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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的话
每年的 5 月 12 日是国际护士节。这个节日，
是 1921 年国际护士理事会为纪念现代护理学科的创始人弗洛伦斯·南
丁格尔设立的，
基本宗旨是倡导、
继承和弘扬南丁格尔不畏艰险、
甘于奉献、
救死扶伤、
勇于献身的人道主义精神。
今天，
本报特别刊发这篇报道，
既是向奉献、
坚守在一线的护理人员致敬，
也是为了国际护士节不能忘却的纪念。

农村版

“观音山杯·美丽中国”
征文揭晓

李晓伟作品《悬在天上的寺》获佳作奖
□本报记者 张鸿飞 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刚鑫雨

谁说女子不如男
汝州抗疫巾帼好样的
□策划 河南日报农村版汝州运营中心 执行 本报记者 张鸿飞 通讯员 李乐谱 王文璐
“疫情已经持续两三年了，每次看到她们因防护服的闷热而汗流浃背，看到她们因思念孩子而偷偷落
泪，看到她们忍着伤痛却咬牙坚持，看到她们义无反顾、一次又一次的要求前往一线，我的心里总是有无法
言表的心疼和感动……在我内心深处，她们都是我最亲近的人。
”
5 月 12 日，国际护士节，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院护理部主任连牡丹泛着泪光说起了姐妹们
在抗疫一线的默默坚守。

A 丁刘夏 窈窕淑女大能量
丁刘夏，2007 年参加工作，现任发热门诊
副护士长。
有一次，因疫情防控等工作需要，科室值班
护理人员紧缺，刚做完手术的丁刘夏，不顾同事
劝说和病情加重的风险，在身体情况许可后就
回到了岗位。
返岗当天，一患者突发紧急情况，丁刘夏和
同事立即投入工作，紧密配合医生，使患者转危
为安。此时，丁刘夏才发现自己在紧张工作之
下引发了术后出血。
2020 年，丁刘夏接触到了减重这一新兴医
学领域，尽管这一专业不被看好，但丁刘夏为了
突破自我，在科室主任和院领导的支持下外出
学习。
学习归来后，丁刘夏迅速投入减重代谢手
术业务开展。2021 年年初，她配合医生成功进
行了汝州市首例袖状胃切除术，为胖友减重和
身体健康带来了希望。
2021 年，疫情卷土重来，作为一名入党积
极分子，丁刘夏以身作则，带领姐妹们在休息时

间投身疫情防控工作，参加核酸检测突击队，
到卡点值守、送餐等。
2021 年 12 月底，丁刘夏报名进入汝州市
疫情防控指挥部设立的医学观察隔离点工作，
再次走上了最前线。
2022 年 春 节 前 夕 ，正 当 丁 刘 夏 告 别 隔
离点并解除隔离，准备与家人团聚时，汝州
市接到了新的任务——接收一批兄弟城市
留 观 人 员 。 听 说 这 个 任 务 后 ，丁 刘 夏 和 姐
妹们毫不犹豫，自愿选择了继续坚守，直到
任务结束。
在重返隔离点期间，面对素昧平生的外地
留观人员，丁刘夏和姐妹们用细致周到的服
务，迅速与这些留观人员成了隔着门和玻璃、
隔着手机屏幕，但心心念念牵挂的朋友，让他
们感受到了汝州的真诚和温暖。
医学观察隔离点的工作，虽繁重琐碎，一
两句话说不清楚，但对于丁刘夏而言则可以用
一句话来概括：在守护生命健康的神圣职责
里，找到了自我价值。

B 周士洁 想念是呼吸的痛
“已数不清这是今年第几次连夜收拾东西，
拉着行李箱赶往一线，希望疫情赶快散去，一切
都恢复正常。”周士洁深夜发的一条朋友圈，引
起了无数人的点赞和评论。
周士洁，2012 年参加工作，是一站式服务
中心的护士，也是一名多次奔赴抗疫一线的白
衣战士。
2022 年 1 月，汝州市接到上级指令，立即
组建一支核酸检测突击队支援郑州。获知这个
消息后，周士洁当即请战，如愿成为一名核酸检
测突击队员，赶赴郑州参战。
2 月 2 日（正月初二），刚结束支援郑州的任
务回到汝州，周士洁又接到了任务，赶往市医学
观察隔离点工作。作为医学观察隔离点负责
人，周士洁与团队成员携手并肩，赢得了留观人
员的信任和配合，出色完成了任务。
3 月 25 日，平顶山市开展全市核酸检测，周
士洁义无反顾地再次选择奔赴一线，与姐妹们
共同抗疫。

王晓丹 历经考验要入党

王晓丹，2006 年参加工作，2012 年晋升脑
病中心二病区护士长。
在工作中，王晓丹很严格，严格要求自己，
严格要求同病区的护理姐妹们，带出了一支敢
打能赢护理团队。
2016 年至 2019 年间，在总院党委的全力
支持下，各科室品管圈遍地开花。作为一名护
理人员，王晓丹从选题、查检、解析、寻找对策
……不仅不局限于临床实践，更善于发现总结
创新，近 5 年来共发表论文 5 篇。
为了给患者带来更大的便利，王晓丹带领
姐妹们刮起头脑风暴，最终为脑卒中患者研发
制作了专用支具，并应用于临床，大大缩短了
患者 DNT 检查时间。
2021 年 8 月初，王晓丹作为第一梯队副队
长，进驻医院发热门诊留观病房，带领团队在
这里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真挚的感谢，希望病
毒退散的日子早点到来，希望所有在一线很久
没回家的医护人员能够早日回家，吃一顿团圆
饭……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进驻一周后的

