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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踪迹十年心
□廖华歌

医中圣者
人之楷模

诚邀省内外作家、学者和基层作
者投稿，体裁是散文、随笔、文艺评论，
字 数 2500 字 内 。 投 稿 邮 箱 为
hnrbzyfzw@163.com，来 稿 请 注 明

“黄河文化”专栏征文。

“黄河文化”征文启事

这是朵朵照眼明的榴花与树树绚丽多彩
的月季花交相辉映的清晨，春风拂面，馨香扑
鼻，旷野向远方延展，周围一派祥和宁静。我
站在白河边一片枇杷林里，呼吸着清新芬芳的
空气，凝望奔向远方的流水，思绪被拉得很远
很远。

十年前栽下的这片幼树，如今已长成一片
树林，棵棵树身都有碗口粗，压弯枝头的枇杷果
正走向成熟的金黄。于树而言，十年时光，仿佛
只是一刹那。但十年光阴在每个人的人生中，
却是多么厚重漫长呀。生活的波涛和时代的洪
流，让我们在这十年中，发生了多么大变化啊！

还是在这片枇杷林里，我默然凝视着身旁
的她——睿智、秀美的王馨，内心风雷骤起，那
是惊慕与震撼。我向这位小我很多的“70后”老
乡，行深深的注目礼！

从普通打工妹到企业总裁，入选第四批国
家“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被推选为第
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成为青年人励志
典范……王馨十年间的每一步，都呈现着生命
的淬炼和跨越！

一只鸟儿，敛声从容，以漫游者姿态在枇杷
树下绿草地上蹦来跳去。我心中不禁一动，“80
后”青年作家祁娟，不也是一只北归的鸟儿吗？

大学毕业后，祁娟到南方工作，繁华大城市
没能留下她，故乡四野开满鲜花的春天，她毅然
回来了。故乡的水土浇灌着她艺术的青藤，十
年前，她是个做梦的文学青年，十年后，她已是
南阳市作协副秘书长，作品发表于多家杂志，曾
获多次文学奖项。

祁娟说，从知到行，从行到知，从阅读到写

作，再从写作到阅读，唯有用心抵达生活深处，
洞悉生活本质，才能写出精品力作。

十年中，她内心有爱，眼里有光，已走了很
远的路，十年后，岁月将见证她踏上新征程。

十年来，我和所有中国人一样，在时代大潮
中，作为一滴水，也有着自己的踪迹和印痕。

我深感此生与“人大”有奇妙缘分，自己曾为
南阳市第一届、二届、三届、四届人大常委会委
员，河南省第十届、十一届人大代表，特别是这十
年，我作为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在自
身素质和履职能力等方面，有了新进步。

走进人大代表这个优秀群体，我深感他们
具有非常强的代表性，都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
的才俊精英，与他们相比，自己确实太渺小太微
不足道了！

十年中，我和郭建华成了朋友。她是电影
放映员，坚守乡村银幕四十五年。从拉板车、骑
自行车去放电影，到后来开手扶拖拉机、开汽车
去放电影，郭建华说：“只要乡亲们喜欢看，俺情
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微光成炬，滴水成河，
几十年来她倾尽心力只做这一件事，做到了极
致。以她为原型拍摄的电影《放映路上》《电影
儿女》，已在全国放映。被她深深打动，我采访
写作了长篇散文《低处之光》，被人民网、新华网
等多家媒体转发。

十年中，我有幸与眼里有高山、胸中有丘壑
的首届全国“最美村官”裴春亮同桌参会。每每
听他质朴有见地的发言，我都感慨不已。他靠
着好时代靠着艰辛拼搏，成了远近闻名的致富
能人，之后为“同创业，共致富”，个人出资三千
万元，无偿建设一座农民新村，让全村村民喜迁

新居。作为裴寨村党支部书记，他时刻铭记在
心的是“乡亲不富誓不休”。

这十年，我对人称“洛阳牡丹王”的画家王绣
老师，始终充满敬意。她今年整整八十岁，但她
那颗无尘的文心永远属于艺术。她惜时如金从
不懈怠，人大会期，开会建言之余，她每晚都在房
间临时支起的画案上作画，牡丹一朵朵在她指间
悄然盛放，花的清音在子夜低语……大家劝她歇
一歇，她说，一天不画，就感觉这一天没过好，只
有不断地画着，自己才有精神才有新感悟。

