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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8月25日）
        还有一次面试是去UVA, 那是一个偏远的大学
村，转了几趟飞机，最后乘了一架几人座的小得不
得了的螺旋桨飞机，那种飞机现在都不敢坐了。
　　还有一次，面试回来坐的一架西南航空飞机，
在降落时，怎么样也落不了地，最后告知，我们飞
机起落架不能打开，正在试着机上修复，你说这还
不吓坏了乘客的胆吗？谢天谢地，飞机最后终于着
地了，乘客均热烈地鼓掌叫好，不叫好行吗？
　　最不能忘记的是在达拉斯德州大学西南医学中
心面试。那位面试我的医生非常冷淡，口气十分傲
慢，似乎开始就意味着结束，整个面试中，他把转
椅转了一个180度，面对窗外，屁股朝着我，第一个
问题不是问我本人信息，而是开启一个神经内科病
例，这真是一个罕见的面试，可能是唯一的有屈辱
感的面试。当然最后在呈交我喜欢的住院医programs
列表上，自然也没有写上这个Program。

　　　
　　在四处面试的日子里，在97年1月初，我们家又
添了老二。添丁增口的高兴之余，则是紧张。
　　在没有面试的日子里，每天早上七点钟在哈佛
各个医院去听一小时临床医生的病例讨论及查房，
因没有机会与病人接触，听听这些临床讲座至少对
专业术语的听力有帮助。幸运的是有时能听到一些
名医如Martin Samuels 医生的讲课, 那时听来听去还
有一大半听不懂，不过听得越多，懂得也渐多了。
　　在所有面试结束后，接着是要将面试过的学校
或医院program 进行排序，将自己最希望的Program
列在最上，可以接受的但不是那么渴望的放在最
下，列出名单表后，将表交给第三方。
　　同时，那些学校或医院里也将他们面试了的申
请人按他们的喜欢顺序排列出来，交给第三方。
　　最后，在事先约定好的那一天，通过电脑程
序，将你选的培训Program 及也选了你的Program 进

行配对，叫Match, 那一天即Match 日，就知道你被哪
个Program接受了。说白了，就像是给男女做媒，一
方为大学或医院，另一方为申请人，第三方为媒人
（National Resident Matching Program, NRMP)。
　　每年三月是住院医生及培养住院医生训练计
划中心的Match月。住院医生在截止日前呈交自己
想去的中心给第三方—国家住院医生Matching计划
（NRMP), 培训中心也在截止日前向NRMP呈交他
们想要的住院医生，经由NRMP来匹配，决定住院
医去哪儿，同时也决定培训中心录取了哪些住院医
生。所以双方对此都十分重视。
　　我申请的是神经内科专业，与很多专科一样，
神内第一年（PGY1, Postgraduate year 1, 又叫Intern)要
做所谓的预备年(preliminary year), 主要是内科为主，
然后才能做三年的神内住院医生（PGY-2-4)。这就
复杂了，既要申请预备年又要同时申请神经内科，
所以有两个Match结果，两个必须都要Match 上。
　　有少数神内Program会将预备年绑在一起，即如
你match 到了神内，神内自然保证预备年也有位置。
有些人被match 到了神内，却没有match到预备年而
失败了。所以在填排列表时，尽量先填能绑定预备
年的大学或医院。
　　如上所述，三月是match月，在Match前晚是绝
对紧张和焦虑的，甚至是有些恐惧。一年多没日没
夜的努力就要揭晓了，自 己的命运也就决定了。这
一晚是失眠了的，夜半三更在苦苦地盼望着天明。
好在运气好，这一天是改变命运的一天，首先知道
自己Match上了，然后知道match到了密苏里大学-哥
伦比亚分校，包括了预备年及三年神经内科。这一
天有范进中举之感，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
　　接下来数月应该是体力上较为放松的一段时
间，对未来怀着憧憬的一段时光。但为7月1日的住
院医生能正式开始，又要准备文件申请临时行医执
照及办理其他各种事。另外准备要离开波士顿及去
到一个中西部大学小镇了，真是还得有一段心理的

