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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8月11日）
当年，老板尼克森-威勒医生大约五十多岁，头发已

灰白，她与丈夫威勒医生共用一个实验室。两人看上去都
是那种绅士淑女型科学家，说话温文尔雅，干活雷历风
行，待人和蔼可亲，夫妻俩养育着一对可爱儿女。非常感
激他们，到美后头二周在他们家寄住了两周，直到租到卧
室。

抵美约两周后，正好是圣诞节前，一天，见到一位老
人来到他们家，手里扛着一把电子琴，送给孙子，经介
绍，才知道那慈祥的老人是爷爷，即威勒医生的父亲，
尼克森-威勒医生的公公。然后才知道他叫托马斯.威勒
（Thomas Weller)，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医生，一位因为发明
体外培养小儿麻痹症病毒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奖的名人。这
次巧遇诺贝尔奖获得者，让我亲身体验到什么是平等，没
有架子了。

到了1994年的某一天，几位做研究的校友又聚在一
起，那时候大家多是租一间卧室，外面能捡到一二张椅子
就可以坐坐，椅子不够时大家就坐在地板或地毯上。突然
间，一朋友说，考Board是一个出路。我当时听懵了，这
Board是啥？别笑俺傻哈，真不知道，那时没微信，信息不
灵，考的人也不多。朋友严肃地说，考试通过后可以做住
院医生，然后在美国可做临床医生了，他们还说知道有人
考过了。

刚听说后还没把这当回事，因为自己也没信心也没有
打算。那时医学院毕业都八年了，八年间没做临床；又没

有绿卡；那哈佛老板们都是工作狂，哪有时间看书？最
后，即使能做临床，我那英文可以吗？在实验室马马乎乎
地对付还可以，真正人与人不停地交谈，能行吗？总之，
此时此刻，在美国做临床医生对我来说仍属遥不可及，却
又似乎美轮美奂的海市蜃楼。

转眼到了1995年中，家里添丁了，老大出生了，在那
一刻立马感到无产阶级最困难时候到了，不用说原因了，
就是入不敷出的意思。这时真开始感到不能再这样无产阶
级下去了，养家糊口是男人基本上应该承担的基本义务
吧，再如此下去，家将不家了。

在哈佛医学院各实验室里，多半都是医学院的毕业
生。这里的中国人也很多，大家开始交流谈论考Board了
（USMLE，美国医生执照考试，即做住院医生的资格考
试）。一些成功例子常常会激励自己，一些失败例子也让
人裹足不前。

当时医院里有一俄罗斯人，在故国是外科医生，据
说刀开的很好，当时50岁了，考了N次都未能通过第一步
（Step1)。

有位中国朋友，当时已是40出头了，以前一般情况
下，都不怎么读书，视力一直保持在2.0，从未戴过眼镜，
平常爱玩，很爱溜冰，溜得极好。为了考试，开始啃书本
了，他说，通过看书，把过去医学院没搞懂的东西全弄懂
了。更有趣的是，一路复习下来，在40余岁时得了近视，
生平第一次戴上了近视眼镜，他老婆说他开始显示出知识
分子的气质了。这老兄最后进了麻醉住院医计划，他成了
我的榜样。

因为穷则思变，也因为向往更好的未来，也因为听到
一些中国人成功的消息，终于在1995年底，在家里领导的
支持下，决定要试一试了，感觉是无产阶级只有先解放自
己，最后才能解放全人类。

心动不如行动，没有钱得悠着点。先去哈佛-MIT-
Coop 书店买了一本新书“《First Aid》”,  然后照着书中建
议，按图索骥准备买复习用书。从哈佛医学院学生宿舍里
的广告牌上看到有人要卖二手Step1的复习书（那时真是囊
中羞涩），于是约好，开车去波士顿对面的剑桥一口气买
了六本二手复习书。

书买了，时间却不知去那儿了。白天得干活，要知
道，哈佛老板都是工作狂（重要事说三遍），他们也指望

下面的打工仔也是工作狂。平常一般要到六点以后才能
下班，偶尔中途有空时，就去医院图书馆看20至30分钟
的书，晚上则去哈佛医学院图书馆看两个小时书。周末
尽量多看书。那时很少有人上考试复习班，多半都是自
学。看起书来是较为吃力的，有时觉得呼吸都跟不上
气，这样坚持了半年就稀里糊涂地考了第一步，跌跌撞
撞地过关了。

这时已经到了1996年。开弓已经没有回头箭了，第
一步考完后，紧接着是要准备第二步（Step2）考试。

自从1992年到美国后，除了周末及法定假日，还真
是没有休过假。在实验室，图书馆及家里这三点之间又
苦苦地熬了半年，又跌跌撞撞地通过了第二步（Step2)
考试，接着是英语考试。英文考试是最容易通过的。我
那时还不需要考第三步（Step3) 临床技能考试, 似乎以后
是要考第三步的。