这十年中，我被他们深深感动，那是无言的
激励和鞭策，无言的榜样的力量。

诗人袁永苹有诗作：我在我的时光中站着/
必定要向一棵树学习/一朵花上的灿烂星宿……

枇杷树伸出层层叠叠手掌般的叶子，是要
与我隔空相握吗？

十年来，被时代和人大代表这个群体的光
芒照耀，我受益匪浅。除了认真学习和调研，
深入体察社情民意，积极建言献策外，我在文
学创作中不断涉猎新领域，对现实保持深切关
注与思索，我写原生态保护、农村医疗、深山教
育、移民精神、家风家训、留守儿童……一次次
新的写作，更是一次次受教育、不断获得自我成
长的过程。

风中，枇杷树叶片翻涌，有歌声从远处传
来，更远处水面上有船儿在飘荡，天空蔚蓝得
没有一丝云，万物正盛大地走向春之深处，走
向初夏的蓊郁……时间开满花朵，泥土和种子
欣然欢唱，沿着郁郁葱葱的春天，我们走过崇
山峻岭，走过长啸的河流，我们，永远行进在路
上……5

长长的队伍，静默有序

拿棉签的手

温柔又谨慎抚过喉头

倘若我有永不知疲倦的力量

我不会辜负所有用力奔跑的人

从谷底，搀扶到巅峰

从冰川到水滴消融

整个暮春，日光喷薄

我站在消毒水前

目睹光阴停在一个又一个人的

肩膀上

拱出昏黄的灯火

又化作汹涌的浪潮

浩浩荡荡奔赴远方

时间就这样停下来

苦难就这样停下来

我是一个女人，一位母亲

我更是一名医者

愿以萤之名成就雷火之光

擎着光奔赴禁锢的城

我的背上，背着许多人的哀愁喜乐

我的心里，住着牵挂、勇敢和慈软

我背负着你的世界前行

脚下，落日托起了重重的山梁

我走过的路

慢慢流淌出一条漫长的脉络

每一簇花开，都是我奔腾翻涌的心火

我不能后退

但某一时刻，偶回首

那些含泪的时光

一如岁月粼粼的波纹，都是我历经

最美的风景5

为迎接党的二

十大召开，从即日

起，中原风推出“十年身边故事”征

文专栏，通过广大读者十八大以来

这十年的亲身经历和切身感受，反

映各行各业取得的巨大成就，反映

这十年的发展，给国家、社会和我

们每个人带来的深刻变化。

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

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好的个人成

长环境、更充实的获得感，您都可

以尽情抒写。您可以写自己的故

事，也可以写亲朋好友的故事。

征文文体为散文、随笔，文字要求

真切平实、简洁隽永。字数2500

字内。投稿邮箱为hnrbzyfzw@

163.com，请注明“十年身边故

事”征文。

不平凡的十年，请讲出您的

身边故事，让我们共同体味、分享

您的幸福感、获得感！

开栏的话

在岁月的两岸 □李梅

流水十年间，不觉已是人生的夏至。随着
年岁的增加，岁月的河床慢慢变宽，我也从年少
的清溪缓流，经过青春的急流，到人生中段的端
口。时间流水奏起的人生乐曲里，有些部分是
轻快的前奏，另一些部分是高亢紧凑的旋律。
回首经年，在岁月两岸，我听到一段年华流水入
池，汩汩作响。

十年真快，人们在这个宽阔、绚烂的时代
里，乘风借势，梦想旋转飞升、不断实现，时代的
霓裳令人倍感新鲜和快乐。在这十年里，我一
直坚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选择倾听自己内心
的声音。脚踏实地地去热爱、去生活、去耕耘。

许多年独自等待后，我终于有了自己的
家。我很晚才遇到他。先生简单包容有责任
感。十年中，日子从一个人到两个人，再到三个
人。生活里多了童谣、声律启蒙，每日里小儿咿
呀作语，奶声奶气地念“鹅鹅鹅”。先生给儿子
折叠的纸飞机，时常从我头顶掠过。我高龄孕
育一切顺利，得益于心态的平和、医学的发达和
家人的无微不至。

我感谢遇到夫君，他给我信任、理解、尊重、
呵护。这是源自最亲近者的力量，让我更安然
和坚定。我们有趋同的价值观有对生活相近的
理解，我们选择把更多时间给家人，并专注于自

