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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座城

汉代：“三大名对”心为魂

那手指，温润如玉

坊间纪事

读史札记 心灵小品

消逝的文庙

向死而生

纸 上 博 客 时尚辞典

□ 流 沙

“向死而生”是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
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中的一个经典论
断。

在这本让人晦涩难懂的经典著作
中，他用严密的推理详细地讨论了死的
概念，并最终对人如何面对无法避免的
死亡给出了一个终极答案：生命意义在
于倒计时法———“向死而生”。

1976年，这位已经87岁的哲学家步入
了“风烛残车”，在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
他的生命之火终于熄灭了。

海德格尔被人称为德国的“老子”。他
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一些无望
的、偶然的生命，被扔到了一个没有我们也
必然存在的世界上。”这是海德格尔的大实
话，也是一位哲学家让人可怕的理性。

但这个一生热爱诗，穷极一生在追
求生命的意义和诗意的人，写文章喜欢
用各式理性修辞，以致于让人难懂的哲
学家，德国人没有给他的一生下一个结
论，他的一生到底有没有诗意？

我们不要曲解了诗意原来的概念，
诗意其实就是与众不同，诗意就是平凡
人生的光鲜面，就是一块粗糙石头被打
磨的那一面，发出艺术品的光芒……它
会让人觉得人生有太多的可能。

海德格尔眼中的人生意义是基于
死亡而倒计时的，他的偶然生命，没有用
来享受，而是用来思考，为这个世界留下
了宏伟巨著，结果诞生了并创造的一段
思想奇迹。如果给海德格尔的一生下一
个结论的话，那么：“化腐朽为神奇”比较
契合。这就是诗意的本意，诗意就是从将
来死的无望中活出了有望，偶然中悟出
了必然，就像在一块腐败的泥土中，培植
出了鲜花和浆果。

海德格尔讲过一个故事：一个非常
有才华的犯人被押到王宫，听凭国王的
发落。有位大臣说：“我的国王，你能不能
不杀他？”国王说：“我杀他是我的权力。”
大臣说：“你不杀他，那才是你的权力！”

不知道这个故事中的国王有没有杀
掉那个犯人。但海德格尔讲的这个故事
用意非常明确。人的生命不是用来破坏
的，而是用来创造的。

生命是无望的，但却可以光辉灿烂。画
家可以把一张只值几毛钱的纸变成艺术
品；工匠可以将一块顽石加工成艺术品，让
它价值百倍……一个个生命竟然变得如此
奇妙，诗意就像微风一样，从心灵窗口徐徐
吹来，沁人心脾。

□ 李 晓

那些年我是一个满眼充血的文青，诗与
远方还有满嘴流油猛吃卤猪头的冥想喂养
着我的生活，热衷于去各地参加一些民间组
织举办的文学聚会，以此竭力表达着自己在
局部文学地图上一个渺小标点的存在。

当年每次乘慢船过三峡，只要不是夜
雾深沉，或是在酒后入睡的鼾声中穿过流
水，我都要攀上船顶扶着船栏，看两岸如
刀削斧劈的山峦，它们在波涛边巍然肃
立，给我带来一种内心的震撼。

一个人伫立风中，生命有时柔弱如芦
苇，一座山，却在江水千万年的急流旋转
中，还那么威武不屈地耸立在苍穹之下。
想起自己命运里的一些委屈憋闷，艰难挣
扎，抬头望着江水边矗立云天的山岩，感
觉全身血流和呼吸瞬间变得通泰。我和这
三峡山水的交情，由此萌发。

