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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伤医事件，大夫陶勇向中学生推荐了两本“书”

陈南钰、孙宗逸、王雪卿、
张丁凤、张潇伊五位亲爱的同学：

　　你们好！
　　阅读来信，让我感到像晨曦中迎
面吹来一阵青草地的气息，清新、干
净，里面夹杂着一些迷茫和希望获得
人生答案的渴求，真诚而又直接。
　　看到信中的“北京四中”“高一”这
些字眼，我想起了自己的高中时代。那
时，在我们地方高中，最流行的订阅杂
志就是《中学生数理化》，前几页都是
北京四中这样的名校介绍，而且贴了
很多照片。有时贴的是“天文爱好组”
的同学透过望远镜看浩瀚星空，有时
贴的是“微机（当时电脑被称为微机）
兴趣小组”的同学编程，做出会跳会蹦
的小人在屏幕上闪烁。这本杂志的厉
害之处就在于，一方面用这些照片勾
起了我们这种“小镇做题家”的无比敬
仰和羡慕，同时又用“学好数理化，走
遍天下都不怕”这样的鸡血口号，来激
励我们咬牙坚持。
　　至于为什么我学好了数理化，却
还是遇上那么倒霉的事，这本杂志没
说。我觉得我可以做到“走遍天下都不
怕”，靠的是另外两本书。
　　一本书是“笑忘书”。我是九三学
社社员，2013 年我有幸参加了九三
学社前辈严仁英教授的百岁生辰庆
祝。严教授是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她
曾经悲惨到在厕所里打扫卫生长达十
年之久，以至于妇产科遇到疑难杂症，
会说“到厕所去找严教授”。
  后来，她被选为北大医院的院长，
不老老实实坐办公室，却深入田间地
头，骑着自行车穿梭在荒郊野外，去调
查农村孕产妇的死因，制定并推广了围
产医学，大大减少了孕产妇的死亡率，
严教授也因此被誉为“围产医学之母”。
  提起那段苦难，严教授说了八个
字，“能吃能睡，没心没肺”。你们看，

“笑对苦难”，“忘掉悲伤”，把这本书学
好，提升逆商，人生还有什么可以打败
咱们的呢。
　　另一本书是“职业书”。我是医
生，每天接触的都是生老病死，或者
是身体残疾和苦痛的人，或者是心理
焦躁和烦闷的人，都是负面和阴影。

  但这个世界有意思的地方在于，
往往鲜艳的花朵盛开在污泥之中，所
以我也同时看到，很多一贫如洗，却
还坚持劳动、不放弃治疗的人；也看
到很多明知自己身患绝症，但仍然怀
揣梦想、不断地进取奋斗的人；还看
到很多被孤立、被误解、被伤害、遍体
鳞伤但仍心无恨意，笑对人生的人。
医生的日常工作，不仅没有让我觉得
厌烦，反而成为精神力量的源泉。
　　你们在信中问到两个问题，一个是
如何确定目标并坚持，一个是要不要坚
持自己的理想。我想，这两个问题可以
合并成一个，那就是“主”“谓”“宾”的问
题。主语——— 谁制定目标，自己还是他
人，这个他人可以是父母，也可以是老
师，或者朋友。谓语——— 坚持，如何坚持
制定的目标。宾语——— 目标/理想，什么
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理想。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你们问了我
一个人生的终极问题，这个问题决定
了人一辈子怎么过。
　　我必须坦白地告诉你们，此问题
没有标准答案。我可以提供给你们的
解题思路有两条：
　　第一，无论你们如何选择，一定都
会有感觉自己选错的阶段，也一定会
有感觉自己选对的阶段。
  譬如，你们中间的两个想学医的
同学，果然坚持了自己的兴趣，选择学
医的话，面对背不完的解剖组胚生理
生化内外妇儿等等，你们的同学一个
电话打过来，问你们有没有空吃饭逛
街，你们只能对着窗外的明月长叹一
声，继续埋头死背，任由黑眼圈爬上面
颊，这时你们一定肠子得往青了后悔。
  但后来你们会真看到饱受病痛煎熬
的患者，经过你们的妙手医治战胜病痛，
这时你们会获得成就感；家中亲人因为
你们的悉心专业看护而保持健康，吃青
春饭的同学羡慕你们越老越吃香的时
候，你们又会庆幸自己还是选对了。
  其实，无论今天你们选择什么专
业，都会存在阶段性的对错问题。不要
因为一时的不爽，就彻底否定自己的
初心。努力，对于大部分的人来说，比
选择更重要。
　　第二，判断选择正确与否的标准，
在于评价指标的设立。像我这种理想主

