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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水穿刺和医嘱（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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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养有“礼”的孩子(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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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礼”的内容还有很多。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
邦，守“礼”本身就是一种优秀的表现。作为现代的中国人，
实在不应该让我们的礼仪只体现在历史文明里，只体现在教
科书和各种行为守则里，而应该把它变成一种真正的生活准
则，并从自我做起。父母要记住：优秀是一种习惯，守“礼”要
从娃娃抓起，让孩子从小养成懂礼的好习惯，对孩子来说将
会受用一生。

《诫子蒙训》教孩子学好“礼”
既然“礼”能让孩子变得更加优秀，那么父母该如何培养

有“礼”的孩子呢？我给出了以下建议，它们分别来自《诫子
蒙训》的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以及第八条。

第二条：餐前净手，操行守仪。
饭前便后要洗手，这是连幼儿园的娃娃都会被教导的常

识，然而很多人却遵守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孩子的家
庭里没有这种观念，导致孩子没有养成这种习惯。其实，餐
前净手除了是餐桌上的礼节外，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第三条：尊待师长，出言晓忌。
一个有礼貌的孩子必然懂得尊老爱幼，尊敬师长。如果

一个孩子连师长都不尊敬，他也不会友爱手足，更别提尊重
他人与生命了。这样的孩子慢慢地会视道德如无物，没有了
道德束缚，言行也就没有了管束，将来可能就会无法无天。
所以，无论孩子多大，父母必须从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培养孩
子尊待师长的习惯，哪怕孩子开始只是做做样子，也要教导
孩子言行有礼，谨言慎行。慢慢的，孩子的好习惯就养成了。

第四条：善纳诸缘，倚于节理。
此句的意思是，要教孩子用“善”的智慧面对和接纳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并按照相应的节度和规范来处理。善是
修身之本，是良好家风的必要条件，善是一种大智慧。

第八条：遇挫择省，多哭无益。
“遇挫择省”的意思是：遇到问题了要反省一下。其实这

也是一种“礼”。很多人遇到挫折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很久
甚至很多年都缓不过来，更有甚者心理过于脆弱，还会自戕
生命。所有人都希望生活顺风顺水，可是人生不是一条直
线，而是一条九曲回肠般的弯路，会遇到很多挫折和阻碍。
一个人遇到挫折如果只是哭哭啼啼，根本没有任何好处。

《诫子蒙训》
口入百病，为事知避。
餐前净手，操行守仪。
尊待师长，出言晓忌。
善纳诸缘，倚于节理。
阅书健体，积日得习。
勤俭自立，莫贪便宜。
意发即谋，见贤思齐。
遇挫择省，多哭无益。
学玩遵序，规范有毕。
温故而智，不弃误疑。
励精图新，拒窃耻袭。
闻过知改，认罚成契。

《诫子蒙训》源于古代家书，结合了现代社会的文明价
值观，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子女的优良做法进行了总结，可
以成为广大家庭的教子家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枯燥无味的学习，永远做不完的
作业，父母无穷无尽的唠叨、批评，这样的日子几乎是大多
数孩子生活的全部。而父母和孩子之间长期因学习、生活
而产生的情绪对抗也像幽灵一样隐匿在彼此之间，使得亲
子关系经常出现不快，甚至面临崩溃的边缘。即使如此，很
多父母依然无动于衷，完全不知道不良的亲子关系已经给
孩子带来了很大的痛苦和焦虑。

有的父母认为，学习是件苦差事，上学考试就会让人痛
苦，大家都是从痛苦中熬过来的，孩子有什么忍不了的呢？
这么想的父母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人在不断接触新事
物、接受新知识的过程中，应该沉浸在成功、喜悦和快感
中。学习是生存的本能，学习行为本身应该是一种提高自
信、增强自我认同的享受。可惜，很多父母对此一无所知。

有这样一个事例:一个向来安分守己，在老师眼中是个
乖孩子的14岁女生，某天向老师说出了自己的烦恼：我平时
没有特殊爱好。以前，我的成绩在班里还不错，但自从上了
初中，课程多了，难度也加大了，学习就变成了一件特别痛
苦的事。特别是数学，我感觉很难很复杂，学得乱七八糟。
一道题我做了很久还是做不出来，其他科目的作业都没有
时间去做了，每天晚上做功课都要做到很晚，感觉很累。现
在每到考试，我总会紧张不安，担心考试失败，考试成绩越
来越不理想。

（明日关注：学习压力大，孩子也很苦）

崔林一听，便知她必有所虑而
来，也就不再弯弯绕绕，直言而道：

“宜阳乡君，我等确是在为联名推戴
司马大将军晋相加礼一事而谋议未
决。您此刻既然来了，我等一切事
宜，唯您之命是从。”