在三峡急流出口处的奇峰傲立间，窄
窄一线天之下有一扇天造夔门，还是在少
年时代，就给我带来了相思。十六岁那年，
我第一眼看见了夕阳光芒下的夔门，它宛
如一个在天地间奔突高耸的巨大银牛，身
子突然来一次转身，闪出一扇门，似有夔
门的门柱混合着波涛声咿呀一声打开，让
湍急的江水猛冲出去。那一年，一个刚长
出如兔唇边稀疏胡须的少年，迷恋着武侠
小说，也萌芽了情感朝露中的花蕾。我有
次悄悄逃了学，去看望夔门边那座县城里
的一个少女，少女来信说，她刚写了一首
诗，让我赶去读。我坐了船，在涛声翻滚中
激动地赶到暮色苍茫中的县城，高一步低
一步找到了少女的家，少女却闭门不见
我。少女善变的心，从来比天气复杂得多。
等我沮丧地赶回来，几天后接到她写来的
信，她在信里说，她已把写的诗烧成了灰
烬，她要安心下来，一边伺候正患肺病的
母亲，一边紧张地复习，考上大学，离开县
城，改变自己的命运。

后来我看电影《三峡好人》，电影的外
景拍摄，故事的发生地，就是夔门边那座
县城。电影里，一个煤矿工人，满面尘灰，
从山西跌跌撞撞赶来，寻他十六年没见的
女人，可那座古老的县城，连同它沧桑的
老城墙大门，被逶迤群山间隐隐上涨的大
水淹没了，老县城沉睡在了汪洋之下，当
他找到心爱的女人，已不愿意跟他回家，
在夕阳下两人笨拙地跳了一曲舞后，就各
自东西。想起那座县城，一枚青涩的果子

也被少年的我独自吞咽。
命运却对我进行了悄然反哺。后来，

我遇到了来自那县城的一个男人，我们交
往了这么多年，十分冷淡成知己，而今一
年一般按照人生的四季见一次面，春、夏、
秋、冬各一次，最初小聚时往往喝得过猛，
而今大多浅酌，各自心事也不必托盘相
诉，各自命运各自买单。在每个季节的尾
声，我同这个男人喝酒，已经变得越来越
沉默，偶尔望一望彼此暗生的白发，然后
分别，等待下一个季节的相见。这季节之
间的悄然转换，恰如一些人生场景中的蒙
太奇画面，让我常生恍惚以为是在梦境里
踮脚行走，但季节的风来来回回地吹，提
醒着我想起一个诗人的话：这一生，没什
么巧妙的事值得纪念，只是明白，除了这
一生，我们再也没有别的时间了。

三峡岸边的那座老城，曾经为我的生
活，带来一丝丝苍凉浸润的古意，把我灌透
的浩浩江风，吹散了心里那些黑压压的煤。
而最引发我思古之幽情的，还是那两岸群
峰间啼不住的猿声。先人李白，当年也是从
夔门出发，他挥别霞光中的白帝城，乘一叶
扁舟，衣袂飘飘，在风急浪高中穿过重重山
峦，李白听见的那山间猿声，一千二百多年
以后，还在我耳边隐约响起。

所以每当我乘船过夔门，几乎都要屏
住呼吸，去听那猿声从山峰间传来。但猿
声真的已经很少了，只是偶尔出现的一只
猿猴，它在岸边丛林藤蔓间飞快地窜动
着，或是严肃地托腮，张望着经过的船只，
目光游移地面对游船里游人的尖叫和拍
照。我真想对看见的猿猴大声打个招呼，
我就是从唐朝来的，坐着从前一样慢的慢
船，去“江陵”见见那些思念成疾的老朋
友，再不去见个面，我们就要在时光里枯
萎了，也会慢慢成为灰烬。

三峡岸边那座老城，它早已在绿波浩
淼中涅槃重生，一座新城徐徐浮现如悬挂
在绿水青山中的凝重油画。涛声起落中，
我偶尔还握着一张时光中发黄的旧船票，
臆想中来一次逆流返回，我知道，这是在
凭吊某些缓缓消失的生活。但我更愿意，
在当下的这座城里，去喝一碗王小毛馆子
里的排骨汤，润我心肠，一切怀旧的心绪，
都是为了温暖照亮今天的生活。

□ 张书友

究竟是“懒家叶”，还是“栏夹叶”，还是
其它的俗称，无定论，少有人深究。

春天到来，农活总是特别的忙，很多农
家没有时间顾及菜园的耕种，菜园荒疏，难
以满足全家所需。恰在这个季节，懒家叶树
上枝上的嫩叶嫩芽生机勃勃，于是大家纷
纷采摘、食用。不是蔬菜而当成蔬菜，却能
让那些缺少蔬菜的农家填充口腹，度过那
段艰难时光。这种不需护理而能随意摘取，
可称之为“懒家叶”。

