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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灭胃癌的隐患                                                                                                                                                                                                                                                             
                                               胡 培 怡  全科医生

赏八千年玉振金声钧天广乐高山流水
闻九州音铜琶铁板急管繁弦白雪阳春

中国古代音乐成语赏析（三十五）                  孟 维 平

笑话一
问：什么样的男人最专一？
答：开火车的男人。
问 ：为什么？
答：因为出轨就得死。
问：世界上最不忠心的是什么？
答：是钱，说好的一起出门，然后它就不跟
你回来了。
问：世界上最忠心的是什么？
答：是肉，怎么甩也甩不掉。

笑话二
老婆问老公：“老公，你要是有100亿，你想
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把你休了。”老公脱口而出（当时没过
脑，说完感觉要坏事）。
老婆微怒：“那第二件事呢？”
“把你娶回来！”老公道。
“为什么？”老婆疑惑。
“以前娶你时办的太简单，所以要再办一
次，让你嫁的风光点。”
“老公你真好！”老婆一脸感动。
当时，老公真想对自己说句：“我真是太机
智了，多悬没挨揍。”

笑话三
老公高兴的对老婆说：“这几年你一直为家
庭奉献，我准备让你升官！”
老婆乐：“升什么官？”
“我娶个小老婆，让你升成大老婆。”

笑话四
“大爷，您是个卖水泥的，找了个大妈却这
么漂亮，说说你和大妈的故事吧。”
“我也不知道你大妈咋看上我的，那年情人
节，我卖完水泥，路过一家黄金首饰店，进
去看看热闹，你大妈在里面当销售员。
我就习惯性地问了一句：“这玩意多少钱一
吨...”
后来我们就结婚了…

这不是笑话，是神话
一对老夫妻结婚60周年庆贺期间：
记者采访老太太：你丈夫的缺点多不多啊！
老太太回答：多的数不清啊，就像天上的星
星。
记者采访：那你丈夫的优点多不多啊！
老太太等待一下不慌不忙：太少了，和太阳
一样少。
记者采访：那你们60多年怎么过的啊！
老太太：太阳一出来，星星全没有了啊！ 

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
哲学家韩愈（768—824）

唐代散文中的音乐成语（三十五）

异曲同工 败鼓之皮

   “异曲同工”，比喻虽然做法不同，但
都巧妙地达到目的；“败鼓之皮” ，比喻
看似没有用处的东西其实都有着它的价值。
这两条音乐成语均出自唐代散文名篇《进学
解》，而著此散文者乃是唐代文学大家、思
想家、哲学家，同时也是著名诗人的韩愈之
手。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
（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谓“郡望昌黎”
，世称“韩昌黎”。早孤，由嫂抚养，刻苦
自学，通六经及诸子之学。唐德宗贞元八年
（792）进士，官至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
（803），因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
的奏状而遭权臣谗害，被贬为阳山令（今广
东省阳山县）。元和元年（806），韩愈奉
召回长安，担任国子博士。宪宗时任裴度的
行军司马，参加讨伐淮西叛藩吴元济的战争
立功，升任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
，又因上书《论佛骨表》切谏宪宗迎佛骨一
事被贬至潮州（今广东省潮州市）刺史。穆
宗即位后，还朝任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
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韩
愈病逝，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
公”。

    韩愈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柳宗
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百代
文宗”之名。他主张“文道合一”，“文”
是手段，“道”是内容，“文”要服从于“
道”，但“文”也非常重要。这个理论既否
定了片面追求形式忽略内容的浮艳文风，也
反对忽略文章表达形式的倾向。在文章与现
实的关系上，他提出“不平则鸣”的著名观
点，把古文当作为鸣不平、批判现实的工
具。韩愈有胆有识，敢说“群臣之所未言”
，其文章“发言真率，无所畏避”，也因此
而几遭罢黜。在文体改革理论方面，他主张
在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的基础上确立奇句
单行的“古文”的新型文体，坚决反对专讲
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
势雄伟，逻辑性极强，说理透彻，被后世尊
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气盛言宜”、“
唯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等散
文的写作理论现在看来无疑都是十分正确
的。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等存世。