己认为有意义之事。我们在生活里彼此照亮、
温柔修正，和孩子一起成长。谈及孩子的未来，
他说要看孩子喜欢什么，想成为啥样的人，我深
以为然。也许父母能给予孩子的，就是足够的
爱、陪伴、安全感，剩下的就是静待花开。

信任和爱让我的生活变得清澈让我变得勇
敢，学会了选择性忽略，不在意不同频的曲解。
我自己经历过长时间孤单，如今在我身边，仍有
不少已过花季的单身女友，她们想拥有更妥帖
的选择，我理解并祝福她们。这十年中，时代变
得越来越包容，越来越尊重人们多元的生活方
式，这令每个人的未来有更多可能性。

先生支持鼓励我写作，会做我的第一读
者。在忙碌琐碎的生活里，我可以保持生长的
念想。十余年来，我一直做文学的义工，做读写
推广人，在读写中获得宁静的力量。

家中书越来越多。记得有一年冬天，漫天
大雪，路上的车盖着雪像白面包一样厚墩墩的，
行驶中不断在雪地上打滑。我和先生在商场订

购了一组书柜，之后手牵手步行回家，一刹那，
有“白头偕老”之感。

读书，写作，十年间我已写了一百多万字，
出版了散文集，书籍的出版和儿子的出生是同
一年，我视书为我的另一个孩子。书的封面亮
黄，像孩子一样干净明媚。养育的忙碌里，我用
碎片化时间，以书信体方式写给初生的孩子，记
录他的成长日常，还有我们的爱与期许。

写作是烛照自己、影响他人的过程，作者读
者的链接里，我们彼此照亮和抚慰。有读者说
我的文字里有安静的力量。通过读者的反馈，
我也看到不同人的生活光影组成了时代的横断
面，每个人都在这个时代、在不同地方，追逐和
感知着内心的光芒。

我生孩子后，母亲来我家照看。她快七十
岁了，忙前忙后，疲惫而欢乐。后来父亲也来
了。有他们在，我们可以更专注于工作。一代
又一代人就是这样护佑与成全。

十年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以笃定的

心境，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修篱种菊，探究中学教
育读写与文学阅读写作的交汇与流淌，主持或参
与编著读写类书籍几十本，撰写教研文章百余万
字，做过很多次读写分享。区域性基础教育研究
时常面临瓶颈，但无论外界如何变动，我还是希
望自己可以一直坚持，埋头耕耘，不问收获。

我的工作平凡，但并不因此失去持守的意
义。平凡的事情忌过分热闹和轰烈，每个人在
自己岗位上，确认好自己的耕耘和责任，这个社
会才会更加安定和美好。

这些是我这十年的生活。生活即故事，值
得被记录。十年里，我过着平实、平凡的日子，
守护着自己与家人，也守护着心里一方小小田
地和额前小小的梦想灯盏。我想，一定还有无
数个像我一样普通、沉静而努力的人，爱着、生
活着，以微薄之力付出着，心存敬畏，种下生活
的每一粒粟。

一个伟大的时代，恰是由无数脚踏实地者
编织成就的。时代的洪流会淹没普通人的足
迹，也将记住每朵浪花的勤恳和善意。感谢这
十年，让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坚守和追求，有自己
的发现和探索，有自己的机遇和确幸，能够让像
我这样的普通人，也可以找到归属感，找到自己
的坐标和真实节奏。5

初夏临窗 □詹丽

山里树木葱茏，南风浩荡。初夏，长风吹
动，绿草如茵。大风天，风吹翻每片树叶，远处
的树丛草丛起伏，“风浪”在树叶和草叶上瞬生
瞬灭。夏天，鸡公山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些青桐
树，阔叶一面翠绿，一面浅绿。风来，叶子翻卷，
有风过荷田的样子。

上午，我拖完地板，再来到窗前，窗外的森
林瞬间安静得浓荫深远，微凉温软，连一声鸟鸣
也没有。我在靠山边的阳台上晒了被子、晾了
衣服，给花草浇水，给花盆添土，烧了泉水，端一
杯鸡公山神仙茶，坐在窗边，看云，看不远处野
花盛开的初夏森林。

