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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岛之恋”婚介经理谭洁很纳

闷，为什么自己单位做的路牌广告，

竟全被人割破，有的还在标示电话

和地址的关键部位喷上油漆？

百思不得其解的谭经理，后来

还是从一位和她私交很好的同行那

里得到了答案：别的婚介所嫉恨你

们抢了饭碗才出此下策。听到这样

的答案谭经理释然了，这正说明我

们做对了，虽然“感岛之恋”今年
!

月

底才正式开张，但在龙城婚介行业

已经树起了一面旗帜：诚信，是婚介

事业成功的基础。

谭洁在从事这项事业前，进行过

一番认真的调研，她发现现代人的交

际范围局限很大，但择偶的条件却不

低，因此很多人难以找到理想的对

象；同时，女性经济独立，离婚率也明

显上升；网络发展迅速，征婚火爆，但

虚假的很多，不少人上当受骗，而有

的传统婚介所一般登记费就要
!""

元，有的还雇有婚托，成功率就更低。

在想为迫切找到理想对象，但又

因为种种原因而难以实现这一愿望

的人做点实事的信念下，“感岛之恋”

以它的诚信和实在吸引了许多希望

找到理想对象的男男女女。只要交
#"

元登记费和
!

元通讯费。“感岛之恋”

为他免费拍
$

张展示个人风采的照片

和
%"

秒钟的视频，并把资料信息输入

电脑，他就成为会员了，立即当着他

的面在电脑资料库中进行搜索，把符

合要求的对象的资料提出，随之进行

联系，会员可以和这些对象进行联

系，也可以在“感岛之恋”提供的场所

里互相交流，“感岛”还免费提供茶

水、卡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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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服务。只有当两人交友

成功进入到谈婚论嫁的程度，会员才

自愿向“感岛之恋”交一些费用，也不

强制交多少，你愿意多少就多少。

对这种方式，许多人都认为很好，

一方面，扩大了交流的平台，选择的范

围大，等于天天举办相亲会，成功的机

率就大；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电脑这

种现代化的设备，而又无网络上当受

骗的后顾之忧。不少人对这种婚介方

式也由原来的观望到参与了。

这种新颖的婚介方式一问世，

就受到了追捧，仅仅三个多月，“感

岛之恋”的资料库就储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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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份

资料，这个速度有的传统婚介所几

年都达不到。一位会员在很多地方

都登记过，交了很多冤枉钱，也参加

过不少相亲会，觉得不去可惜，去了

尴尬。而“感岛”的模式就很好，互相

看中了，都有意向，大家谈得来就很

容易成功。现在连别地方的会员也

有跑到这里来的，“在别处两三年都

没有下文，去催一下才马马虎虎安

排一个谈一下。”目前，不少白领丽

人、硕士、博士生甚至上千万资产的

人也成为这里的会员。

———全国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常州
市劳模、常州德安医院精神科七病区主任
蔡宝生的人生追求

与
精
神
病
打
交
道
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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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医治精神病人是一种

战斗，那么，他就是一名无畏的战士，

兢兢业业地在岗位上尽着自己应尽

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说，与精神病人

朝夕相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交流，那么，他又是一位无私的亲人，

无微不至地关爱着每一位病人。在日

月晨昏的时序更替中，在春夏秋冬的

岁月流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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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常州市德安医