由于其树干、枝条极有韧性，随意弯
曲、编制皆可，人们在地垄田畔，特别是菜
园的四周尽可能的栽植、扦插这些枝条，生
命力极强，罕有枯死，久而久之就成为灌木

屏障，人们为防止其枝条旁逸斜出遮蔽菜
园的采光和空间，影响蔬菜的生长，人们就
用长竹片之类的东西将这些枝条夹住、绑
扎。春天到来，人们还可以采摘其嫩叶嫩芽
食用，可称之为“栏夹叶”。

又是一个春天来到，又是一个懒家叶
发芽生长的季节。我的思绪又回到三四十
年前的那些个春天。手提竹篮到自家的菜
园边、庄稼地边摘懒家叶，懒家叶嫩芽生长
很快，在其鲜嫩之时，要抓紧时间采摘，抢
时间与自然生长赛跑，哪怕站得腰酸腿疼，
摘得手指和指甲酸痛，叶汁涂满了手指手
掌，持续半月之久。

懒家叶可爆炒、烧汤、粉蒸，可晾晒成
干菜，冬天用于炖腊猪肉，很不错的配菜。

春去秋来，懒家叶树长大变老，我也逐

渐长大，丢开盛放懒家叶的竹篮，拿上书本
纸笔，走上了求学的道路。更主要的是农村
生活的逐步改变，以懒家叶作为食材的越
来越少，它也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它在
广阔的田边地畔里自由生长，夏秋季节，鲜
花怒放，极为艳丽大气。

不经意间，在一些花园、小区的绿化
带中，见到少许懒家叶树，正繁花盛开。
原来这极普通的植物，也能作为园林景观
树种得到培育，登上大雅之堂。驻足留
恋，感慨良多——— 少年的一些欢乐时光和
艰辛生活都留在山村那成排成列的懒家叶
树下。

后来才知道，懒家叶的学名是大名鼎
鼎的木槿，白居易在《答刘戒之早秋别墅见
寄》中有诗句：“凉风木槿篱，暮雨槐花枝。

并起新秋思，为得故人诗。”诗人用简洁的
“凉风”，为瑰丽的木槿花平添了几许韵味
和诗意。记忆中，木槿花总是在晨曦初露，
习习凉风拂面的夏日绽放，它是晨开暮闭
的花，必须趁露珠未干采摘，采晚了，凉血
祛湿的药性就要打折扣。

了解越多，感慨越多，岁月总让很多经
历和记忆的发酵越来越浓。“懒家叶”定格
在我青涩纯真的少年时空，今生永远珍藏
心间，“木槿花”虽然永远开放，相比当年，
已经变了一些容颜：

至亲至爱的人啊，/春天，我把青春和
鲜嫩给了你/冬天，我把积蓄的营养给了你
/就是在夏秋两季/不论你在意不在意/我
们都站得笔直，配合紧密/牢牢为你守护每
一寸土地/我们的一生都给了你

□ 傅绍万

刘邦、刘秀和刘备，分别建立了前汉、后
汉和蜀汉政权。有三个重要人物，韩信、邓禹
和诸葛亮，分别在他们创业的关键节点，献
上了汉中对、榻下对和隆中对，“三大名对”
成为他们求发展、夺天下的基本战略。韩信
的汉中对：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攻取关中，
争霸天下；邓禹的榻下对：招纳人才，务悦民
心，立高祖(刘邦)之业；诸葛亮的隆中对：夺
取荆、益，联吴抗曹，三分天下。