义者，会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寻找到比
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满
足于只是赚钱和获得名誉，应该说，理
想主义的人更“贪心”，因为他们要的是
内心的满足。通过医学这个窥镜，可以
更多地体悟真情，提升心智，感受平衡
与和谐的状态，感受自己看问题的视野
得到开阔，这种状态就会让我很满足。
但我要坦白的是，我也不能活在真空
里，我也尊重世间的评价标准，只是保
持平衡、没有走极端，不会为了追求更
多的财富而牺牲自己的理想。
　　其实，有选择权的我们是被人羡
慕的。我有一位初中同学，上学的时
候，每天早上 4 点钟出门，先是割猪
草，把家里的猪喂了，然后做饭，给弟
弟和卧床的母亲把饭做好，再走十几
里路去上学。她后来高考考上了上海
的一所名牌大学，但是所有的学费都
要通过勤工俭学来获得。对于她来说，
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必须比我们更考
虑世间的评价标准，所以，你们有选择
的苦恼，但是，更多的人有无法选择的
苦恼。
　　《中学生数理化》上登得最多的广
告，就是祛痘膏，广告之精准，可谓令
人发指。一个清纯的台湾女生，手持绿
色包装的祛痘膏，脸上干净光滑，微笑
恬然，对于当时高一满脸是痘看见镜
子就闹心而又正处在那样一个需要建
立外貌自信以构成异性吸引的我，简
直是极大诱惑。
  可惜小镇上买不到啊。所以后来
我高考考得不错，也不好说是不是跟
这有关系，一方面因为买不到祛痘膏
而省了浪费在照镜子上的工夫，另一
方面加倍努力，希望去到能买得到祛
痘膏的大城市。
　　痛心的是，等我费尽辛苦度过了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人生大考到了北
京之后，这款祛痘膏停产了。
　　你们看，人生不就是这样有意
思吗？
　　再次感谢你们的来信。希望你们
的人生多一些选择的自由，同时也保
持对初心的敬畏。

　　           陶勇
　　   2021 年 2 月 18 日

　　      于朝阳医院眼科

生命定格在 36岁的“小巷总理”
本报记者张博群、郭翔

　　她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本厚厚的居
民信息记录本，上面密密麻麻记着居
民的各类诉求，被同事称为“百家杂
谈”。
　　打开她的微信聊天记录，居家隔
离人员物资采购、集中隔离人员转运、
核酸采样登记、疫情防控政策解答，只
要居民需要，无论多晚她都随时响应。
　　小区居民们说，她比亲闺女都亲，
有什么事儿都愿意找她谈。同事们说，
她是名副其实的“小巷总理”，是社区
的“万事通”。网格内的 480 多户居民
和社区内的 2800 多位退休人员，大
大小小的事情，她每时每刻都惦念着。
　　她就是王超，辽宁省大连市沙河
口区西安路街道天兴社区的一名社
区工作者。1 月 22 日下午 5 点多，王
超在分管楼栋张贴居委会换届选举
公告时，突发脑溢血，倒在了工作岗
位上。
　　当 120 救护车赶到现场时，她的
手里还紧紧攥着尚未张贴完的《居委
会换届 3 号公告》，她年轻的生命定
格在了 36 岁。
　　 2020 年 12 月 15 日，大连发生
本土新冠肺炎疫情，战“疫”再次打响。
　　次日凌晨 4 点多，手机一响，王超
马上从床上坐了起来，第一批密切接
触者排查表下发。王超第一时间联系
相关人员，一边传达上级的疫情防控
指示要求，一边安慰居民不要恐慌。
　　王超的丈夫说，夫妻俩本来打算
2020 年要孩子，但是疫情打乱了计

