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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是我们国家不可多
得的瑰宝”

李盟麟，今年58岁，老家在台北市，从
小生长在一个中医世家。不过，他最初并
不认同中医，虽然走上了学医道路，但学的
是西医，工作10年后成为当地名医。

上世纪90年代初，李盟麟遇到一件
事。医院收治一位肝硬化腹水患者，经过
会诊，都判定“不行了”。3个月后，他接诊
一个同名同姓同样年龄患者，看到病例，心
里打鼓：“不会是凑巧吧？”当患者真真切切
坐在面前时，他被吓了一跳，患者腹水肿起
的肚子已经恢复到正常人水平。

“这几个月你去了哪里？”李盟麟好奇
地问。患者告诉他，在宜兰找到一位老中
医，经过精心调养，病情有了根本性改变。

真有这么神奇的事？问诊结束后，李
盟麟决定拜访这位老中医。老中医告诉
他，中医作为中国之宝，“患者去医院找西
医，开的药差不多的，可中医截然不同。为
什么？因为医生的经验功力不同，药效自
然也不同，疗效就有明显差距。”

老中医拿出那位肝硬化病人3个月的
诊断处方，说：“你看，3个月时间，每次开的
药都有所不同，不光是药的种类，还有剂
量，各种不同都在其中。”

从那一刻开始，只相信西医的李盟麟
决定拜老中医为师，从头学习中医理论和
诊疗知识。他每个周末开车往返于台北和
宜兰之间，从最基础中药知识开始，发展到
接触各种疑难杂症。4年多后，他决定：北
上求医，大陆筑梦。

2002年，李盟麟来到北京。“中医是我们
国家不可多得的瑰宝。我如果不来大陆筑梦，
我会悔恨一辈子。”李盟麟说，第一次走进北京
中医药大学大门，去到图书馆，就被浩如烟海

的中医书籍吸引住了。更惊讶的是，这里有很
多外国求学者，都对中医学表现出浓厚兴趣。

“我感觉前面学的医学都白学了，突然对中医
感兴趣了，一发不可收拾。”

2003年，原来抱定不婚主义的李盟麟，
遇到人生另一半——一位重庆姑娘，同样喜
欢中医，也在北京中医药大学求学。“我们俩
都没别的爱好，都在两点一线地重复着学习
生活的轨迹。”李盟麟说，他不仅收获了爱情，
也收获了学业上的成就。8年学业结束后，
他在北京广安门医院和东直门医院跟师学
艺，4年后开始中医行医生涯。

重庆话讲中医理论头头
是道

去年，通过人才引进方式，李盟麟进
入九龙坡区人民医院，每周一到周五为患
者诊治疾病。来九龙坡区人民医院之前，
至少5家医院向他抛出橄榄枝，其中一家
医院拿出院长职位，另一家医院要他组建
中医科。“如果担任管理职务，势必影响我
的业务。权衡再三，我还是愿意当一位纯
粹的医生。”李盟麟说，因为这个原因，他
来到九龙坡。

李盟麟办公室门口挂着两幅座右铭，
一幅是张仲景的“凡有人疾，不时即治，隐
忍冀差，以成宿疾”，另一幅是孙思邈的“饱
食即卧，乃生百病。”

记者采访过程中，遇到多位患者前来
求医。

“孃孃，你这个毛病没得啥子，不要太
担心，心情是第一位的。但我给你开的药，
你也要严格按照要求吃。这是我的电话，
你拿去，如果吃药过程中有任何不舒服，请
给我打电话。”李盟麟说的地道重庆话，差
点让人大跌眼镜。

李盟麟说，最初跟妻子来到重庆大足，

一句重庆话也听不懂。经过5年多时间，现
在已经学会大部分重庆话，与病人沟通完
全没障碍。

“了解地域环境，是行医根本。”李盟麟说，
比如重庆人喜欢吃辣，辣就是一些病的根本，了
解到患者的整个生活环境，更能对症下药。

一名年轻的头疼病患者进入李盟麟的
诊室，称自己吹风就头疼，西医治疗效果一
直不太好。

“吃饭怎么样？”李盟麟问，没有纠缠头
痛问题。

“还可以。”
“解便呢？”“有点干燥。”
“睡眠如何？”“睡不踏实，容易醒。”
……
李盟麟边听边在一张白纸上圈圈画

画，听完患者讲述，一边开方子，一边对患
者说：“你知道吗？头疼分为8大症形，分别
是风、寒、暑、湿、燥、热、火、虚。如果从西
医角度看，都归结为头疼，治疗方法基本上
都是开消炎药、止痛药以及为了避免胃受
伤害的胃药。我综合你说的情况、摸脉和
气色看，你是典型的湿引起的头疼。去除
疾病的根本，在于祛湿。”话说完，方子也写
完。患者临走之前，李盟麟叮嘱对方保持
良好生活习惯，不吃燥热粘腻食物。