战略应当有目标，有道路，有撬动全局
的支撑点。汉中对、隆中对，格局宏大，架构
清晰，而榻下对，类似书生空议，也能叫战
略？用心揣摩，悟出了战略的深层结构、根
本因素，这就是人心。按照现代管理学原
理，战略决定成败，战略的核心是解决好定
位，定位的关键是占领人的心智，占领心智
的有效方法是去操控人们心智中已经存在
的认知，去重组已经存在的关联认知。“三
大名对”的灵魂都是人心。汉中对：刘邦入
关中，约法三章，秋毫无犯，获得广泛拥戴；
隆中对：刘备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
总揽英雄，思贤若渴；榻下对呢？着重分析
天下大势，直指人心。大意是：古今圣人之
兴，由天时与人事。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更
始政权，虽然推翻了王莽统治，占领了洛阳
等中心城市，最终难成大事。更始帝刘玄庸
人一个，将帅都是争权夺利之徒，没有忠良
明智、深虑远图者尊主安民，四方分崩离
析，形势可见。那么，谁能做这个“尊主安
民”的圣人呢？刘秀“素有盛德大功，为天下
响服，军政齐肃，赏罚分明”，“以公而虑天
下，不足定也”。

榻下对的提出者邓禹，可不是一般人
物。他和刘秀是长安太学时的同学，一个大
神童。天下英雄纷起，很多人劝说、推荐他

出来做官，他一概拒绝。刘秀以更始政权大司
马、钦差大臣的身份“徇河北”，他杖策来追。
两人见面，刘秀问他：我现在有任命官员的权
力，你是想来做官吗？邓禹说，不想做官，“但
愿明公威德加于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
于竹帛耳”。邓禹明白天下大势，清楚河北的
战略地位，更看好刘秀这个品牌。刘秀按照邓
禹的战略规划，扛着品牌夺天下，创造出中国
历史上的奇迹：一个乡下士绅，本分的庄稼
人，二十八岁参加农民起义队伍，三十三岁就
建立东汉政权，当上皇帝，也成为历史上一个
比较开明且有作为的君主。

刘秀得人心，为天下响服，何以见得？
首先，他是汉室宗亲。虽然到了刘秀这一
代，已经沦落到靠种田填饱肚子，但毕竟骨
子里流淌着刘邦的血液。王莽篡汉，残虐天
下，百姓思汉，汉室宗亲的牌子，有相当的
号召力。刘秀很珍惜这块牌子，努力把自己
打造成为汉室宗亲的代表。其二，他是更始
政权的钦差大臣。更始帝刘玄也是汉室宗
亲，更始政权兴旺之时，在民众中威望很
高，这块牌子有很高的含金量。其三，刘秀
的品牌形象主要还是靠自己创出来。他有
良好的品德，生性“勤于稼穑”，谨厚而比较
内向。他的哥哥组织起义时，刘姓宗族的子
弟们纷纷逃亡，扬言这是要置他们于死地。
等刘秀着将军服出现，众人情绪就稳定了，

“谨厚者亦复为之”，我们还有什么可顾忌
的呢？起义联军打了胜仗，财物分配不均，
友军极其愤恨，准备刀枪相对。这时候，刘
秀站出来做族人的工作，把所得的财物全
部给了友军，使对方心悦诚服，再次展示出
刘秀谨厚者的品德和魅力。昆阳战役成为
起义军与王莽政权的生死决战。刘秀面对
强敌，更见智慧胆略，他带队突出重围，带
来援军，组织起三千人的敢死队，突入敌人
中军，城内城外合势，一战打垮了王莽的四

十万大军，一个优秀青年将领的形象在军
中树立起来。
刘秀徇河北，“务悦民心”，把品牌打造得

更加响亮。他奔走于州县，恢复汉官制度，考
察官吏，任命官员，除王莽苛政，赦免囚徒，抚
慰鳏寡，广施恩德，“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
劳”。刘秀打败了“沙漠鹰”铜马军，战俘情绪
极不稳定。他对铜马军将领封侯，让他们归营
管束士兵，“单刀赴营”，慰问安抚降军将士，
降兵降将大为感动，相互说道：萧王（刘秀）对
我们推心置腹，我们怎么能不以死相报！他成
功改组铜马军，使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刘秀派
出大军西征长安，谆谆嘱咐领军将领：征伐不
一定非要略地、屠城，重要的是平定安顿百
姓，维持社会稳定，获取人心。你要严格约束
部下，千万不可给地方再添麻烦，给处在水深
火热中的百姓再添灾害。领军将领严格遵守
刘秀的命令，各地豪强纷纷以投降的方式迎
接刘秀大军。