张春华自太和初年就已被封为
“一品诰命夫人”，两年前陛下因司马
懿战功赫赫又加封她为“宜阳乡君”，
享食汤沐邑八百户，论起爵秩来不在
王肃之下。多年来的宦海周旋，早已
炼就了她不卑不亢、能柔能刚的手
腕。此刻她听了崔林这话，面色一
动，连忙深深还了一礼，道：“崔司空
此言折煞老身了。不过，既然提到了
诸位大人意欲联名推戴外子晋位丞
相、加礼九锡之事，老身倒确有一些
话语不得不告知诸位大人。”

崔林不露声色，将手一摆：“请宜
阳乡君但讲无妨。”

迎着在座诸人惊疑莫名的目光，
张春华容色一敛，正襟而坐，肃然而
道：“诸位大人，你们不觉得此番陛下
绕过中书省、尚书台在朝议之上故意
下旨强行征调公孙渊入京担任太尉
一事，本身就来得太过蹊跷吗？而
且，诸位大人大概还有所不知——这
个消息还是镇北将军裴潜昨夜送来
的。就在陛下公然下旨强征公孙渊
入京的当日，陛下还派了特使携有密
诏乘‘追锋车’赶去蓟郡，再一次绕过
了镇北将军府，令幽州刺史毌丘俭举
兵逼临辽东边境，摆出了一副威压公
孙渊的强硬姿态……”

“哎呀！陛下这是唯恐把公孙渊
逼不反呐！”高柔连连嗟叹，“下了那
么一道圣旨还不够，又让人将利刃架
到公孙渊的颈脖上！”

“唉……宜阳乡君说得没错，陛
下果然是成心给他自己、给大魏朝添
乱生事啊！”何曾冷声而道，“他莫非
真是有些昏头了？”

王肃眸中却是精光一闪，瞟了张

春华一眼，微一沉吟，转身
向高柔、何曾二人一语点
破：“高廷尉、何大人，你们
应该往深处再想一想，诸葛
亮猝亡，蜀兵刚退，关中战
局方趋稳定，这本是朝野上
下息肩卸负、论功行赏、共
享升平之乐的关头，陛下却
为何要一味逼反公孙渊，重
又挑起战端？他就是想打
破目前这个局面，使我们措
手不及，难以顺势而上推戴
司马大将军……”

“宜阳乡君、王大人，本
座 懂 了 你 们 的 言 下 之 意
了。”崔林以手加额，恍然大
悟，“你们的意思是：陛下在
明面上看似在给自己添乱
生事，而实质上却是给我等推戴司马
大将军一事设障作梗？而公孙渊被
逼造反，就是他刻意为之的一记‘阴
招’？”

“不错。”张春华说道，“陛下显然
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动作，但也不好正
面硬阻此事。于是，他就借逼反公孙
渊来了个‘斗转星移’，强逼公孙渊造
反而打乱时局、转移焦点！高！高！
高！这固然是一记‘阴招’，却也不失
为一记‘高招’。这样的大手笔，决不
会是陛下身边的曹爽、夏侯玄那些

‘小喽啰’设计得出的。所以，我等须
当加倍小心，在陛下的背后，必定还
隐藏着一个智略过人的‘高人’。倘
若咱们再不知轻重、不辨时势而仓促
行事，恐有‘马失前蹄’之危啊！”

董昭倚在榻栏上歪着脑袋想了
一会儿，悠悠说道：“陛下背后的‘高
人’？姓卫？姓桓？姓蒋？除了这三
个之外，朝中再无第四者可想！宜阳
乡君，您可又有的忙了！唉，我等这
一次莫非真的只有暂缓联名推戴一
事了？唉，真可惜啊！玄石灵龟降
世、西蜀诸葛暴毙、关中战局大定，这

本是多么难得的一个良机啊！就这
样被陛下刻意挑起的辽东战事冲掉
了……”

“董司徒、崔司空、诸位大人，外
子胸怀天下，心系万世，决不是王莽、
董卓之辈可比，倘若大家缘于好心而
在此时联名推戴他晋位丞相、加礼九
锡，这让天下士民如何看待？外患方
兴而己欲邀功？这会不会让吴贼、蜀
寇抓住口实而肆行诬蔑？他们会说
这是在趁人之危而公然要挟主君、窃
夺权柄的！如此一来，我等的推戴之
举，反倒会误了大事的！”

听到这里，董昭、崔林、高柔等人
不禁连连点头称是。何曾的眼里却
突然滴下泪来，哽咽而道：“司马大将
军何等功勋，竟被小人以计掩之，何
某心头实是不甘！”

张春华望着他们，一脸正色，深
深言道：“诸位大人对此，亦不必太过
懊恼。天下之机，此消彼长，圜转无
穷，我等既以万全之策伺而备之，今
日虽有偶失，他日终能再得！若一得
之，则大业可定、万世可固！”

（明日关注：桓范献计）

不是每一个准妈妈都需要做羊
水穿刺，做的前提是怀疑胎儿有畸
形风险，如 35岁以上的大龄孕妇、有
家族遗传畸形的、以前怀过畸形胎
儿的，或者 B 超显示胎儿发育异常
的，这些准妈妈都需要做穿刺。