适应。此外，还得辞别昔日的朋友、老师及老板。
　　一晃就是五月底，该离开这我称为第二故乡的
波士顿了——来美的第一目的地。在那儿，生活了
近五年，开始了真正的认识美国文化与融入美国文
化之旅，开始有了孩子，家庭变大了，也有了绿
卡，考过了USMLE, 并成功地Match 上了。
　　离开波士顿的心情是复杂的，离开朋友，离开
人头涌动的城市去一个中西部地广人稀的陌生地，
内心本来就有些不踏实，更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更严酷的挑战。与朋友们道别一刹那，总有“劝君
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凄凉之感。
　　车开上了路，向着西南方向驶去，车后座是5个
月的女儿及将要满2岁的儿子。在宾州西部小村住一
宿后，第二天到达了目的地。
　　接下来日子才是真正炼狱般生活的开始。
　　七月一日是全美新住院医开始的日子。美国第
一年住院的节奏让我懵了。首先对电脑系统不熟，
其次节奏快，再次发现还真有语言障碍。来美近五
年，以为基本英语听力及对话应不成问题，结果头
一月很多英文还只能听个半懂。
　　每天早上5-6点就要起床，七点以前要把管的病
人先查一遍。每个病人的症状、体征及当日和昨日
血液、放射报告等都要记得清楚。七点到了，年长
住院医就要先一起再查一次。第一年住院医生必须
口头汇报病情，必须完整、规范地汇报。刚开始经
常忘这忘那，有时会遭到白眼或批评，然后要写病
历，等候Attending Physician 的正式查房。查房是学
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Attending Physician 会问很
多问题，答不出来就很难为情，一般会先问第一年
的，答不出就轮到年资高的住院医。对于每天查房
中的问题，在晚上有空时必须看书或查文献。查完
房后，要把医嘱开完，送样本到实验室或从那儿取
结果，打电话去实验室，打电话请各科会诊。美国
人的节奏快，要求送出的结果尽快第一时间拿到结
果。如果年资高的住院医拿到了结果，而第一年的
还未知，说明第一年的效率不高或工作不努力 （那
时电子病历没普及）。
      一般中午有一小时病例讨论，边吃边听边讨论。
每天几个典型的病例。另外除书本外，美国人要求
查新文献，永远保持在知识的前沿。美国人还讲讨
论，这时真没有什么第一年住院医、年资高的住
院、attending、教授区别了，你最好踊跃地表达自
己见解，能把上级医生挑出一两个错误也不错，能
讲出最新文献更好。刚开始几个月，总是觉得美国
毕业生很能侃侃而谈，后来我也慢慢地适应了。

     （未完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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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省文化拾贝”系列（一）

  今年印州和浙江建交友好30年，应
华报编辑约稿，作为浙江人的我很愿意
分享浙江作为文化大省的一些风景，但
是浙江悠久而深厚的文化魅力，真的很
难用几篇文章来展现。好在后来我想到
了人们在海边拾贝的景象，对啊，我
不妨为大家拾点“贝”，通过报纸的
一角，让远方的朋友把一枚枚小小的“
贝”放在眼前，放到耳边，让读者朋友
们有机会见到浙江文化的一点色彩，说
不定还能听到可供遐想的回响……
  那从何拾起呢？这着实又是一个难
题，文化的大海特别浩瀚深远。这会
儿，我刚从良渚文化村回来，若有
机会，容我日后再来聊神秘的良渚文
化，因为我突然想到了前几天的两个新
闻——中国美术学院仅在杭州一地已有
占地千亩的南山、象山校区，今年又要
开建同样占过数百亩的良渚校区，预计
2020年9月启用；9月2日起展出的“健
笔蟠龙——王铎作品展”，让改造后重
新开馆的浙江美术馆被挤爆，这位被誉
为“神笔王铎”的明末清初书画家的展
览受到热捧。眼前的这两个新闻，足见
浙江作为美术大省的地位之显著。好
吧，那就先来说说浙派书画。