人心所向，英雄归心。冯异痴情待刘
秀。他看到新政权将士横暴，唯独刘秀所到
不掳掠，言语举止不是平庸之辈，说服所在
地父城的长官，耐心等待，向刘秀投诚。此
后，更始政权将领“攻父城者前后十余辈，
异坚守不下”，等到刘秀经过父城时“开门
奉牛酒迎”。冯异成为刘秀的主簿，也成为
刘秀的智囊，军中屈指可数的勇将，他为刘
秀屡献奇策，屡立大功。

耿纯举族投刘秀。耿纯见到刘秀“官属
将兵法度不与它将同，遂求结纳”，率领昆
弟宗族宾客二千余人，前来追随，放火烧掉
本族人所有的房屋，断绝后路，铁心追随刘
秀打天下。他主动请缨，担任开路先锋，以
雷霆之势迅速拿下曲阳、卢奴、易县、高阳
等地，对邯郸形成合围之势。

汉中王荐才归刘秀。贾复本属汉中王
刘嘉部下，他看到更始政权没有前途，建议

刘嘉不可只盯着眼下的小地盘，应当为汉室
中兴建功立业。刘嘉很赞赏贾复的话，但觉
得自己不是那块料，就写了封举荐信，让他投
奔刘秀，实现自己的人生志向。贾复成为刘秀
的一员勇将，在云台二十八将中位居第三，名
列邓禹、吴汉之后。最难打的硬仗由他来打，
就有了把握。他多次为被困的将领解危救急，
身受十二处重伤，却从来不谈自己的战功。
众粉丝带来铁骑兵。吴汉是刘秀的粉丝，

素闻刘秀长者，“独欲归心”；耿弇一见刘秀，就
不离左右。两人通过亲属、朋友关系，活动上
谷、渔阳两郡的部队追随了刘秀，上谷、渔阳铁
骑成为刘秀争天下的一支铁军。

得人心者得天下，群雄逐鹿之时，才看
得分明。刘秀“单车临河北”，一年间，聚集起
日后建国的文臣武将班底，拥有了数十万大
军，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固的战略大后方。这
个时候，更始政权加速腐败。更始帝刘玄沉
溺酒色，权臣作威作福、滥授官爵，诸将在外
者皆专行诛赏，各置牧守，“由是关中离心，
四海怨叛”。这种形势下，刘秀与更始政权分
道扬镳。他稳扎稳打，西进长安，东征洛阳，
扫平群雄，一统天下，建立了东汉王朝。直到
离世，他的品牌底色始终未退。他屡屡下诏，
恭行节俭，简寡治政，提倡薄葬，宽刑赦囚，
释放奴婢，简政减租，偃武修文，裁并了四百
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了大小官吏
数万人。建武六年末，将田租十一之税，改为
三十税一，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他临终
前留下的遗诏，又为他的品牌形象增添了一
抹亮色：“朕无益百姓”，死后丧事一定要节
俭；各地刺史、太守一律不许离开所在的城
池，也不许派遣吏员通过邮传上奏吊唁。这
个遗诏一下，就可以防止官员借机敛财扰民
了。这再次表明，这位起自民间、靠民心得天
下的开基创业之主，的确是把民心挂在心
上，而不是仅仅挂在嘴上。

亲爱的懒家叶

□ 马 卫

第一次听说文庙这个词，我
还是个懵懂少年。

15岁的我，只身来到崇州县
城读重点高中，学校竟然是解放
前的文庙。只是没有了殿堂，没有
了孔子塑像，没有了钟罄，更没有
了香火。有一段红墙，长长的，足
足有20米，一位老师指着说，这就
是文庙的大殿墙体。在反“封、资、
修”的年代，能有这么堵墙残存也
不容易，因为墙体是条石，太沉，
人们才没有破坏它。据说有些教
舍还是文庙的，经过多次改造，只
是看不出痕迹了。

