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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星期六）

（以上内容来自网络，具体以当天播出的为准） （刘淑芬 整理）

8月12日（星期日）

独家连载

相声有新人

节目预告

警方介入调查

■作者：程蕾蕾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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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检查按部就班地进行到一
半的时候，在超声屏幕上，他原本
收缩无力的心脏突然变成了细碎
的颤动，我赶紧呼叫抢救车。

流动的血液是生命存在的标
志，血液凝固，生命消失。在心脏
超声图像上，血液是黑色的，血液
如果瘀滞，会出现白色的云雾状回
声。有很多心功能衰竭或者心房颤
动的病人，其心腔内瘀滞的血液呈
云雾状涡流。这些看得见的涡流若
不加以控制，容易形成肉眼可见的
血栓。

心腔内的血栓是死神发出的
索命状。

在那之前，我一直以为血栓
的形成是需要一定过程的，我们
医生是可以通过与之博弈来争取
时间的。实际上，血液凝固的时
间很短。

他好像小声呻吟了一下，左
心室原本黑色的心腔迅速变为
白色“毛玻璃”，继而，云雾状回
声越来越亮，越来越亮，渐渐地与
心肌的回声融合在一起。整个心
腔内的血液凝结成一大块血栓。

抢救一刻也没耽误，从启动急
救流程到实施胸外心脏按压，不到
短短两分钟时间，肾上腺素就已经
通过他手臂上原有的盐水通路进入
身体。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

第三例，算是善终吧。她年轻
的时候生活在东北，嫁给了插队落
户的上海知青，辛苦劳作了大半辈
子。她儿子非常争气，考上上海的
大学，奋发图强，三十多岁就成立
了自己的律师事务所，把父母接到
上海一起生活。

这时，她检查出严重的风湿性
心脏病，在我们医院做了联合瓣膜
手术。手术很成功，但半年后，她
因为感染性心内膜炎重新回到病
房。人工瓣膜感染性心内膜炎患
者存活率低，细菌在心腔内血液的
浸泡、滋养下肆意横行，滋生蔓延，
导致先前合并的慢性阻塞性肺病
加剧，医生用尽一切治疗手段，却
回天无力。

她在监护室里，贫血、喘息、浮
肿、神志不清。

在一次家属探望时，她奇迹般
地清醒过来，看着含辛茹苦养大的
儿子，开口说道：“你以后别打宝
宝，孩子不懂事、不听话，你好好
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你小时候，
我从来没打过你。”

据说，人临终时，自己会有感
觉。这句话，是这个母亲最后的嘱
咐，简单、家常，看似随意，却令人
难忘。她的话讲完了，眼睛也永远
地闭上了。

这些年，由于职业的缘故，我
目睹过很多死亡案例，有感动，也
有感慨，时间久了，渐渐变得没那
么敏感了。生老病死，春华秋实，
是自然规律。

今天不一样。
她一早醒来，洗漱完毕，跟同

病房的病友如常寒暄，然后，走出
房间，穿过走廊。值班护士从她身
边经过，提醒她只穿单衣太冷了。
她轻轻谢过，看着护士一路小跑进
入病房。然后，她继续往前走，推
开消防门,攀上种了常春藤的15
楼的侧阳台，一跃而下。

她叫李梦洁，是我曾经的病人。
病房里十分喧哗。病人三三两

两地扎堆议论着，神情专注。水房的
门开着，人们进进出出，雾气腾腾。
护工阿姨们用微波炉加热食物，香味
飘来飘去。

我转进医生办公室。小洪背
对门靠在椅子上，头发胡乱盘了一
个髻，旁边坐着值班护士，还有两
个警察和三个病人。我在小洪旁
边拉开椅子坐下。

非正常死亡需要警察介入备案。
两个警察一边问话，一边做笔

录。四十多岁的那个与其说沉稳，
不如说见怪不怪。倒是二十多岁的
那个小警察，一脸严肃：“这么说，她
是觉得没希望了，所以自杀？”

三个病人七嘴八舌，但意见基
本一致。32床的李梦洁对病友们
很客气，脸上始终带着淡淡的微
笑，昨天晚上和今天一早起来，没
什么异常举动。她打开走廊尽头
的铁门的时候，有一个病友怕冷风
钻进来，跟过去关门，正好目击她
坠楼的过程。

全新相声竞演综艺节目《相声
有新人》，由东方卫视打造。不采用
传统的舞台概念，东方卫视为《相声
有新人》打造了一座“相声小镇”，所
有录制都将在这座“小镇”开展。

整个“相声小镇”呈“凹”字形，
有充满相声元素的洋楼建筑，如砸
挂咖啡馆、说学逗唱包子铺等。打
造这样一座“相声小镇”，东方卫视
的目的是“传承相声文化，挖掘相
声新生力”。

众所周知，早期的相声表演多
在街头、茶馆里进行，以与观众面

对面互动为特点。节目组有心还
原相声的“最初面貌”，因此在“召
唤师考核间”两侧添置长条板凳与
茶桌，同时在舞台背景处放置古典
屏风并辅以门洞式结构进行舞台
搭景，书画折扇立于舞台对面，边
缀灯饰，逐折亮灯，显折扇展开之
貌，给整个舞台增添了文化意蕴与
活泼气息。这种沉浸式体验不仅
让相声新人与“召唤师”拥有一个
完整的相声世界，也使观众能够全
身心地投入情境中。
（东方卫视8月11日20:30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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