“浙派”地位重要
  浙江是一个文化大省，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文化底蕴深厚，一直以来，
浙派书画在中国书画艺术界占有重要的
地位，浙派画家的影响力震古烁今。“
浙派”作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一大流派，
前承唐宋，后接明清，承上启下，具有
不容忽视的艺术价值。业内人士普遍认
为，浙派书画家作品受青睐的最根本原
因在于浙派书画本身的艺术魅力所致。
浙派水墨画，具有浓郁的文人画气息，
浸染了江南独特的人文精神。同时，浙
派书画家十分富于创新精神，又非常强
调笔墨。正是凭着经久不衰的艺术魅
力，浙派书画家作品才能散发出独特的
光芒。
 中国画自五代两宋之后,进一步成熟
完备,朝廷设置画院,画家辈出,佳作纷

呈。宋室南渡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
州），许多画家自北方流寓杭州,使
南宋时期的浙江画坛呈现出前所未有
的盛况。南宋画院的建立大大促进了
浙江地区艺术的发展。按《南宋院画
录》所载98位院体画家中,浙人几乎占
了半数。南宋四家的刘松年、马远、

夏圭以及元四家黄公望、王蒙、吴镇
都是浙人。南宋灭亡以后，许多画院
画家散落民间，入元以
后仍在持续绘画活动，
因此浙江地区有着较深
的南宋院体画传统。到
了明代，明太祖朱元璋
依照宋制建立画院，由
于浙江地区的画工技艺
较高而被大量征召入
宫，供奉内廷。明初戴
进所创的“浙派”和蓝
瑛的“武林派”,他们
以其独特面貌承溯南宋，影响及至晚
清。晚清民国时期,赵之谦、任伯年、
吴昌硕等人,与时俱进,独辟蹊径,为中
国绘画开创了新格局。

“浙派”源远流长
   旧时钱塘(今杭州)，为南宋都城所
在，这一地域的绘画形式深受两宋院
体传统的影响，在风格上趋向内敛深
致。戴进和吴伟，乃擎大旗者，开一
代“浙派”先风。
  “浙派”从产生、发展至衰微，将
近300年，其与当时明代宫廷绘画(院
体画派)相融相恃。自明朝宣德至正德
年间，两派以双雄并峙之势，为当时
中国绘画画坛主流。明中以降，“浙
派”频遭文人批评家贬抑，渐呈式微
之势，最终为“吴门画派”取代。
  但是，浙派的产生对吴门画派及之
后的江夏派、武林派、金陵派、扬

州画派、海派乃至日本、朝鲜的绘画
均有深远的影响。如，金陵八家中樊
圻、吴宏劲峭凌厉的笔法;扬州八怪中
黄慎、高凤翰挥洒奇肆的意兴;岭南苏
六朋的人物画格致，及海派任伯年和
吴昌硕对浙派“兰叶描”的继承，都
可以看出“浙派”的影响。

“浙派”代表“三大家”
   戴进、吴伟、蓝瑛一直被称为“浙
派三大家”。                                        
  宣德至洪武年间，宣宗朱瞻基雅
好诗文书画，广征民间高手入宫，
明代院体绘画一时极盛。戴进作为“
浙派”开山鼻祖，画艺精湛，才气过
人，从学者甚众。董其昌评其“国朝
画史以戴文进为大家”。其作品风格
多元，流传民间较少，大多藏于国内
外各大博物馆内。相比之下，吴伟的
作品流传较多。明孝宗曾赐予他“画

状元”称号。不少人
追随其后，建立起“
浙派”的支流、以民
间职业画家为主体
的“江夏派”。
  晚明之际儒生唱
和 ， 东林、复社特
出，士风旷浪，受此
影响，绘画风格亦趋
于恣肆放逸。蓝瑛所
创“武林画派”，同

