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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蚕，一丝，从远古走来，创造
了“丝绸之路”的辉煌历史。在中国
悠久的历史中，丝绸文化是对世界文
化发展、物质创新的一大贡献。
世界丝绸看中国，中国丝绸看浙江。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生产丝绸的国家，
有“丝绸之国”之称，而浙江是世界
丝绸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先民们种
桑、养蚕、缫丝、织绸至少有5000
多年历史，余姚河姆渡和湖州钱山漾
两处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就是有力佐
证。作为中国丝绸的重点产区和出口
基地，浙江素来被称为“丝绸之府”。
明清以来，浙江总体保持着全国丝绸
产量领先的地位，至今仍雄踞真丝绸
出口全国第一、真丝绸产品品种质量
以及品牌影响力全国第一。浙江丝绸
的特点是品种齐全，花样繁多，常年
织造的品种有300多种，花样上万个。
世界高档丝绸市场离不开浙江。
桑田、蚕房、丝绸店铺星罗棋布
地镶嵌在浙江大地上。浙江人用自己
的柔美与温婉，造就了中国丝绸史上
饱含诗情画意的靓丽风景。

丝绸面料，易加工成各种高
级成衣和室内装饰品、旅游
纪念品及众多工艺美术品，被
全球消费者誉为“美的源泉”。
自古以来，真丝就有“丝绸
皇后”的美誉。到了现代，
人们又赋予她“健康纤维”、
“保健纤维”的美称。真丝
的保健功能是任何纤维都无
法相比、无法替代的。真丝
纤维中含有人体必需的18种
氨基酸，与人体皮肤所含的
氨基酸相差无几，故被称为
人类“第二皮肤”。穿真丝
衣服，不但能防止紫外线辐
射、防御有害气体侵入、抵抗有害细
菌，还能增强体表皮肤细胞的活力，
促进其新陈代谢，对某些皮肤病有良
好的辅助治疗作用。由于其独特的吸
湿性和透气性，还有调节体温、调节
水份的作用。
“嫘祖栽桑蚕吐丝，抽丝织作绣神奇”
——浙江素有“丝绸之府”之称
浙江人积累了丰富的栽桑、养蚕、
缫丝、织绸经验。早在战国时代，浙
江已有纱、绫、越罗等精美丝织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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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是历
史文化名城、世界文化遗产地，也是
古代“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其养
蚕缫丝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700年前的
良渚文化时期。至南宋定都，已有“
杭州所出，为天下冠”的美名。据《
明会典》记载，明廷在浙江共设10
处官营织染局，居全国之首，而杭州
的生产规模和实际产量，均为全省之
首。明代杭州民营蚕桑丝绸业更有“
习以工巧，衣被天下”（《明书·方
域志》卷三十九）之称。明清两朝杭
城织机数量多达上万张。如今杭州许
多产品荣获国家级优质产品奖，远销
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杭州丝绸首推
都锦生，都锦生丝绸厂创立于1922
年，产品富丽堂皇、雍容华贵，被国
际友人誉为“东方艺术之花”。
“千里迢迢来杭州,半为西湖半为绸”，
可见杭州丝绸的巨大吸引力。世人向
往杭州这座丝绸般柔软秀美的城市，
既钟情于风光旖旎、美不胜收的西子
湖，也爱慕色彩缤纷、优美华贵的丝
织品。丝绸文化是杭州文化的物化代表。
湖州作为世界丝绸文明的发祥地之
一，也是全国著名的蚕乡。一片迄今
已有4200多年历史、出土于湖州钱山

