经过不恰当的描述和传播后扩大成为
舆论的焦点。

一旦当我们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时，
我们便开始寻求有效的处理方法。但如同
猛药治急症，一件舆论危机事件的处理，无
论处理得多么高明，终究还是会给我们内心
留下一些阴影，毕竟揉皱的白纸很难再恢复
当初的平整。舆情的处理就犹如治病，所谓
“上医治未病之病”，高阶位的舆情处理正
是文章开头徐教授提醒我们的：“要想避免
公共事件，先要维护公共利益。”在舆情形
成之前，在危机发生之前，我们就预防它们
发生。

医和患就是如此。在医疗技术力所不
及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做，比如我们
完善工作流程，提升工作效率，改变沟通方
式，让病人看病的时候少些等待和迷茫；我
们知道病人的痛苦，体会他的立场，告诉他
前方可能遇到的症状，帮助他调整心态，安
抚他的家人，帮助他做出合适的决定，让他
在面对疾病的时候少些未知的焦躁。

这些无关技术，但依然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素质，心里装着病人，站在医生的立场
考虑技术，站在病人的角度思考全局。

这能让医生和患者面对一场苦战的时
候，更加默契、更加团结、更加信任。即使，
病魔无法战胜，即使，矛盾不能根除，我们
依然需要携手努力和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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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虽微，能污清白人格；
万金价昂，难收公道人心。

廉政箴言，每月一句

晓宇，这个冬天你最美!

1月22日上午，院党委书记郑
公寿带领党办、人资部、离退休
科及后勤管理中心一行6人走访
慰问我院离休老同志。离休老同
志均已是耄耋老人，他们在医院
建院初期的艰难岁月里，为医院
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至今他们仍继续关心着医院的未
来。郑公寿同志代表医院为几位
老同志送上新春的慰问，并祝愿
他们健康长寿。

党办 朱小芳

图片新闻

先谈一个话题——我们为什么
而阅读

为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或
是车马如簇吗？读书读得好，这些自
然不会少，但这些会是那些真正读书
人的最终目的吗？

小编以为，目的可以有四种：完
善知识体系结构、丰富人生经历、解
决具体问题、获得心灵成长。

大多数人在高中时代就完成了知识
体系的基础建构，而后在高等教育阶段依
据个人的专业补充完善。曾有人戏言，如
果仅仅是买菜砍价，小学数学就够用了，
何必学到几何与代数呢。但如果认识到
知识背后真正起实质作用的思维模式，
那这句话就谬之远矣。因为知识体系的
建构并非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而是培
养思维模式，让人们活得更明白些。少有
人知的是，在2016年，科技部、财政部、
中央宣传部牵头，中央组织部等20个部
门参加编制了与《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
（2049计划）》配套的《中国公民科学素
质基准》，该《基准》从科学的角度列出
了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工程科学
等9个大类学科中应该掌握的基本素质。
这是一份非常体系化的基准，如果想要完
善个人的知识体系结构，那么只要对照着

其中的条目，增加相关方面书籍的阅读，
便水到渠成了。

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有局限，选择了
风雨兼程便无法再醉心路边的美景。但
是，阅读为人类的生命体验提供了更多的
可能性。一本《徐霞客游记》或许就能让
无法远足的古人感受祖国的山川大河，让
他借助阅读来拓宽自己的生命，丰富人生
的经历。席慕容在诗中写下“在别人的故
事里流着自己的泪”，借助阅读，我们感
受不曾有过的厚重生命，体味不曾见过的
世间百态。这是阅读的第二种目的，也是
阅读在人类历史上最普及的意义。

阅读的第三个目的，便是解决具体
问题。遇到不明白的问题，就找一本工具
书来针对性解决，也是极为舒畅的。比如
《新华字典》，让小时候认字不多的我也
能捧起《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从基本的

工具书开始，慢慢到方法论书籍，很多解
决问题的办法都在书中。那些书不惧冷
落，静等人们在遇到棘手问题时找上它
们。

最后一点，是获得个体的心灵成长。
这也是文学自古以来担负的使命。有本
非常著名的哲学入门读物叫《苏菲的世
界》，便是帮助人们沉浸到内心深处自我
寻根。但一般来说，这类书，每个人需要
的只有那么一两本，就足够令人们内心安
定，支撑人们的理念、信仰。而且，这类书
是可以反复读的，它们往往都是经过岁月
磨洗的经典读物。