划。为了不错过工作电话，王超每天抱
着手机睡觉。
　　肖先生是天兴社区的一名居民，
本次疫情期间，因曾陪父亲到大连医
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做心脏搭桥手
术的复查，成了居家隔离人员，远在
旅顺口区的父母也接到了居家隔离
的通知。考虑到父亲刚刚做完手术，
年事已高，肖先生想把父母接到家中
照顾。
　　“我当时找到了王超，王超二话没
说，马上帮忙联系。”肖先生说。跨区转
运需要层层上报，协调好几个部门，王
超始终跑前跑后。当天晚上，肖先生刚
把父母接到家里，王超就上门询问老
人的病情，帮忙联系复诊医院。“隔离
期间，多亏了王超，父亲的复诊一次也
没耽误。”肖先生说。
　　两天买一次菜，一天收一次垃圾，
在天兴社区，王超化身最暖“保姆”，为
网格内的每一户隔离家庭建立台账，
记录每户家庭的需要，每天都能看到
王超在居民楼里跑上跑下为居家隔离
人员服务的身影。
　　天兴社区工作人员宋怡阳说，
2021 年年初，大连下了一场大雪，气
温降至零下，当天晚上，同事们提出替
王超值班，让她歇一歇。可王超却说：

“我没事，我是‘火象星座’，不怕冷。”
第二天一早，同事们发现“不怕冷”的
王超在偷偷地擦鼻涕。
　　王超不仅“不怕冷”，也“不怕热”。
从寒冬到酷暑，疫情防控一线始终少
不了王超的身影。
　　 2020 年 7 月，正值酷暑，大连

发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开展全员
核酸检测。“我写字慢，我来维持秩
序。”在核酸检测现场，王超主动承
担起了最累的工作。三伏天又闷又
热，防护服她一穿就是几个小时，还
要来回奔走维持秩序，捂出了一身
的痱子。她却笑着说：“没事，擦点痱
子粉，几天就好了。”
　　“退休人员的管理工作很普通，但
是需要有爱心和热心。”在天兴社区，
王超负责 2800 多位退休人员的管理
工作。居民王阿姨说：“我退休那年，
脚扭伤了没办法下楼，把退休认证的
时间给忘记了，王超主动联系了我，
上门为我认证，之后还帮我买菜，陪
我聊天。”
　　天兴社区空挂户多，低保户也多。
王超对每一户都能做到底数清、情况
明。在一次入户随访中，王超了解到返
城知青林阿姨一直没有工作，原本靠
着丈夫工资维持基本生活，2012 年
底丈夫因病去世，女儿大学还未毕业，
家庭陷入了困境。王超第一时间帮助
林阿姨申请了低保。
　　“我想当一名小巷总理，我觉得我
能行！”2008 年 12 月，从大连外国语
大学毕业不久的王超来到了天兴社
区，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者。虽然岗位
平凡，但她却把这份工作当成自己的
事业，一干就是 12 年，直至生命的最
后一刻。
　　近日，大连市委追授王超同志“大
连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共青团辽宁
省委和辽宁省青年联合会追授王超同
志“辽宁青年五四奖章”。

本报记者郑明鸿

　　清晨 7 时许，太阳还未升起，石
学念和母亲便已开始新一天的忙碌。
他们熟练地将扫把、拖把和脸盆等商
品摆到杂货铺外的空地上，方便顾客
挑选。
　　贵州省黔东南州镇远县江古镇大
岭村，是一个位于县东北部、距县城
45 公里远的小山村，石学念在这里出
生、长大。
　　今年 20 岁的石学念是贵州师范
学院大三学生，也是该校男篮校队的
一员。此前，他曾因一条一边帮母亲摆
摊，一边练球的视频走红网络。
　　 1 月 21 日，镇远县大岭村，室外
气温只有约 3 摄氏度。为了驱寒，石
学念在摊位旁练起了运球。由于地面
湿滑，他不慎滑倒在地。
　　他的一位朋友用手机录下了这个
画面，并将视频发给了他。看见视频中
自己不慎滑倒的样子，石学念觉得有
些搞笑，便把视频发到了抖音上，并在
配文里写道：“即使摔倒我也很开心，
因为今天挣了 127 块。”
　　后来，这条视频“火”了，累计点
赞量达 250 余万次。谈及原因，石
学念说，可能是因为那个话题跟梦
想 和 生 活 有 关 ，让 很 多 人 有 了 代
入感。
　　石学念上小学四年级时，恰逢邻
村举办农民运动会。看见各村的运动
员在篮球场上奔跑，他心里满是羡慕，
并幻想着将来自己也能成为球场上的
主角。那之后，他开始练习篮球，至今