“友省文化拾贝”系列（八）
江省会杭州，这也佐证了浙江丝绸文
化的显著地位。
中国丝绸博物馆位于西子湖畔，是
国家一级博物馆、第一座全国性丝绸
专业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
博物馆，占地5公顷，于1992年2月
对外开放。馆内有藏品近10万件，开
馆以来举办各种丝绸普及活动、讲座
上千场次，成为传播丝绸文化的大讲
堂。
中国丝绸城创建于1987年11月，
占地面积2.5万平方米，600余家丝
绸企业进城营业，经营各种真丝面
料、丝绸服装、丝织工艺品、围巾、
领带、丝绸原料等，产品辐射全国城
乡，远销欧、美及东南亚地区，是目前
全国唯一的丝绸专业批发、零售市场。
浙江理工大学的前身——诞生于
清末的“蚕学馆”，是杭州知府林启
为实现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宏愿于
1897年创办的，是我国最早创办的新
学教育机构之一，也拉开了我国近代
纺织教育和农业教育的帷幕。1908
年，因办学成绩卓著，升格为“高等
蚕桑学堂”。20世纪中叶，从“蚕
学馆”一路绵延而来的浙江丝绸工
学院，开始在浙江乃至全国声名鹊
起。2004年，更名为浙江理工大学。
浙江丝绸文化的符号还有很多，
比如至今已创刊61周年的《丝绸》杂
志，该杂志由著名蚕丝专家、丝绸教
育家朱新予创办，郭沫若、李先念等
都曾为其题词。
“在浙言商，首推丝绸”
——浙江丝绸文化借“一带一路”
增魅力

“水一样轻柔，诗一样美妙”
——高贵的“丝绸皇后”
丝绸，由蚕的蚕茧抽丝取得的天然
蛋白质纤维织成。蚕桑丝织是被全世
界认同的中华民族文化标识，5000
年来，对中国历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贡
献，并通过“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
产生了深远影响。2009年9月30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
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决定，“中国蚕
桑丝织技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浙江杭州丝绸中
的“杭罗织造技艺”作为“中国蚕桑
丝织技艺”中的重要代表性项目，正
式加入“世遗”，为丝绸文化书写了
浓重的一笔。
一条蚕短短的一生吐出丝的长度可
达1000多米，做一条领带需要111个
蚕茧，而做一件女士上衣则需要630个
蚕茧。蚕丝是一种生态非污染的天然
纤维，具有其它纤维及加工品无可替
代的独特性能和无可比拟的神奇生命
力。经过染织而成的各种色彩绚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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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本版特借用都锦生织锦壁挂《春苑凝晖》
（用上百种彩色丝线精心交织而成），恭祝各位读者朋友新年快乐、幸福美满！

越国美女西施曾在诸暨城南的一条溪
边浣纱，那时的“纱”就是一种晶莹
稀疏据说能透过沙粒的丝织品。唐朝
时浙江不少丝织品已被列为贡品。宋
朝时杭州城内很多彩帛铺“买卖昼夜
不绝”，明清以来浙江丝绸一直在全
国独占鳌头。如今，浙江丝绸在继承
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大胆革新创造，
名牌优质产品不断增多。1979年国
家建立产品质量奖以来，浙江有100
多种丝绸产品荣获了国家金质奖等称
号。浙江丝绸在国际上也广受好评，
许多友人将五彩缤纷的浙江丝绸称
为“天上的云霞，地上的鲜花”，说
她像“水一样轻柔，诗一样美妙”。
在中国“四大丝绸之都”中，有两
个在浙江，居首位的是杭州，湖州也
位列其中。

漾遗址的淡褐色绸片，成为人类最早
利用家蚕丝纺织的唯一现存实例，再
次印证了“世界丝绸之源”在东方。
清咸丰元年（1851年），首届世界
博览会——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举
办，商人徐荣村寄送的12包产于湖州
辑里村的“荣记湖丝”，一举获得维
多利亚女王亲自颁发的金银大奖，成
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国际大奖的民族工
业品牌。
“习以工巧，衣被天下”
——两大丝绸国字号和专业高校
均在浙江
两大丝绸国字号（中国丝绸博物馆、
中国丝绸城）、专业高校——浙江理
工大学（原浙江丝绸工学院）都在浙