我与外界一窗之隔，可这窗却如此丰富。蓝
天白云的背景里，无穷的雪白、水白、雾白、笨白、
棉白变幻着，一切皆是云白。如果人生是一次背
着行李的旅行，我喜欢背着这样的各种白。临
窗，看云，单是这一项就足够吸引我的目光和心
思。看花和看云也没啥不同吧，花开花落，云聚
云散，一如看天和看海也没啥不同，蓝白的单调
里，有多少纯澈如水的鲜活和深邃。

窗下有几个孩子，在水井上方草丛里寻找
野草莓，野樱桃摘罢了，该吃野草莓和羊奶头

（树莓的一种）了。刺藤子扯着裤脚，他们蹚着
走，毫不在意。找到莓子立即喂到嘴里，急不可
待又天真可爱。狗在他们身后草丛里扑腾，追
一只虫子或蚂蚱。稍远菜地里，一对老夫妻在
收白菜种子。他们七八十岁了，身体硬朗，总是
一起去山里捡柴、采茶、摘山野菜。他们收了白
菜种子，炒熟，下到地里做肥料。我喜欢看他们
劳动，有缓慢的默契。

初夏，山里，我们还要穿件薄毛衣，温的感觉里
有一点暖有一点静，暖阳下一只小小的瓢虫，从我
晒干槐花的旧方格棉布单子一角爬过，缓缓爬过窗
台的寂寞。窗外，满墙野蔷薇，一小朵一小朵，开成
花的帘子，花的瀑布。我是一个平凡的人，如野蔷
薇一样无人问津，过着天冷加衣、天晴晒被的简朴
生活。但，平凡人也有梦想，比如那些当日做的暖
暖的梦，当日就知道是白日梦的梦。那些梦，如浆
果，落入初夏的深碧，那样的诚实、饱满，拒绝质疑

和拷问，也拒绝评估和称量，它只继续繁衍我的绿
荫，愿旁若无人，愿尘世一无所知。那些无人知晓
的白日梦，是我老年的糖果，人老牙齿不好，配着
这样长夏的浓荫，能嚼出薄荷的味道。

鸡公山的初春是水粉画，其他季节，是油
画。槐花刚开罢，叶子刚长齐。森林里，鸟儿都
聚齐了。山上季节晚，山上的初夏，时令上还相
当于山下的暮春。我喜欢这样的慢生活，喜欢
水粉绘出的淡淡时光，也喜欢这初夏树林里野
花的繁盛浓烈，好像一个个慎重认真的女子，虽
赴我你一面之约，也尽心尽力，以至无怨无悔。
我喜欢这样看它们，隔着窗，凝眸致意。我着迷
于看到的这个世界，岁月微微又迅疾的风，我只
是一个欣赏者，认认真真地看过，不遗忘。

窗下，游人很多，周末会更多。很多人一边
走一边说，鸡公山啥风景也没有，除了鸡公头，
一堆大石头，再也不来了。他们竟对着满山的

碧树繁花，漫山遍野灿黄的金鸡菊，对着那一树
树马上要成熟的野桑葚，还有一树树即将开放
的紫薇，说出这样的话。树脚下的野山花也气
得别过脸去，起风了吗？初夏，浓荫如潮，在繁
复茂盛层层叠叠的浓密里，可以看到一些神秘
又浅显的痕迹，可以看到一些有病的人，也可以
看出他们心中的故事。

我这样一个普通人，支撑我三十年山中生
活的，就是这些花花草草平常可靠的事物，触目
可及，有悲有喜，要不然，用什么证实我活在一
个真实的世界？初夏是茂密的，一些事物明晰，
一些事物模糊，目之所及，都是自己关心的。无
论风从哪个山谷吹起，无论花草树叶，针叶阔叶
如何翻卷招摇，总是井然有序，从不拥堵。和我
一样，远离喧嚣自得其所。我只在自己的角落，
爱一点自己喜欢的。从冬到春，从春到夏，从单
调到繁华，从繁华到单纯，有多少路要走呢？从
不拥堵，我的那些白日梦，在夏日浓荫里，漫卷
飞升，随风梳林，潜入叶子的绿；随雨落地，长成
草；随云落地，化作花。亲爱的朋友，隔着窗，请
随我来南风漫卷的浓荫深处，把一朵一朵雪样
的柔软摘取。5