明确了阅读的目的，也就很容易找到
自己所需要的书了。小编希望以此文作个
引子，吸引更多的同事加入到爱读书、爱
分享的队伍中，一起分享我们读到好书的
那份喜悦。

我们为什么而阅读？

本期主要推荐书目

书，这么便宜这么好

书的好处妇孺皆知。有人说“书籍是
世界上最廉价的奢侈品”，我深表同意。
比如刘慈欣的《三体》，知乎上有个年轻
网友这样评价这套书：“它默默地改变
你的生活轨迹，让你知道了还有很多很
厉害的人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甚至参与
了你的成长乃至是三观的建立，从中你
慢慢你学会了思考、表达和接受不一样
的观点，让你看起来跟同龄的傻孩子好

像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这才是《三体》
最大的价值所在。”可就是这部气势恢
弘、意义深远的巨作，一部能将人性、宇
宙、未来这三个最无边无际、最虚空复
杂的词结合得天衣无缝，故事架构、文
字魅力都让人赞叹不已的作品，整套书
原价只要93块，网上价格更便宜，还没
吃一顿肯德基贵。而那些传承百年千年
的经典著作往往只要一杯奶茶的钱。每

次想到这里，总觉得自己揩了作者的油，
感恩不已。

廉价，不分别地对待喜爱它的人，让
所有人都可以从容自由地面对它，这也正
是书的高贵所在吧。

喜欢读书的朋友，不妨和我们一起
行动，列出你的2018年书单，用一年的
时间慢慢读，慢慢与我们分享。

编辑部

6.《临床医学概论》
《肾脏医学秘笈》
《VASCULAR ACCESS》

推荐者：徐元恺
推荐理由：前两本是“高价”购得的台湾医学书籍，《临床医学概论》是一
本简化版的内科学，《肾脏医学秘籍》是我自己的专业书。对台湾的医学著
作产生兴趣是因为接触过不少台湾的医学专家，台湾的医生给人的感觉会
不太一样，没有那么多一本正经，外在和内在都很开放，但是在专业上自我
的要求可以用“残酷”来形容。用林口长庚医院柯博仁教授的话来讲，台湾
最优秀的那一批人都去当医生了，很想知道这些精英份子的著作会给人带
来怎样的视角。《VASCULAR ACCESS》，这本书无需多介绍，是我的专
业方向，这一领域国内的书籍已经看全了，参译《介入肾脏病学》以后逐渐
开始啃美国在血管通路方面的各种教科书，基本保持每年一本的速度，这
是第四本。

2.《论语译注》
推荐者：傅金悦
推荐理由：从古至今，
“半部《论语》治天下”
的说法几乎是公认。
《论语》是两千五百多
年前的孔子和他的弟
子 的言行 汇 编，对于
民与政，人与人，在两
千五百年前就有着精而
又精的点滴总结。每天
在床头翻一翻，研读一
两则论语，用杨伯峻的
《论语译注》以及更多
的注释书来帮助自己理
解先贤的智慧，对我们
的生活和工作一定大有
裨益。

3.《向世界最好的医院  
学管理》
推荐者：傅金悦
推荐理由：我刚参加工
作时，读了和医院文化
相关的三本书里有一本
就是《向世界最好的医
院学管理》。读这三本
书时，我每每遇到感人
之处都不禁落泪。被感
动是很容易的，被生活
所麻木也是很容易的。
拿着这本书，或许你作
为医生的初衷能够坚持
得更久，拿着这本书，
你的医德会有更强的光
指引。

心中装着病人 是解决矛盾的第一要务
——记我院第十一期文化大讲堂

“她像蝴蝶一样轻盈，像羽毛一
样温顺；

她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将每天
的简单宁静演绎成无数精彩；

她深悟人生难得，绝不会浪费生
命的丝毫精彩；

当掌声和鲜花拥来荣耀与骄傲，
她反而会平静而自然；   

因为，她神圣的光环像江河一样
阔达。”

其他，林李龙推荐的《穷查理宝典》《情绪急救》
《当呼吸化为空气》《卓有成效的管理者》、朱小芳推荐
的《思维的乐趣》《独立思考》《种子的胜利》《植物知
道生命的答案》等，也都是不错的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