冰心老人曾经说过：“在浙言商，
首推丝绸。”
丝绸承载了浙江人的生活情趣、
历史情怀和艺术感悟。在长期的丝绸
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丝绸文化，
集中反映在与丝绸相关的历史记载、
文物遗迹、故事传说、诗词篇章、人
物传记、风俗习惯及蚕桑丝绸生产、
商贸等各个领域之中，彰显浙江深厚
的文化底蕴。
古“丝绸之路”上重要的贸易物品
——丝绸，正为浙江文化架构起一座
国际交流之桥，让丝路精神有了更为
深刻的内涵。眼下，浙江正在抓住“
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
建设机遇，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
济合作伙伴关系。
浙江丝绸文化越来越有魅力，一路
上带着美妙诗情与您相伴。

那种无理取闹的家属，可能是有「加州女儿综合征」
文: 孙晨宇

“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人伦悲剧
常令人感慨唏嘘。而父母病重，离家
多年的子女从远方赶来病床边照护，
就一定是一幅暖心和谐的画面吗?
在很多医护人员看来，恐怕不是。
恰恰相反，在他们眼中，这些远归的
子女们可能是另一种“病人”。在美
国，这个“病”甚至还有一个温婉
名字——加州女儿综合征（Daughter
From California Syndrome）。
“加州女儿”最不孝顺？
三十年前的北美洲，一个重病且
老年痴呆的病人被收住入院，她五年
未见的女儿在得知消息后，立刻从远
方赶来医院照顾。
时隔五年，母女终于阔别重逢。看
到昔日健康的母亲病得如此严重，甚
至连自己都认不出的时候，女儿才恍
然惊觉，原来自己已经错过了太多。
于是愧悔交加的她采取了一系列补救
措施：在治疗的过程中，尽管其他家
属已经决定采取让病人舒服的治疗方
式，她却要求尽一切可能维持患者的
生命，撤销由其他家属签订的拒绝心
肺复苏抢救（DNR）的同意书，并且
威胁医生，要求将患者立刻转入ICU ，
否则就起诉医院……
事实上，上面这个故事是发表在
1991 年的《Journal of the American Geriatrics Society》杂志是的一篇论文。
文章里报道的这个女儿是从加州赶去
病人所在医院的。而这篇论文的标题
里也出现了“The Daughter From California Syndrome”（加州女儿综合征）
的叫法，于是这一叫法也就慢慢在医
护人员当中扩散开来。要注意的是它
并不是一种被正式收录的疾病，只是
在医护人员中流传的一种调侃说法。
当然，加州的医护人员表示很无辜，
可能是出于“报复”，在加州，人们
则称其为“The Daughter from Ontario
Syndrome”（安大略女儿综合征）或
者“The Daughter from New York Syndrome”
（纽约女儿综合征）。
为了避免地域攻击，台湾医生给它

起了个更客观贴切的名字——“天边
孝子症候群”。
“天边孝子”们往往出现在重症监
护、姑息治疗或老年医学领域。此“病”
的常见症状是：
常年不在患者身边，在病人接受治
疗（尤其是重症治疗）时突然出现；急切
地表现出对病人的关心；挑剔医疗团
队的治疗，要求对病人采取激进且不
适合的治疗方式；责怪平日照顾患者的
亲戚，埋怨他们照顾不周……

心病还得“心药”医
了解了他们的心理状态后，不妨说
“天边孝子”们只是因尽孝心切而暂
时失智的一群人。
那么问题来了，理解归理解，他们
造成的麻烦又怎么解决呢？
其实不妨把他们当做患者一样去对
待。注意这并不是故意看低他们，而
是让医生用对待患者一样的耐心、同
理心去和他们相处、沟通。