后来才知道，文庙是纪念孔
子的。可是，上个世纪70年代，全
国 “批林批孔”， 一段时间，

“评法反儒”轰轰烈烈，学校常召
开批判会，不知孔子为何人的我
们，竟然怒火中烧，向孔子开炮。
还有一段时间，“批林批孔批周
公”，更让人莫名其妙。

几十年后才明白，历史有时
就是闹剧。借古讽今的把戏，好多
人会演。

当我知道就读的学校，曾经是
纪念孔子的文庙，心里十分困惑。
好在这座文庙还没有彻底毁灭，据
说有几间改作教室，对中国最早的
教育家孔子，算是一丝安慰。

上世纪90年代，已在文化局
工作的我，受命参加县志编写，负
责科教文卫这部分，再一次接触
到文庙。

经过调查才知道，虽然这是
个山区小县，同样有过一座宏伟
的文庙，也叫学庙，是当时县城具
有地标意义的建筑。

文庙，是解放前办学为宗旨，
将学习儒家经典的学校，与祭祀
孔子的礼制性“庙”宇相结合的行
政教育场所，和祭孔场所。它由政
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直接管理，
官员称教谕，大约相当于后来分
管教育的领导。

学庙重在学。每个县都有庠
生，所以文庙是必须建的。在古人
心中，对文化，极为崇敬，对祖师
爷孔子，四季祭奠，从不或缺。他
是圣人，不仅仅是知识，更是道德
的化身。

经过调查，位于县城北的这
座文庙，建于清咸丰五年，即1855
年。后来历经战火兵燹，第一次毁
于莲兵，即白莲教起义。当时烧了
一半，后来大户捐资修复，据县志
清咸丰志载“银三千两，米一百余
石”，耗费不小。

第二次毁得更惨，1931年，被
刘存厚的兵烧得一干而净。当时
是防区制，每个军阀就是土皇帝。
据说，文庙被烧时，县城百姓围
观，有个绅士痛心疾首，当场心脏
病发作而亡。刘存厚被打跑后，由
县政府出面集资，再次修复。

第三次被毁是1949年，胡宗
南的队伍退守大巴山，把文庙的
木料拆了筑工事，可解放军没到，
国民党军全逃了。筑工事的木材，
被老百姓挖去当柴烧。

解放后反封建，文庙简单维
修后，变成了县立小学。文庙，成
了老地名，根本没有了庙。

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要
修座大庙极不容易。石料、木料、
砖料、石灰、砂子，是其主要建材。
雕梁画栋，费时背工；神像神位，
得仔仔细细，来不得半点马虎。为
啥人们吃不饱，穿不暖，甚至乞
讨，都要修文庙？因为人们心中，
不仅仅盼望后人有文化，还盼望
儒家道德，渗透到每个人心中。

文庙让我神一般敬仰，是因
为到了山东，参观了曲阜孔庙。始
建于鲁哀公十七年即公元前478
年，快2500年了，1961年国务院把
它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
“世界文化遗产”。孔庙，不仅是地
方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灿烂文
化的杰出代表。

然而我的心情又沉重起来。
这些年，听说捐修庙宇的不少，但
没有谁来捐修文庙。在经济大潮
下，大多人的信仰是金钱，而非

“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为己任的儒教，甚至根本不知儒
教为何物，孔子为何人。

振兴中华，首先得有知识文
化道德。而文庙，是古人对知识文
化道德崇敬的标识。

当然，不是说现在要修复各
地的文庙，而是要在心中，有对文
庙、对孔子、对儒教的崇敬。

□ 席 娟

见过一次手指，可谓温润如
玉！而这样的手指，竟然长在一位
男子的手上。

那次，是多年前，在汉中上学
期间。

那时的住宿学生，每天用的热
水要到楼下的水房去打，一早一晚
两次。通常，早上的这一次比较拥
挤，因为晨起要洗脸刷牙，有些爱
美的女生又要抢着洗头，所以早上
的这次打水便显得拥挤不堪！常常
是水壶盆子齐上阵，人来人往，乒
乒乓乓，大呼小叫的。在这样的时
候，有一天早上便出了事！