院精神科七病区主任蔡宝生用自己

的言行生动地向我们展示了一名白

衣战士的人文情怀。他刚刚获得全国

民政系统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但

他说，自己仍是普通一兵。

见到精神病人，你
会把他们“粘”在心上

“怎么样，先生又来看你了吧？

还带了水果。你不能老是疑神疑鬼，

总觉得他不要你了。”“嘿，嘿。其实，

他也蛮好的，主要是我心里总有点

不放心。”蔡宝生说：“你这样钻牛角

尖不是自讨苦吃吗？”这是一位女精

神病人，经过治疗已经好了不少。她

五十多岁了，丈夫是律师，经济收

入、社会地位各方面都比她强。慢慢

阴影就如毒草在心里滋长：他看不

起自己，嫌自己是黄脸婆了，有外遇

了……心境的忧郁使她真的患了精

神病。蔡宝生见到她的时候，已经憔

悴不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这种

“嫉妒妄想”是精神分裂症的一种症

状，很难治愈，只能长期服药治疗。

大多数已婚妇女患精神疾病都有这

种症状。她们个性敏感易猜疑，但又

没有具体证据，两者的恶性循环，加

深了病情，而夫妻间的矛盾又让她

的“妄想”加剧。

当这位女病人病情稳定后，心

理疏导思想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

“你说丈夫不喜欢你，那为什么每星

期都来看你呢？”蔡宝生一遍遍地

“譬”给她听。有时她丈夫忙，蔡宝生

就去电话提醒：“你要看看夫人了。”

丈夫来了，有病的夫人满心喜欢，心

头的郁积也一点点化解。

时间长了，这里的女病人对蔡

宝生产生“依赖感”甚至“依恋感”。

有的女病人，不见到蔡宝生不吃药，

不见到蔡宝生不吃饭，这样的情况

有时不免让他感到尴尬：有一个从

另一家精神病医院转到这里的女病

人，因为要给她治病，必须做她的思

想工作，开导她，她就以为对她好。

处理这种事情比较棘手，既不能让

她有非分之想，又不能伤害她，过度

刺激，又可能加深病情。蔡宝生的办

法是，平时保持一定距离，从不与她

们独处，言语中让她们明白这种想

法不切实际，必须打消这个念头。

但是，蔡宝生每时每刻都把病

人挂在心上。很多护士至今还记得

多年前那一件感人的事。那天深夜，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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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老太，吃力地踏着三

轮车将一名精神病人送到德安医

院。蔡宝生接诊后发现是曾在德安

医院住院治疗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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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的精神病

人陈某，经过检查，发现陈某不是精

神病发作，而是内科疾病，当时德安

医院还没有开设内科病区，病人必

须送到其他医院治疗。按理这种情

况只要关照病人家属转院就可以

了，但看着满脸愁容而又疲惫不堪

的八旬老人，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安

排好手头的工作后，骑着三轮车陪

同老人一起将陈某送到其他医院，

挂号、就诊，一切安排好后，才放心

地离开。医院成了他的第二个家。

受了委屈，忍口气
往肚子里咽

很多人把精神分裂症患者称为

“武疯子”，他们发病时通常情绪激

动，家人想要把他们送院治疗都无

从下手。这时蔡宝生都是主动请缨，

上门帮助民警和病人家属接病人。

面对那些手拿棍棒、菜刀、砖头的精

神病人，他总是义不容辞冲在最前

面，直面困难与危险，将安全留给他

人。
#!

年来，蔡宝生在上门接病人时

受到了许多委屈，遭遇了很多次惊

险，他心里最清楚，但从未流露出

来。他组织接病人从未发生重大事

故，但他自己却因为首当其冲而受

了大大小小好几次伤。有的病人拿

着铁锨躲在门后看见有人上前一步

就挥舞着要打；有的随手拿起东西就

砸；还有个病人本身是个企业家，请了

保镖抵抗医护人员。最让他记忆犹新

的是去接一名体重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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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公斤的女病

人，蔡宝生又冲在了最前面，不料这名

力大无比的女病人突然扑上来，一口

咬住蔡宝生的左臂，这一口她用足了

力气，蔡宝生忍住剧痛，乘她神情专注

时，让其他人乘势上前制服了女病人，

才迫使她松了口。这时蔡宝生的臂膀

已被咬得鲜血淋淋，直到现在，这个伤

疤还在。在平常的工作中，也常遇到精

神病人不愿住院治疗、不愿服药、拼命

反抗、冲动伤人的时候，他也总是率先

上前制止病人，保护好同伴的安全是

他工作的准则之一。精神病的治疗是

一个长期而反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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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来，他曾