为“浙派”分支，画风却大相径庭，
属“松江派”，蕴蓄隽
雅，颇具文气。其作品数
量相对丰富。
   除上述画家以外，浙派
画家还有边文进、谢环、
周文靖、林良、吕纪、李
在、马轼、倪端、商喜、
孙隆、石锐、吕文英、王
谔、钟礼、朱端、张路、
蒋嵩等人。w

“新浙派”继往开来
 1928年，杭州国立艺专
（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创
建，将中国画发展与现代
教育相结合。新中国成立
后，黄宾虹、潘天寿、吴
茀之、诸乐三、陆俨少、
沙孟海、陆维钊、陆抑非

（连载）

        本报8月25日头版以《印州与中
国浙江共庆“珍珠婚”/双方结好30周
年庆祝活动昨日举行》为题，重点报
道了浙江省与印第安纳州缔接友好省
州30周年庆祝大会盛况，引起众多读
者的广泛关注。为突显和增进两省州
友好关系，本版计划从这一期开始，
独家特约身处友省浙江的资深媒体人
平日友情撰写“友省文化拾贝”系列
文章，陆续在本版编发，以飨读者。

                                      ——编者

浙派：就这么一直“美”下去
平日

等一批名家云集执教于西子湖畔。在构
建学院教学体系之余，潘天寿还积极参
与浙江画院的组织与筹备。自此，浙江
中国画承南宋之正脉，接当代之风华，
广聚人才，普育后学，获得长足发展，
成为影响全国的业界翘楚。
 “新浙派”一般说的是中国20世纪50
年代以来活跃在浙江地区的一些画家共
同形成的一个绘画流派。“新浙派”的
产生和潘天寿先生提出的强调传统、以
书法为基础的理念，以及建国后江丰、
莫朴等画家强调要深入生活、改造中国
画的理念分不开。代表人物有潘天寿、
黄宾虹、陆俨少、吴茀之等，其后有诸
乐三、陆维钊、顾坤伯、陆抑非、李震
坚、周昌谷、方增先、宋忠元、顾生
岳、卢坤峰、吴永良、童中焘等，再者
就是活跃在当今画坛上的浙派新生代画
家，多以中国美院为中心，继往开来，
风貌纷呈，他们更具有当代意识，已与
传统意义上的“浙派”有所不同，在继
承中开拓创新，在当代中国画坛上独树
一帜。
 我们简单地来说一说“新浙派”的三
个代表人物——潘天寿、黄宾虹、陆俨
少。潘天寿精通诗、书、画、印，擅
长写意花鸟和山水，多以鹰、荷、松等
题材入画，绘画风格一味霸悍，远师徐
渭、八大、吴昌硕等，取诸家之长而能
自成一格。他将“骨法用笔”推到了“
登峰造极”的地步，画面结构于险中求
稳，形简意远，气势磅礴，寓奇崛于雄
浑之中。黄宾虹在中国近现代画坛上，
是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山水、花鸟、
金石篆刻、书法、文字学、考古学皆

有涉足。陆俨少擅山水，所
画江河湖海，有汹涌澎湃、
浩渺弥漫之势，云则氤氲曼
妙，极尽穷姿。他以“推陈
创异，化古为新”的艺术主
张以及独创的“勾云”、“
划水”和“墨块”的技法在
中国画坛独树一帜。陆俨少
的创作以册页，手卷最为精
湛。
   读者朋友如有兴趣，下回
可以说一说当今“浙派”一
些新面貌。相信有了“新浙
派”的接续和开拓，中国绘
画史上的这一大流派一定会
一直“美”下去。

 上： 戴进《灵谷春云图》
 中： 蓝瑛《笔底烟霞》
 下： 陆俨少《千里江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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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yot, Honda, Nissan,  BMW,  Mercedes-Benz, 
Lexus,  Ford, Chevrolet, Buick,  Dodge, Infiniti, 
Mazda, Mitsubishi, Subaru, Volkswagen,  Volvo

各种故障修理：刹车 换机油 发动机 变速箱
减震器 水箱

常年提供拖车服务、高价收购废旧车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