在准备Step2时，也开始准备申请住院医生Match 所
需要的信息及文件。那时没有在线申请，各种文件，证
明都要寄到各个Program去。这也是一件很费时费力的
事。包括要从母校要成绩单，文凭，USMLE 第一步，
第二步及英语成绩，推荐信，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
ment)。

这些过程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锻炼。对于一个中国医
学院毕业生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即住院医生
训练Program是成为执业医生的医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的
部分。在美国，医学教育包括4年大学（college under-
graduate, 或医学预科，Pre-Med, Bachelor), 4年医学院
（Medical school, Doctorate of Medicine)及3-7年不等的
住院医生培训（属于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训
练完成后也会发一个备案的正式文凭）。如果要做专科
或亚专科，那还得花一至三年做临床Fellowship 。

1996年下半年，陆续有些面试通知来了。面试前，
买了一本指导如何进行住院医生面试的书，有空也常常
与周围面临同样面试的中国人互相交流经验。慢慢知道
面试的一些诀窍。面试无小事，从着装，整齐的发型，
到敲门，握手，打招呼，握手，入座，眼神，到准备回
答问题，问问题都得进行充分的准备，控制好回答的时
间，表情，对面试医生的临床兴趣，对医院的强项等等
都是准备内容的一部分。为了面试，信用卡估计用了不
少，专门买了两套西装，几件衬衫，皮鞋及领带——整
个像上了一层楼似的。

随后数月里，陆续地有幸获得了近20余个面试邀
请，除了一两个最后觉得没必要去外，几乎那段时间不
是开车就是在全美飞来飞去。

记得有一次去Burlington, Vermont, 头天开车去，住
一晚，第二天面试（一般半天到一整天，见几个faculty, 
与住院医吃午饭，参观医院及科室等），晚餐后，连夜
开车赶回波士顿，在新罕布什尔州高速上被警察叫停，
当时只开到76迈，被罚超速驾驶，心情一下子就变得抑
郁了，一般情况下76迈是不会被叫停的，也许警察当天
的任务没有完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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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画派的摇篮 -- 十香园
作者 李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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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同事们

在广州繁华的江南西闹市中，流淌着一条
清幽恬静的小河——海珠涌。春暖花开
的五月，我们来到小河边一个不起眼的窄
巷，寻觅到隐藏于居民区内的隔山乡。对
于很多市民而言这是一个陌生的地名，但
这里有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岭南画派鼻
祖居巢和居廉的故居“隔山草堂”，即现
在的十香园。

具有岭南建筑风格的十香园由啸月琴馆、
今夕庵和紫梨花馆三大主体建筑组成，
总占地面积为3879平方米。因园内种植素
馨、鹰爪、茉莉、夜合等十种香花而得
名。居廉在此设馆作画授徒，培养了近代
一大批绘画艺术人才，当中以岭南画派创
始人高剑父、陈树人为代表，因此十香园
被誉为“岭南画派的摇篮”。

晚清广东画家居巢和居廉合称“二居”，
这对堂兄弟在广东绘画史上享有盛名，在
全国画坛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居巢（1811——1865），别好今夕庵主。

居廉（1828——1904），别好隔山樵子。

两人的创作以花鸟鱼虫为主，兼及山水人
物，常表现岭南风物，题材丰富、色彩明
丽、画风灵秀，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
明的地方特色，形成居派艺术。居派是由
居巢创立，居廉继承、完善和发展的，在
流派纷呈的清代画坛上独树一帜，对岭南
画坛影响深远，成为清代以至近代中国花
鸟画的杰出代表。

十香园门前的“二居”塑像

不为人知的是，如此一个岭南画派艺术瑰
宝之地，在抗战期间曾惨遭日冠破坏，原
有建筑仅存一座紫梨花馆，其它全化为断
壁残垣，今天我们看到的十香园是后来按
原貌复原和扩建的结果。

我参观了设在园内的《诗情画意溯流源》
展馆。展馆介绍了清末著名花鸟画家居
巢、居廉的绘画成就。居巢、居廉在继承
传统技法的同时，施法自然，追求作品形
神兼备，突破了前人画法，创造了“撞水
撞粉”技法，两人共同创立的绘画技巧及

鲜明的艺术风格，被世人称之为“隔山画
派”，成为中国美术史上居派绘画的一大
特色。

清末 居廉画作 ——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居巢、居廉以清新灵秀的绘画树立了居派
绘画艺术的风貌，居廉在十香园设帐授
徒，培养了门徒数十人、私淑弟子近百
人。又以一群各有所成的门徒弟子大大扩
展了居派的艺术影响。  

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曾在此受
启蒙教育，两人走出十香园后，先后东
渡日本，吸取各国各流派的艺术养分。回
国后，折衷中西，融汇古今，与高奇峰创
立了岭南画派。以关山月、黎雄才、赵少
昂、杨善深等为代表的岭南画派第二代传
人又将画派发扬光大。

园内当年居廉授徒作画的紫梨花馆是历经
岁月沧桑而仅存的一座建筑，在其门楣上
刻着晚清书法家居秋海所题“紫梨花馆”
木匾，因馆前原种有紫藤、凤凰木等花
木，故称紫梨花馆。室内西偏房是居廉昔
日授徒作画之所，东面为书房。岭南画派
创始人高剑父、陈树人曾在此学画。