“我觉得病情就像棋局，我该如何走，
决定棋局结果。”李盟麟说。他的诊室挂着
许多锦旗，许多患者表示，李医生不光能看
好身上的病，还能治好自己心病，哪怕等了
很久，只要和他聊聊，总能有所收获。

下班后，李盟麟回到租住的房子，吃完
晚饭，打开一个烤脚小火炉，翻看白天给患
者开的处方，不时翻阅医书。“临睡之前，微
信回答患者问题。”李盟麟说。

据介绍，李盟麟不少患者来自台湾、
福建厦门、重庆大足等他曾经工作过的地
方。只要他回台湾探望父母，不少上年纪
的患者也会上门求医。

“我遇到一位视中医为生
命的医生”

采访中，记者体会到，读过余光中《乡
愁》的李盟麟，更能体会思乡的情愁。从小
生活在父母的教育之下，孩提时代的他，就
明白了医生的责任。

李盟麟在行医时，尽心救死扶伤，希望
能够让每位前来就诊的病人恢复健康，但
他也知道，很多时候需要面对的，是生与死
的抉择。“往往有种无能为力的叹息，我觉
得生命真的很可贵。”李盟麟说。

九龙坡区人民医院院长邓泽虎，是李
盟麟的知音朋友。李盟麟还在大足医院上
班时，邓院长就很欣赏这位说话温文尔雅
的台湾人。得知李盟麟任期将至，邓院长
三顾茅庐般上门邀请。

“我遇到一位视中医为生命的医生，
哪能轻易放弃。”邓院长说，他很欣赏李盟
麟医生在肿瘤、消化系统、肺病、心脑血管
病等许多疑难杂症上的专长，“有一项专长
已经很不容易，难得的是，李医生有多项专
长，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人才。”

尽管薪资并不算丰厚，尽管科室空间
显得局促，但每天口口相传而来的患者，让
李盟麟感觉很开心很有收获。他说：“我寻

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你不在乎钱吗？”记者好奇问，为什么

不去薪资更高医院？
“我这个年龄，我并不在乎钱，我在乎

的是中医这门精粹。”说到这里，李盟麟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

生活中的李盟麟也是淡泊的，一款
老旧的苹果5手机用了足足5年。“我的
手机里，只有微信和打接电话两个功能
使用得比较频繁。电话往来主要是患
者，微信 500 多位联系人也主要是患
者。”李盟麟说。

李盟麟的时间表里看不到休息的时
光。“我希望把自己所学的中医医术全部用
于患者，直到哪一天干不动了，患者也不需
要我了，我想那就是我退休的时候了。那
个时候，我就和爱人一起，去爬爬山，到处
走走，看看祖国大好河山，这将是我俩这辈
子最惬意的事。”

170多盆花花草草

1月6日，记者走进重庆村社区42号二
单元小院看到，山茶花还未开，但是在绿色
叶子间，一颗颗饱满的花苞已露头角，静待
春暖花开。转角处，还种有生机盎然的幸
福树、郁郁葱葱的绿宝树、花开正艳的蟹爪
兰……这些花草与92岁的刘老朝夕相处，
被他视为宝贝。

“2010年，我搬到这里居住，当时院子
里环境脏乱差，地面不平，漫草丛生。第二
年社区整治环境，房前屋后路面硬化，种上
了植物。”刘老说。

刘老是一名退伍军人，思维清晰，谈吐
流畅，对记者说起养花缘由。他住在一楼，
看见环境变好后，为了家门前的景色更美，
从此与花结缘。院子里的桂花树、小榕树、
仙人掌等，都是他8年前种下的。这些简
单、易活的花卉，原本只有30厘米，现在都
如老人一样高。

记者走进老人家，腊梅芬芳满屋飘香，
电视柜上插着一把腊梅。

“这是院子里种的腊梅，前几日他修
枝，剪了一把放在家里。”儿媳妇徐锦芳告
诉记者，这些花草都是老人一盆盆从花市
背回来的。现在老人平均每月还要去两
次，成为生活习惯了。老人每天的乐趣，是
打理家门口的170多盆花花草草，有几十
个不同种类，上午花一小时修枝、松土，下
午花一小时施肥，浇水。8年种花种草积累