已有 10 余年。
　　 2013 年暑假，刚上完初一的石
学念被父亲送到湖南怀化一家篮球
俱乐部，只身在外训练了 20 多天。这
段经历让他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也
让他成长了不少。“以前觉得只要有
父母在，就什么都不用担忧，不理解
他们的辛苦和对我的严苛。”
　　石学念身高 168 厘米，体重 62
公斤，这在篮球运动员中并不出众。瘦
弱的身体曾让他饱受质疑，“经常有人
说‘你那么瘦，又不高，能打好篮球
吗？’”
　　石 学 念 说 ，苦 练 ，让 自 己 变 强
大，是回应质疑最有效的方法。他喜
欢科比，上初中时，他曾模仿科比，
凌晨 4 点半便起床去练球，每周三
天。漆黑的球场上，身型瘦弱的他独
自一人练习基本功。科比对待篮球
的态度深深地折服了他，训练累了，
或 者 懈 怠 了 ，他 就 会 想 到“曼 巴 精
神”。
　　 2018 年，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贵州师范学院，并顺利入选男篮校
队。他说，从小到大，篮球没有影响
到他的学习，反而一直帮助着他前
进。在他看来，篮球教会了他坚持。
　　将时间回溯至 2019 年 11 月 16
日，贵州民族大学体育馆内人声鼎
沸，主场作战的贵州民族大学与贵州
师范学院争夺首届贵州省大学生篮
球联赛四强席位。比赛开始后，贵州
师范学院便一直落后。半场结束，分
差被拉开到 20 分，贵州民大的一只
脚已经踏入四强大门。

　　“那是一场赢了晋级，输了回家
的比赛。”石学念说，望着记分牌上
巨大的分差，他们没有半点放弃的
念头。
　　下半场比赛，在教练的布置下，
石学念和队友积极拼抢，一点一点
地缩小分差。终场前 40 秒，分差追
到只差 3 分，石学念带球过半场
后，借队友掩护投进 3 分并造成对
方犯规。他加罚命中后，贵州师范
学院成功反超比分，并最终赢下了
比赛。在那届比赛的全明星赛中，
他还以出色的表现，荣获了“三分
王”称号。
　　在石学念看来，一路走来，是
父母、朋友和师长的支持支撑着
他。“我家里并不富裕，但爸妈从
不吝啬我在练球上的支出。读初
高中的时候，我的每场比赛，他们
都会到现场给我加油。”石学念回
忆道。
　　上大学后，由于路途遥远且忙
于生计，父母很少再到现场给他加
油。但每次打完比赛，石学念都会给
父母打电话，同他们分享赢球的喜
悦，抑或诉说输球的懊恼。
　　目前，石学念有时会拍摄一些
视频教授篮球技巧。他已经决定考
研，准备继续在专业上深造。他希
望以后能从事篮球相关的工作，培
养 青 少 年 ，帮 助 一 些 喜 欢 篮 球
的人。
　　“可能篮球不能打一辈子，但
爱 好 一 定 能 抵 岁 月 漫 长。”石 学
念说。

边摆摊边练球的“篮球小伙”

尊敬的陶勇医生：

　　您好！
  我们是北京四中 2023 届六班的
陈南钰、孙宗逸、王雪卿、张丁凤、张潇
伊。怀抱着对您的敬意和向您学习的
心态，我们写下这封信，希望能够得到
您的宝贵答复。
　　诚实地讲，我们第一次知道您，是
您被刺伤的事件登上新闻之时。最初，
我们感到极大的愤怒，都在相关报道
底下评论，想要严惩凶手。之后，随着
更多新闻报道的出现，我们逐渐了解
到更全面的您。您的成长历程、职业生
涯发展、对自己遭遇的恶性伤医事件
的一次次发文……都让我们看到了更
为立体而伟大的人格。
　　为了更深入、准确地了解您，我们
在写这封信之前，学习了很多您的访
谈。依据这些内容，我们经过讨论，得
到了许多宝贵的人生经验。
　　您曾在《人物》采访中提及由于内
心坚定的目标，所以不会被消极情绪
所拖累。我们坚信，一定是坚定的目标
支持着您走过学生时代，并且助力您
在职业生涯中不断突破。
　　您曾在那个办公室遭遇了袭击，留
下了身体和心灵上的创伤。但您在《朗
读者》中回答董卿老师“为什么没有换
一个办公室”的问题时，表明那间办公
室并不只会让您想起害怕的事，更会想