谁解“天边孝子”心？
有朋友可能会吐槽：这种家属着实
让人头疼，打乱医生的节奏，影响患
者治疗 ，浪费重症医疗资源……但如
果你换位思考，就会发现，这种现象
其实本是人伦之常。
“天边孝子”们常年离家在外，不
能陪伴在亲人身边，很有可能还肩负
巨大压力。当突然见到昔日健康的亲
人身患重病时，这种反差让他们一时
间难以接受，从而对治疗产生不切实
际的期待。同时，由于不想留下“树
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
遗憾，所以希望在接下来的治疗中能
够参与其中，甚至是抓紧时间，以尽
人伦孝道。
比如今年上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琼
瑶弃夫事件，90岁高龄的平鑫涛老先
生得了重度中风和老年痴呆症，和他
相伴五十年的琼瑶希望医生尊重他的
个人意愿，不做任何插入式治疗，让
他能够自然地结束自己的生命。而多
年未和老人生活的，他和前妻所生的
子女，则坚决主张给父亲插上鼻胃管
延续他的生命，认为只要父亲还有百
分之一生还的希望就要尽百分百的努
力去抢救。双方各自在 Facebook 上针
锋相对地论战，子女的这种做法也被
琼瑶讽刺为“天边孝子”……
而笔者认为，琼瑶的主张固然出于
对患者的尊重，但子女们舍不得就这
样让老人逝去，想要留住最后时光的
那种急切、悲怆的心情难道不也是值
得同情的吗？

具体要怎么做呢？
来自台湾的 ICU 医生陈志金了解了
“天边孝子”们心里的苦之后，提出
了“糖”治疗法，也就是“Sugar”。
对深受其困的医生来说，也许具有借
鉴价值。
“Sugar”中各个字母代表的含义分别为：
S Surprised by the scale of deterioration
被病人的病情严重程度吓到了
U Unrealistic expectation
对医疗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G Guilty feeling 自责内疚感
A Absent from life or care of the patient
在病人的生活或照顾中缺席
R Reassert role as an involved caregiver
重申他们参与照顾病人的角色
针对以上症状，分别有以下对应的
治疗方法，下面我们逐个字母来看一下：
S 惊吓状态
由于长时间没有和病人有联系，因
此他们对于病人的印象可能还是之前
那种健康状态，突然看到病人非常严
重的病情，一时无法接受。
因此需要医生护士尽量耐心地解释
病人之前的病情状况，比如这些时间
里住院几次，之前已经有过什么病等
等，同时尽量以鼓励的口吻告诉他
们，病人现在看到他们回来看望或者
看到他们现在事业有成，其实也感到
很欣慰的。
U 对医疗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他们对于医疗有不切实际的期待，
如希望重病的病人可以很快康复甚至
恢复到之前健康时候的生活状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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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需要医生来帮助他们降低这个不切
实际的期待。
G 自责内疚感
他们可能因为之前无暇来看望病人，
帮忙照顾，而感觉内疚。因此，最好
的方法就是鼓励他们，肯定他们之前
的付出。甚至必要时候可以指出，他
们对医生护士的指责也表明了他们对
病人关心的关切程度。切不可教训他
们“为什么平时都不来看望照顾，等
到病人病重才来？”这样火上浇油的话。
A 在病人的生活或照顾中缺席
这时候，需要在病人其他的亲戚朋
友面前肯定这些人对病人的付出。否
则的话，这些人会被其他亲戚朋友不
断指责，而他们为了推卸责任就可能
把矛头指向医生护士。
R 重申他们参与照顾病人的角色
他们可能会希望获得对病人医疗的
主导权，而不断表示要用最好的药、
最好的治疗。这时候也不要当面和他
们对峙，而是在允许的范围内尽量配
合，同时鼓励他们多探望病人、帮助
照顾病人（如帮忙洗澡、捶捶背、捏
捏脚）。
当然，Sugar 治疗法不仅可以为医
生提供借鉴，作为患者家属的朋友也
可以对照着自测一下，看看自己是否
出现过以上孝子症状。
如果有，不妨好好反思一下，及时
调整心态，同时多与其他家属和医生
沟通。毕竟只有在家属和医生相互理
解、信任的基础上，才可能做出最正
确的选择，采取最有利于患者的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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