的经验，让老人变成花农，时不时与邻里分
享养花经验，也是一种快乐。

每天开门心里很知足

在刘老眼里，养花付出心血、精力和辛
勤劳动，换来花开，就是快乐。“3种大小不
同的浇水容器，还有4个轮子的托盆车，都
是父亲自己琢磨做出来的。”64岁的儿子刘
欣，指着窗台下悬挂的物件说。

据了解，刘老退休前喜欢记账，如今每
次到花市的消费也都记录着，每到月底和
年尾还会做总结。

刘老拿出笔记本，翻看了这几年的总
结。记者看见，笔记本有这些记录：2011年
5月到2015年底近5年时间，买花17740
元；2016年 2208元……2018年 2457元。
8年时间里，老人打理花园用去两万多元。

这么多年来，小院里上百盆花草都是
老人一个人打理，到花市也都是他一个人
去。家里人虽然担心老人身体，但更尊重
老人喜好。

“家里有的花经不住气候变化，或是被
养死了，我就会到花市买新的。”刘老说，有
的花草喜阳，要放在能照到阳光的地方。
有的花草喜阴，要少浇水。养花久了，摸到
了门道，也了解每种花草的性格。

“养花不仅让自己有事做，还美化了家
门前环境，每天呼吸的空气很清新还夹杂
着花香。”刘老说，养花种草只是一种生活
乐趣，不求有多大成就。每天打开门看着

花开，心里就很知足，付出也是值得的。

邻里喜欢经过这里回家

刘老自掏腰包，用心经营8年的小花
园，不光给自己带来了生活乐趣，也为邻居
带来芬芳。

“每年昙花一现时，是老爷子最期待的
时候。宁愿等到凌晨，亲眼看花开，他才会
安心睡觉。这就是他养花的乐趣。”儿媳妇
徐锦芳指着院坝前一米多高的昙花说，随
手掏出手机，给记者看了一下手机里保存
的昙花开放拍的照片，一家人都陪着老人
分享花开的喜悦。

刘老不光是家里的一宝，还是小院坝里
人人皆知的老好人。老人家门前的花园深受
邻里喜欢，成为共享花园。儿媳妇徐锦芳说，
过往邻居们每次路过，都会驻足欣赏一番，和
老人拉拉家常。甚至，其他单元邻居也绕道从
这里回家，就想看看老人种的花草。

“老人日子过得精致有趣，这是子女的
福气。老有所乐，着实让人羡慕，更是年轻
人学习的榜样。”小院外便利店老板吴力芳
告诉记者，老人在社区里出了名的热心善
良，有人请教养花方法，他乐于分享；看见
流浪猫，他收留在自家窗台上……

刘老每天穿梭忙碌于这片生机盎然的
花草之中，享受着如大自然一般的田园风
光，修枝、浇水、施肥……尽享花开花谢过
程，细看生命力顽强奋斗。日子虽然平淡，
却又如花儿一样幸福。

大陆筑梦
台湾医生在重庆赢得患者信任

上周四，位
于九龙坡区前进
路23号的九龙
坡区人民医院台
湾名中医工作室
里，李盟麟一边
认真听患者陈述
病情，一边在纸
上写画着什么。

70 多岁的
陈仁孝奶奶由老
伴陪着来看病。
她说：“老伴有7
种特病，以前连
腿都抬不起，来
这里吃了几服
药，走路就有力
气了，现在还能
陪我来看病。所
以，我相信这位
李医生！”

陈奶奶说的
李医生，就是李
盟麟。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文 毕
克勤/图

共享花园
老人自掏腰包在小区种花种草

“我爱花，也
爱养花。我可还
没成为养花专
家，因为没有工
夫去研究和试
验。我只把养花
当做生活中的一
种乐趣，花开得
大小好坏都不计
较，只要开花，我
就高兴。”老舍先
生《养花》记录的
乐趣，成为家住
渝中区两路口街
道重庆村社区九
旬老翁刘钊的生
活写照。

刘老与花草
结缘8年，自掏
腰包在小区打造
一个共享花园，
与邻里共享芬
芳。

重庆晚报-
上游新闻记者
陈英/文 李野/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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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医生总是微笑待人

▶花儿开
得正艳

▲把脉是重要一环

▶小猫也来
观赏

◀患者慕名而来

▲一边问一边作记录

▼角落里放着各种
自制浇水工具

▼成堆挂号单显示
每天病人不少

▶刘老说：“猫儿常常
组团来看我，还偷看我
写日记。”

▲手机拍下盛开的昙花

▲刘老每天都来看看山
茶花，等着它绽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