起许多美好感人的事。这表明您的内心
不只是勇敢的，还有更多的善良。
　　面对此次伤医事件，您竟然能够从
凶手的角度思考，认识到“生理、心理、
社会”的医学模式中，心理的重要性。
　　对于伤痛，您认为它成了提高您
生活幸福感的因素，这或许是您对待
一切人生经历的态度。伤痛提高了您
的社会知名度，从而深化了您的社会
责任感，为您提供了更好地创造社会
价值的机会。是您对于实现个体生命
价值与实现社会价值的人生追求，让
您得以化伤痛为契机。
　　当然，您也提到了自己的困惑。比
如面对“天花板”的彷徨，不断权衡在公
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工作之间的利弊，考
虑“从医值不值得”的问题。然而正如您
所说，“通过对医学理念的思考，可以帮
助我建立一套自洽的逻辑体系，也就是
信仰”，您将信仰和职业结合，于是所谓
的困境似乎也不再成为困境。
　　类似于以上我们所提到的，您对
我们的启发还有太多太多。在此我们
想提出以下几个由您的思考所引发的
问题，希望得到您的宝贵建议。
　　首先，针对您多次强调的“坚定目
标”，我们很想知道您是如何进行目标
的确定，并且一直坚定下去的。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中有意愿学医
的同学的困惑：
　　前几天，看到新闻头条，是刺伤您

的人被判死刑缓期。我们感到一丝
宽慰。同时，这作为国家的表态，一
定给了许多有志于学习医学的人们
或在读医学生一份鼓励。但是对于
大部分人来说，这类事件还是造成
了难以消除的心理阴影。
　　在网络上看到许多医闹事件
的报道和“学医苦、学医累”的吐槽
后，家长对于我们想学医持反对态
度。对此，我们也很迷茫，不知道是
该坚持还是放弃。我们想就这个问
题寻求您的答案，请问是应该放弃
这个追求，还是说服父母支持我们
的选择？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现状
和前景我们并不是非常了解，所以
想针对这点请教您。
　　陶医生，我们无比荣幸能够通
过书信的形式向您学习。实际上，除
了我们，还有更广大的学生们，以及
各个领域的人们将您视作榜样。您
所提供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必定会
在我们人生的重大关头与日常点滴
中支持着我们。
  最后，想借用您在一次访谈里
所说的话，我们衷心祝愿您“永远
用微笑看待这个世界，像海豚的弯
弯笑眼一样”。
　 此致敬礼！
  北京四中高一六班：陈南钰、孙
宗逸、王雪卿、张丁凤、张潇伊

　　    2021 年 2 月 15 日

北京五位中学生给陶勇的信

陶勇医生和患者。 陶勇供图

　　近日，北京朝阳医院眼科陶勇医生，收到一封北京市第四中学高一学生的来信，向他请教如何确定人生
的目标以及如何坚持。还有想学医的同学，向他倾诉了对社会医闹事件频发的困惑，以及对网上各种“学医
苦、学医累”吐槽的担忧，不知道是该坚持还是放弃自己的理想。
　　陶医生的回信温暖又坚定，他讲述了自己如何从一年前的伤医事件中走出，以及曾是“小镇做题家”的
自己，如何成为一名心怀理想的大城市医生。
  陶医生觉得他可以做到“走遍天下都不怕”，靠的是两本特殊的“书”———“笑忘书”和“职业书”：
  “笑对苦难”，“忘掉悲伤”，把“笑忘书”学好，提升逆商，人生还有什么可以打败咱们的呢。
  把“职业书”学好，医生的日常工作，不仅没有让我觉得厌烦，反而成为精神力量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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