   《进学解》成文于元和七、八年间，韩
愈时任国子博士，文章假托向学生训话，解
答问题，似乎在探讨如何做好学问，将来为
社会做贡献，实则借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
一腔愤懑、仕途坎坷的满腹牢骚，是对不合
理的现实社会隐晦的批判，是一篇“不平则
鸣”的杰作，极具讽刺意味。《进学解》分
为三个段落，首先从先生的角度勉励学生们
在学业、德行方面要取得进步，“业精于
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要成为
对社会有用之材，而不要担心朝廷官府不使
用，“诸生业患不能精，无患有司之不明；
行患不能成，无患有司之不公”。第二段则
是以学生的口吻对先生的教诲提出强烈质
疑，即：先生自己的“业”、“行”均已具
极高修养和建树，为什么反而却屡遭坎坷，
业精行成又有何用？第三段是先生巧妙的回
答，先以工匠、医师为喻，说明所谓“宰相
之方”在于用人兼收并蓄，量才录用。又举
孟轲、荀况的例子, “昔者孟轲好辩，孔道
以明，辙环天下，卒老于行。荀卿守正，大

论是弘，逃谗于楚，废死兰陵。……其遇于
世何如也？”圣人尚且不遇于世,我自己“学
虽勤而不繇（yáo：通“由”）其统，言虽多
而不要其中，文虽奇而不济于用，行虽修而
不显于众”，因此而被“投闲置散”，还

    有什么可抱怨的呢。此段文字正话反
说，反话正说，自我解嘲，诙谐讽刺的文笔
读来韵味深长。

   “异曲同工”语出《进学解》第二段文
字：“《春秋》谨严，《左氏》浮夸，《
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
， 《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
曲。”（《春秋》语言精练准确，《左传》
文辞铺张夸饰；《易经》变化奇妙而有法
则，《诗经》思想端正而辞采华美；下到《
庄子》、《离骚》，《史记》；扬雄、司马
相如等的创作，它们就像精彩各异的曲调，
都是同样细致而巧妙的杰作）工：细致，巧
妙。上述列举都是韩愈所崇尚和景仰的儒家
经典，他称屈原、孟轲、司马迁、司马相
如、扬雄为“古之豪杰之士”。“同工异
曲”现常写作“异曲同工”，比喻话随说法
不一而用意相同，或一件事情的做法不同而
都巧妙地达到目的。

    “败鼓之皮”语出《进学解》第三段文
字：“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

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败鼓之皮：败：
破旧。作为打击类乐器，鼓的历史非常久
远，从出土的文物看，原始社会时期人们就
已开始用鳄鱼、牛等动物的皮蒙在一个腔体
上制作出各种各样的鼓，所以鼓被敲坏之
后，破败的鼓皮可能还尚有些微小的药用价
值。牛溲（sōu，牛尿）：车前草，可利小
便；马勃：一种菌类，可治疮。这段话是比
喻无论多么微贱、多么不起眼、在一般人眼
里看来毫无用处的小东西，其实却是有着它
的价值，懂得兼收并蓄，能够充分利用它们
的人才是真正的聪明人，高人。

    韩愈吐辞造语可谓精雕细刻，文采极
佳，仅《进学解》一篇之中就有“业精于
勤”、“刮垢磨光”、“贪多务得”、“含
英咀华”、“佶屈聱牙”、“败鼓之皮”
、“同工异曲”、“动辄得咎”、“俱收并
蓄”、“投闲置散”，以及从这一名篇中凝
缩而来的“提要钩玄”、“焚膏继晷”、“
闳中肆外”、“啼饥号寒”等等众多传为历
代流行的成语，此亦足见这位被誉为“唐宋
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文
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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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记得田飞吗？那个友善亲切的北
京姑娘，她灵动而充满活力的舞蹈给人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前不久，45岁的她因胃癌离
开了我们，离开了她深爱的丈夫和孩子，离
开了她魂牵梦绕的北京的父母和家人，与大
地长眠。

    

一个如此美丽鲜活生命的离去，令人心痛不
已，在扼腕叹息之余，不禁会想：怎么能早
日发现，早日抵制住病魔对我们机体的侵
蚀？让我们借此机会谈一谈身体的保健以及
如何远离癌症。