那是我们班的一个女生，因
为偷懒，不想跑两趟，便一手端了
盆子，一手提了水壶去打开水。水
壶还好说，可以一手提着，而装着
开水的盆子可就不好办了。她想了
个笨办法，一手提着水壶，一手端
着盆子的一边，而盆子的另一边则
是搁在腰上使劲。也不知是这样的
姿势本来走路就不稳，还是来往的
人太多碰了一下，那一盆开水竟打
翻了，全数倒在了她的腿上！随着
一声惨叫，同学们全都跑去查看，
由于伤势严重，我们也不知怎么处
理，便送她去了医院。

一路上我们慌里慌张地没仔
细看，到了医院，除去衣裤，才发
现，烫伤的位置比较大，且区域比
较敏感，特别是大腿根部，尤为严
重！已经起了很多水泡，连绵起
伏，看起来又害怕又有点让人恶
心！而接诊的竟是一位男医生，看
起来很年轻，好像和我们一般大
小。这样的年龄，这样的伤者，这
样的部位，不免显得有些尴尬！

然而这位男医生却很耐心，
也很冷静，似乎旁若无人，丝毫不
受周围的影响。只见他拿一支棉
签，先将腿上起泡部位周围渗出
的污水擦拭干净，然后重新换一
支棉签，蘸上烫伤膏，轻轻地抹在
患处，而后将棉签扔掉，又重新换
一支，继续擦拭着起泡周围的污
水，然后扔掉脏了的棉签，重又换
新的，蘸上药膏，继续上药……这
位女生身形高大偏胖，双腿比较
粗壮，而皮肤又黑又粗糙，加上烫

伤的水泡让人惨不忍睹，做这样
的工作绝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

然而这位男医生的举动却让
人感动！他的眼睛紧盯着伤处，目
不斜视，动作轻柔缓慢，那修长的
手指白皙无瑕，温润如玉，他拿起
棉签轻轻擦拭，一点一点，认真至
极！然后上药，轻柔地涂抹，似乎
在完成一件艺术品，又像是在给
刚完成的一幅画作上色，那么温
柔，那么细心……整整一个下午，
他就那样站着，目不转睛，擦着，
抹着，那小小的白色的棉签竟也
像是一根魔术棒，上下起伏，左右
腾挪，止住了伤者的呻吟，也止住
了我们这群女生的喧嚣。我们只是
静静地站在他的周围，看着他的手
指在伤痕处游走，看着那白皙的肤
色，看着那手背隐隐的青筋，看着
那细长的手指轻盈而又温柔的动
作，竟然入了神，仿佛沉浸在一种
神圣而又美好的氤氲里……在这
一时刻，我第一次萌生出了对医生
这个职业的敬仰和渴望！梦想着自
己以后也能当一个医生，像他一
样，为病人除去伤痛！

因为由他接诊，他自然而然
成为了这个女生的主治医生。我
们发现，他不论是对这个女生，或
是其他的患者，都一如既往地细
心。他是冷静的，轻轻地走进每个
病房，轻声询问；他又是温暖的，
虽不苟言笑，却让人感觉如沐春
风。他常用他那修长的手指抚摸
患者的伤处，轻柔缓慢，不管那伤
口是如何的不堪，如何地渗出脓
水，如何地发出异味，在他的眼
里，都仿佛是精美的艺术品！不但
不厌烦，反而很珍视！正是由于这
样，使得他的病人都对他抱以信
任，由此，病似乎也好得快些！而
他也成为了众人都喜欢的医生！
而我们这群女生，每次在他来换
药时，便聚拢在一旁，睁大眼睛，
看着他的手指轻盈地、温柔地起
伏翻飞，这样的场景竟成了我们
护理病人时的享受时刻……

这样的手指我没法形容，这
样的感觉也非常神奇！以至于后
来读到《诗经》中：手如柔荑，
肤如凝脂！我便想到这双手应该
就是这样的吧！

手机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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