多次遭到精神病人打骂，被拉掉过头

发，被咬破过皮肉，被抓得衣服破碎，

鲜血直流。面对这一切，蔡宝生同志从

没有半点退缩，始终如一地坚守岗位，

将满腔的热情奉献给了病人。

病人的位置，比家
人更重要

病人身患疾病，情绪波动比较大，

这就需要医生和家属的悉心照料。尤

其是精神病人，很多人会用特殊的眼

光看待他们，甚至是歧视他们。蔡宝生

将自己的真情毫不吝啬地带给了病

人，对待他们就像对待普通患者一样，

经常与他们聊天谈心。每天早晨上班

后，蔡宝生第一件事就是去查房，与病

人沟通交流，了解他们饮食是否适应，

情绪是否安定平稳，睡眠质量如何，更

是从心灵上关心他们。一天，蔡宝生查

房时看到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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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岁生活不能自理的

慢性精神病人躺在床上，脸上神情十

分痛苦，他一摸病人肚子，感觉大便硬

结，了解后知道该病人服用药物后已

经好几天没有大便了，在使用开塞露

和灌肠等方法排便不奏效后，蔡宝生

毅然用手为病人抠出硬结的大便。这

位病人感动得热泪夺眶而出……

抑郁也是精神病的一种症状，这

类病人通常情绪低落，严重的会出现

悲观厌世、绝望、自责自罪，并伴有严

重的自杀企图，甚至自杀行为。一天，

医院里送来了个忧郁症患者，吞玻璃

自杀。蔡宝生紧急把他送往市里各大

医院就诊，但都因为玻璃太滑太锋利

夹不出而束手无策。病人最终又转回

了德安医院，蔡宝生想出了一个土办

法，他让病人每顿都吃大量的韭菜，希

望韭菜能包住玻璃，在不划伤内脏的

前提下排出体外。几天过后，病人排出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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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玻璃，保住了性命。蔡医生从医

二十余载，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在

他的治疗下，绝大多数病人都稳定了

情绪，病情得到控制和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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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下

半年，病区来了位年仅
%,

岁的病人，经

过一个多月的治疗，病人从先前的大

吵大闹、拒绝进食，到情绪平稳、正常

进食，前后判若两人。病人家属在其出

院时将写着“医治细心、病人安心；护

理耐心、家属放心”的锦旗交到了蔡宝

生的手里，感谢他的医治和努力给了

孩子走出阴影再次投入学习的机会。

多少个日日夜夜，蔡宝生心里惦

记着病人却忘了家人。

病人有事，他总是随叫随到。多少

次，他因为工作脱不开身，孩子吃饭也

顾不上，只能请邻居帮忙照顾一下，父

母病危的时候，他也没有请一天假。

精神病医生，在许多人看来是医

生中的另类，似乎都不能算在白衣天

使的队伍里，当别人知道你是精神病

医生时眼神里甚至都有一种不屑。但

是，蔡宝生却在这个岗位上兢兢业业

地工作了二十多个年头，是病人病情

好转后的那句从心底里发出的“谢谢

你，医生！”让他坚持了下去。时间长了

习惯就成了一种精神。

有一个画面成了他脑海里挥之

不去的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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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他刚从高等医学

院毕业分配到当时还只是德安精神

病收容所报到时，狭小的院门，古旧

的庙宇改建成的门诊大厅，破败不堪

的旧式平房病区，还有布满铁栅的窗

口里那一双双目光呆滞的眼睛……

现实与理想的强烈反差，让这个一心

想干出一番救死扶伤大事业的青年

的工作热情顿时一落千丈。可就是情

绪低落时，蔡宝生用自己学到的医疗

知识稳定了一名病发的患者，患者清

醒后一句简单而沉重的道谢深深地

触动乃至震撼了他。“谢谢你，医生”

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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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却在他的内心掀起了惊

涛骇浪，想到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神，

想到病人家属期盼的目光，蔡宝生深

刻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医生要救

死扶伤，这个信念不能变，无论处于怎

样的工作环境、不论面对的是何种病

人，生为医生的职责都不应有任何损

失，不能打一点折扣。

“谢谢你，医生！”多么普通的
!