去除胃癌的诱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胃癌是全世
界排名第四被诊断的,死亡率排名第二的癌
症。2006年的统计数据全世界有950,000个案
例，其中将近700,000病人死于胃癌。胃癌
的高发率包括东亚、南美洲和东欧国家。胃
癌也是中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发病率
居各类肿瘤的首位，每年约有17万人死于胃
癌，几乎接近全部恶性肿瘤死亡人数的1/4，
且每年还有2万以上新的胃癌病人产生出来。

        为什么胃癌会对亚裔情有独钟呢？
当然我们会说是遗传加环境因素囖。胃癌可
发生于任何年龄，但以40～60岁多见,男多于
女，约为2：1。环境因素包括生活习惯、饮
食种类，精神因素等。还有就是一些慢性胃
疾病，包括慢性胃炎，胃息肉、胃黏膜异形
增生和肠上皮化生，等等。

    这里我想特别给大家介绍一种特殊的细
菌：幽门螺旋菌(Helicobacter Pylori, 简

称 H.Pylori)。这种细菌最早是由德国科学
家于1875年在胃的解剖中发现的，但是由于
当时的科学手段有限，没有继续研究这种细
菌。直到1982年，两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华
伦和马歇尔再次发现幽门螺旋菌并且发现这
种细菌与胃炎，胃溃疡有关。为了证明 这种
细菌的致病性，马歇尔亲自喝下了含有这个
细菌的溶液，在自己身上造成严重胃溃疡(当
然迅速治疗了)。他们二人在2005年因为这个
发现荣获诺贝尔医学奖。

    幽门螺旋菌是一种长期生活在胃下段的
细菌，常常在儿童期感染，多是由于家长和
亲友共同生活中唾液传染，比如说一家人围
在饭桌上，你一筷子我一筷子夹桌上的同一
碗菜放入口中，于是幽门螺旋菌便从一个患
者的唾液进入一个健康人的胃里，长期“住

在”胃里，当身体情况不佳时，如精神压
力，气候变化，饮食不良，细菌就活跃起
来，造成胃炎，胃溃疡。幽门螺旋菌另外的
生长环境就是饮用水。喝了被幽门螺旋菌污
染的水，是引起感染的常见原因。
 
    中国人群的幽门螺旋菌感染率据统计达
到人群的60-80%。研究发现幽门螺旋菌能促
使硝酸盐转化成亚硝酸盐及亚硝胺而致癌。
幽门螺旋菌的毒性产物CagA, VacA 可能具有
促癌作用，胃癌病人中抗CagA 抗体的检测率
显著高于一般人群。胃癌的发生率与幽门螺
旋菌的感染率有线性相关。

    好在幽门螺旋菌是可以诊断和根治的。
比较常用的诊断方法包括抽血查幽门螺旋菌
的抗体，大便抗原检查,  吹气法查幽门螺旋
菌的代谢产物,  或者直接胃镜加活检的检
查。治疗方法也比较简单，即用2种抗菌素加
上氢离子泵抑制剂可以在80%的患者中达到根
除目的。

    除了幽门螺旋菌之外，其他一些环境致
胃癌因素包括大量食用含亚硝酸盐高的食物
比如腌/熏/烤的红肉，常食用霉变食物，还
有长期酗酒和吸烟，尤其是从青少年时期开
始吸烟危害性很大。

    另外，长期心理压抑，有些特殊职业，
或者生活在特殊地质水质区域，胃癌的风险
也明显增高。

    早期胃癌没有特殊症状，与胃炎/胃溃疡
的症状类似，包括胃不适感，胃痛，厌食，
消瘦，等等。如果发现这些反常现象，应该
及时看医生。如果能够早期诊断和治疗，胃
癌的疗效还是不错的。

    (此为科普文章。具体病例请与您的家庭
医生讨论。非常感谢St. Vincent 医院消化
科田建明医生， IU Health 肿瘤科吴红云医
生对本文的审阅和建议)

美丽善舞的田飞。希望她的的离去给大家带
来对健康的重视，从而生活得更加美好。

胃里面的细菌引起炎性反应

       为了让读者印象深刻，对胃癌足够重视，
这里展示了手术切除的胃癌组织，图片令人作
呕。作者当年学病理课时，老师教如何鉴别显
微镜下正常组织和癌组织：“癌症是一个很丑
陋的东西。你们一眼就可以分辨。”

幽门螺旋菌

幽 您 一 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