子宫像是一个厚实的墙壁，羊膜
像是航天员头上的头盔，我们要做
的就是把针管穿过墙壁，扎进航天
员的头盔里去，吸点他们赖以生存
的空气，然后化验这些空气有什么
异常。也就是说，羊膜里面的液体
环境是胎儿赖以生存的环境，而我
们需要吸点这些液体来判断胎儿是
否健康。因为这些液体里就有胎儿
脱落的细胞，可以进行基因检测，来
筛查包括唐氏综合征在内的一些遗
传病。

但有穿刺就有风险。胎儿生存
的小泳池若一下被抽走 20至 40毫升
（10%的羊水）的水，那么胎儿就有可
能不高兴了。也就是说，羊水穿刺
的流产率在 1%左右，羊水污染比例
在 0.8%左右，穿刺后还有可能引起

宫内感染、羊水露出、阴道出
血等。

但相比 20 世纪 60 年代的
检查来说，羊水穿刺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都大为提高，而且已
经得到世界的公认。总的来
说，它算是一个“大正小误”的
检查，毕竟早期排畸可以避免
很多人一辈子的不幸。

张奶奶已从手术室转回
病房，其他正做手术的患者还
在进行。导师让我回去下医
嘱，叮嘱患者注意事项。真是
太谢谢导师下医嘱的赏赐，可
以坐着工作，愉快地和患者聊
天。要说小大夫日常的一大
乐事，也许就是千叮咛万嘱咐
告诫患者，术后要注意些什
么，不能做什么。

从我管辖的 1 床到 13 床，
每天都要问个遍，每天也都在
和患者斗智斗勇。

1 床的患者是一个南方人，说话
口音非常重。由于对疼痛的忍耐力
很低，她的丈夫每天追着问我：“大
夫，给我妻子用振动泵（镇痛泵）了
吗？给用振动泵（镇痛泵）了吗？”

每每这时，我总是想说不用振
动，平卧就好。

实际上，手术后最常见的疼痛就
是切口疼痛。手术后前三天，切口
最疼痛，以后就会逐日减轻。而镇
痛泵通常会在手术后三天内使用，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用镇痛泵
镇痛。有的人对阿片类止痛药物比
较敏感，会引起呕吐，甚至咳嗽，引
发伤口出血。想想刚缝好的伤口，
被你高亢的腹压不断往外挤，那将
是一种怎样可怕的情景？

2 床的家属是个十几岁的孩子，
名叫治骑，生怕我对他爸的病情不
重视，于是天天谎报军情。

治骑：“大夫，我爸都快烧到 40
摄氏度了，你快去看看。”

第一次听说的时候，我是拔腿就

跑，跑过去一看才 38.5 摄氏度；第二
次治骑又谎报，但我还是放心不下，
又过去看看，依旧是 38.5 摄氏度；第
三次治骑发大招了，说烧到了 60 摄
氏度。我想想那应该是消防员该干
的事，正常的水银温度计，烧到头才
42 摄氏度，但我还是跑了过去，无一
例外的 38.5摄氏度。

我说：“治骑，别再锻炼阿姨的奔
跑速度了，阿姨反应挺灵敏的。你
爸术后才三天，发热是术后的常见
症状。一般是由手术后坏死组织的
吸收引起的，属于正常现象。如果
体温高于 38.5℃，再叫阿姨，到时候
再给你爸爸降温。阿姨非常重视你
爸爸，你放心好了。”

3 床的患者，从手术后就一直没
排过便，搞得我们都很紧张，生怕肠
道没有蠕动，缺血坏死。

我问：“大娘，你手术后就一直便
秘吗？给你开的‘开塞露’用了吗？”

大娘：“用了啊，大夫。你下次能
不能开好喝一点的药，那药跟眼药
水一样，太难喝了。”

我：“喝了？大娘，那是肛塞的。”
大娘：“什么是肛塞，我以为你的

意思是让我光往嘴里塞。”
开塞露其实是普外科或者消化

科里很常见的一种促排泄的药物，
主要原理就是利用溶液的高渗，保
存住肠道里的水，不要让水被肠道
吸收进身体。肠道存的水多了，大
便就软了；水再多了，就会腹泻，然
后一泻千里。所以根据就近原则，
开塞露正常的使用方法是从肛门塞
入，然后把药水挤进去。

看着大娘几天都没大号的肚子，
我目测肠道库存容量很大，于是下
了灌肠的医嘱。结果，一灌解恩仇，
废液筒里乒乓作响，大娘的库存全
盘泻出。作为肝胆外病区的大夫，
那叫一个高兴。俗话说：“有屁有
尿，拉了更妙。”这是胃肠手术术后
患者恢复的一个靶向标。

（明日关注：和患者的那些事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