个字，

又是多么神圣的
!

个字。蔡宝生说，为了

这
!

个字，自己还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

去，无怨无悔，直到永远，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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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心系孤寡残疾老人
! ! ! !

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的这

一份思念当然会更深切。日前，横兴

路社区干部，带着慰问金来到常州

市福利院，探视肢体二级残疾、本社

区孤寡老人刘志明。看到“娘家人”，

老人像个孩子似地开心地笑，不停

地说：“谢谢！谢谢了！”

老人住福利院十多年了，从未

有亲属探望，虽然社区干部换了一

届又一届，但每年中秋节前，社区都

要探望老人，每次的探视都给了老

人莫大的安慰。

横兴路社区一向注重为老人服

务，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在新

春佳节走访辖区各类老人：如高龄

老人、优抚对象、党员骨干、楼组长

等，并带上慰问品去老年公寓探望

孤寡老人；认真落实老年优抚政策，

帮助老年人办理各类优待证，对符

合“低保”条件的老年人热情接待，

加快办理，使他们老有所养；根据市

老龄办的要求推广“阳光助老”活

动；社区为
,)

岁以上老人办理友情

联系卡，防止老人外出迷路，得到家

属、子女的肯定；注重老年人精神赡

养问题；提倡孝道文化，发挥社区老

人协会作用，开展敬老、助老、爱老

教育活动，弘扬敬老美德；发动社区

低保户、大学生志愿者上门探视空

巢老人，陪老人聊天，打扫卫生；还

积极为老年人维权。

横兴路社区的干部说，我们让社

区的老人都生活在幸福中。卢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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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旨”重见天日
! ! ! !

一块长
-!

厘米，宽
-)

厘米，厚
(

厘米的古代石质“圣旨”匾额，最近

在溧阳市上黄镇浒庄山麓浒溪河畔

太平桥西堍的废石堆中被发现。这

是一块长方形青石，居中正楷阳刻

着“圣旨”二字，字的厚度约五毫米，

十分醒目。匾额正面四周雕刻有蛟

龙戏珠、瑞云升腾等精美图案，画面

里龙腾苍穹，降福环宇，歌舞升平，活

灵活现，栩栩如生。令人遗憾的是，匾

额已断成两截，左上方的雕刻图案部

分已经缺损。同时，人们在清理碎石

时曾发现的一枚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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厘米见方的篆

体石质方印章后来不知去向。

具有近千年悠久历史的太平

桥，始建于南宋时代，位于溧阳市上

黄镇东南的浒溪河上，今宜兴、溧阳

两地交界处，曾屡次属宜兴辖地，现

为溧阳市辖。公元
%#+)

年南宋景定

年间官方《建康志》和较早迁徙当地

的望族家谱史书都有记载。由于年

代久远，建筑工匠已无从考证。太平

桥西堍原来存有居中的太平殿，它

和后三殿以及石头百兽场、古牌坊、

石屏风院等形成古建筑群。民间相

传奉皇上之命，建筑时花了很长时

间，且耗资巨大。功毕，建有“圣旨”

的匾额。这里水陆交通便利，曾经为

游客云集，香火旺盛之处。如今，太

平桥是溧阳市文物保护单位。现在，

横亘于浒溪河上的古桥，已经由政

府拨专款，遴选专业古桥修缮单位

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整理修缮，恢

复了古太平桥原貌。

这块古玉青石雕刻“圣旨”匾额

的发现，带来了诸多历史悬念：它来

自哪里？是属于太平殿、石头百兽

场、古牌坊、古屏风哪一座建筑的？

现在这件“圣旨”匾额已经被当

地群众保存在旧太平殿内，不愿让

它再受到任何创伤。 涂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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