高剑父（1879～1951）中国近现代国画
家、美术教育家、岭南画派创始人之一。
师从居廉习画，从花鸟鱼虫起步，与陈
树人、高奇峰一起致力于中国画改革，
后人称岭南画派。曾毕业于东京美术学

校。1906年他参加了同盟会，任广东同盟
会会长，积极从事民主革命活动，并与陈
树人、高奇峰等人先后在广州、上海创办
《时事画报》、《真相画报》及审美书
馆，宣传革命主张，倡导美育，推行中国
画的革新运动，以高剑父为首的岭南画
派，开始以崭新的面目活跃于画坛。

女权先驱、国民党元老、著名女画家何香
凝也是高剑父的女弟子。

陈树人（1884——1948）中国近现代画
家、民国时期著名政治家。早年随岭南画
派大师居廉学画，后与其侄孙女居若文成
婚。曾经两度赴日留学，毕业于日本京都
美术学校和东京立教大学，并追随孙中山
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同盟会会员，
是辛亥革命元老，曾任国民党党务部长、
国民政府秘书长和广东省民政厅厅长等要
职。从政之余，仍不忘绘画，以其山水、
花鸟、走兽，著称于时。1947年辞职，定
居广州，专心画艺，与高剑父、高奇峰并
称为“二高一陈”，同为岭南画派的创始
人。

说到陈树人，不得不提到一个人——其长
子陈复革命烈士（1907——1932）。陈
复小时曾随父母住在十香园内。其父陈树
人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其母居若文亦
与宋庆龄、何香凝有往来，故自幼受到家
庭革命思想的影响。民国大诗人柳亚子先
生曾写有一首《四公子歌》，在柳亚子的
诗中所指国民党的四位“红色公子”，也
就是特定的大革命时期和后来国共分裂之
后的几位“左派”公子。他们是：蒋介石
的长子蒋经国、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邵
力子的公子邵志刚，以及陈树人的公子陈
复。1925年陈复被孙中山先生选送赴苏联
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在此期间陈复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1929年毕业归国，奉调任
天津中共顺直省委宣传部长，同聂荣臻同
志一道工作，不久被捕入狱。在狱中，他
虽受尽酷刑，但坚贞不屈，后经党组织营
救出狱，调到广州，任中共广州市委宣传
部长。1932年8月10日不幸再次被捕，当
晚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于南石头“惩
戒场”，时年仅25岁。爱子牺牲后，陈树
人发出“革命至情能似此，已非吾子是吾
师”感人肺腑的悲泣。聂荣臻元帅特地为
昔日战友的广州墓园门额题写了“陈复烈
士之墓”。

十香园的艺术底蕴，隐藏于典雅精巧的建
筑和玲珑别致的庭院里，它赋予从这里
走出的近现代岭南画派大师使命……。当
年居巢和居廉为方便写生以至授徒示范，
在庭院里种植了素馨、瑞香、夜来香、鹰
爪、苿莉、夜合、珠兰、魚子兰、白兰、
含笑十种香花。

十香园庭园内布局精致，小巧玲珑，体现
了岭南园林将观赏与休闲融为一体，讲求
人与自然、建筑与景观之间相互和谐的建
筑风格。漫步庭院，青砖屋、麻石路，满
目青翠。园内几株百年老树枝繁叶茂、生

机盎然，庭园亭台水榭、山石嶙峋，各式
花草点缀其中，天趣盎然，幽雅宜人。与
一般庭院大相径庭的是，十香园里随处可
见岭南画派大师的塑像，以及著名岭南画
家手印墙。

岭南地处亚热带，气候炎热、日照充沛，
庭院布局多以小型叠石、水池和游廊相结
合。广州地区降雨丰富，四季葱翠，观赏
植物繁多，而十香园更是南倚隔山，北傍
海珠涌，四周以水磨青砖砌墙围成小院，
花团锦簇、环境清幽，极富诗情画意。

曲径通幽

极富岭南特色的满州窗，是由传统的木框
架镶嵌红、黄、蓝、绿、紫、金色玻璃蚀
刻画组成的窗式。为什么岭南建筑会出现
满州窗？这可以追溯到清代，当时广州是
中国自由的通商港口，彩色玻璃的流入，
深受当时的富商、官员的青睐，他们把这
些彩色玻璃用在自己家的窗户装饰上，既
能很好的采光，又达到美观大方的效果。
后来，清代末年，彩色玻璃大量传入广
州，普通家庭也开始用在自家的窗户上。

五彩缤纷、美轮美奂的满洲窗，具有非常
高的历史文化和艺术欣赏价值，现在已成
为岭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置身于清 雅宜人的庭园里，品味着随风飘
来的淡淡花香，不禁令人心旷神怡、流
连忘返。只是十香园的庭院不大，游览一
圈下来，你总感觉是意犹未尽……，十香
园，择日我还会再来的！

2017年初夏

十香花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