□胡德才

《医圣张仲景》，是一部以东汉末年
动荡时局为背景，以张仲景医治伤寒瘟
疫、寻找治病和救世良方为情节线索的
历史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医圣张仲
景》也是一部抗疫小说，作者程韬光意欲
借历史题材，对正肆虐人间的新冠病毒
疫情进行反思，意在以此书致敬“医圣”。

小说从张仲景南阳抗疫开篇，经荆
州抗疫的拓展，最后以长沙抗疫作结。
南阳、荆州、长沙抗疫三部曲，构成了小
说的主要情节线索。张仲景在长期医
治伤寒瘟疫的临床实践中，积累经验，
拜师张伯祖等名医，参证典籍，“勤求古
训，博采众方”，终成一代大师。作者不
满足于描写一代名医成长史，小说借瘟
疫的流行和张仲景抗疫的足迹，串联起
上自朝廷、郡县、皇帝、大臣，下至叛军、
山匪、侠士、百姓等各阶层人物，全景式
展示东汉末年朝政崩塌、群雄逐鹿、瘟
疫横行、民不聊生的乱世图景。伤寒瘟
疫频繁复发，病源即在战乱。张仲景带
徒行走于乡间里坊，看到因征战杀戮死
人无数，尸骨腐烂污染河水，引发瘟疫
形成病源。无论战乱还是瘟疫，受害者
都是黎民百姓。张仲景心中装着百姓，

“见病知源”，致力于消弭杀戮，让百姓
远离战乱祸殃。小说设计了一个重要
情节：涅龙因除妖受伤不能发雷掣电，
人间灾疫丛生。龙病即天病，天病乃人
心之病。小说开篇，张仲景立志：“愿医
天病。”天病须以龙珠医治，炼珠之材难
觅，炼珠之人更背负医治天下苍生的使
命，张仲景甘为炼珠人万死不辞。小说
中的张仲景，即使官至长沙太守，也会
一边筑城理政、保境安民，一边开堂坐
诊、抗疫治病。最后在敌人兵临城下
时，他以不伤害百姓为条件，拱手让出
长沙，自己从此归隐著书立说。张仲景
执着于“医人医天”的理想，多次在梦中
与龙君对话，到小说末章，终在梦中炼
成龙珠完成使命。但做完最后一梦，他
也走到了生命终点。

《医圣张仲景》的故事情节富有深
意。其一，着眼于对瘟疫病源的反思。
作者写实象征相结合，强化了对伤寒瘟
疫病源的探寻与反思。其二，医人易，医
天难。张仲景救人无数，最后归隐山林，
完成《伤寒杂病论》，留下“活人书”。他
还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消弭战祸。但他

“医人医天”的理想，只能在梦中实现。
他可以一次又一次控制疫情蔓延，但阻
止不了伤寒瘟疫多次卷土重来。他劝阻
了局部杀戮，但制止不了全国战乱，他保
住了长沙暂时的安宁，但挡不住历史由
东汉末年的混战，进入三国更大规模的
征战。

小说中的张仲景，是位深受儒家文
化影响、胸怀救治天下苍生使命、仁爱
为本、医术精湛的医者。小说开篇，青
年张仲景被举孝廉，但他不愿为仕而愿
为医。医者张仲景眼里，患者没有尊卑
贵贱，也无论亲人仇敌，救死扶伤乃医
者天职。他为身染伤寒、跟他抢夺仙草
的猿猴治病，也曾对和他一生为敌的苏
章文心生怜悯，欲予治伤。小说以丰富
的细节，充分展示了张仲景博大的爱
心、高尚的操守。

张仲景名扬天下，当然因其医术高
超。张仲景获“医圣”美名，更因他始终
心怀百姓，从南阳到荆州而长沙，中原和
荆楚大地都留下他防疫、控疫、治疫足
迹。他始终关注民间疾苦，珍惜百姓生
命。其仁心、智慧与勇气，令人肃然起
敬。

《医圣张仲景》成功塑造了张仲景的
形象，他是医中圣者，人之楷模。与他形
成鲜明对照的，是巫医苏章文，他认贼作
父、阴毒狡诈、危害百姓，是医中败类。
小说设计了以张仲景为代表的进步力
量，和以苏章文为代表的邪恶势力的冲
突，两者冲突贯穿小说始终。张仲景生
活于民间，苏章文依附于朝廷。他们的
冲突，是医者与巫者、民间与庙堂、正义
与邪恶的较量。5

女医生
□王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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