2021 年 8 月 9 日，一位解除隔离留观人员的感
谢信，让王晓丹和姐妹们破防了。
王晓丹说：
“这位写感谢信的妹妹，刚进入
留观病房时情绪极不稳定，但我们用实际行动
告诉她，我们是她可以依靠的亲人。慢慢地，
她打开了心结，积极配合治疗。没想到她在出
院时，会给我们这样一封感谢信，但就是这封
感谢信，更加坚定了我坚守一线的想法。”
2022 年 3 月，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
团总院党委再次发出号召，王晓丹又一次报名
请战，入驻发热门诊留观病房，为健康码异常
人员进行核酸检测以及留观工作。
一轮又一轮的疫情阻击战，在一次次考验
王晓丹的同时也磨砺了她；一次次义无反顾走
上抗疫一线的经历，让王晓丹看到了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看到
了共产党员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模范引领。
王晓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希望有一天，
自己能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供图：汝州市第一医疗健康服务集团总
院护理部）

悬在天上的寺
□李晓伟
那寺是寂寞的。
古寺悬空，巨木绽莲。就那么孤单地悬挂半山
腰，如同悬挂在天空，星星离她那么遥远，世俗离她那
么遥远，就连一直在给她光和热的太阳，也总是离她
那么遥远。
就那么孤孤单单地悬挂着，一去就寂寞地悬挂了
1500 多年。
远远而望，那寺简直就像一幅玲珑剔透的浮雕，
镶嵌在万仞峭壁间，如此高远，仿佛在天上，灵气弥
漫；似乎有凌空欲飞之势，给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
感觉。
“飞阁丹崖上，白云几度封。”
“蜃楼疑海上，鸟道
设云中。”山西恒山悬空寺，就悬在浑源县城城南五公
里处的金龙峡内西岩峭壁上，一直被列为北岳恒山第
一奇观。那寺始建于北魏晚期，距地面高约 50 米，是
世界上现存建在悬崖绝壁上最早的木结构建筑群，被
誉为“天上的寺院”。
那寺原名“玄空阁”，是取道家之“玄”，佛家之
“空”，形貌楼阁而得名，后称悬空寺，是因“悬”与“玄”
的谐音，以及寺院像悬挂在半崖之上，被人习惯地称
作悬空寺。
“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那是一座
真正悬浮在悬崖上的寺庙，没有千吨地基，只有数根
木柱支撑。饱经风雨沧桑和地震天灾侵袭，依然悬空
巍然屹立。檐下密实剔透的斗拱如同一层一层的莲
花，向上托举。
那寺一半嵌入岩腹，一半凌空绝壁，地势险峻，像
一幅玲珑剔透的浮雕，镶嵌在万仞峭壁间；凌空而起，
惊险异常，置身其上，如凌绝空际。极目远眺，山川田
园风光，尽收眼底。凭栏俯视，令人顿生“足底悬崖恐
欲崩”之感。
登临悬空寺，攀悬梯，跨飞栈，穿石窟，钻天窗，走
屋脊，步曲廊，几经周折，忽上忽下，左右回旋，仰视一
线青天，俯首而视，峡水长流，叮咚成曲，如置身于九
天宫阙，犹如腾云皈梦。
那寺，共有殿阁 40 间，外貌惊险、奇特、壮观，集
“悬、险、奇、巧”于一体。以寺院、禅房、佛堂、三佛殿 、
太乙殿、关帝庙、鼓楼、钟楼、伽蓝殿、送子观音殿、地
藏王菩萨殿、千手观间殿、释迦殿、雷音殿、三官殿、纯
阳宫、栈道、三教殿、五佛殿等为整体布局。
殿楼的分布对称中有变化，分散中有联络，曲折

回环，虚实相生，小巧玲珑，空间丰富，层次多变，小中
见大，不觉为弹丸之地，布局紧凑，错落相依。
其布局既不同于平川寺院的中轴突出，左右对
称，也不同于山地宫观依山势逐步升高的格局，均依
崖壁凹凸，审形度势，顺其自然，凌空而构，看上去，层
叠错落，变化微妙，使形体的组合和空间对比达到了
井然有序的艺术效果。
因建在崖壁凹回去的部分，且两边突出的山崖缓
解了风势，东边天峰岭遮挡了太阳，年平均日照时间
为 2 小时，于是，她躲过了风侵、雨蚀、日晒，躲过了乱
世的硝烟和沧海桑田的巨变。
她不仅外貌惊险，奇特、壮观，建筑构造也颇具特
色，形式丰富多彩，屋檐有单檐、重檐、三层檐，结桅构
有抬梁结构、平顶结构、斗拱结构，屋顶有正脊、垂脊、
戗脊、贫脊。总体外观，巧构宏制，重重叠叠，窟中有
楼，楼中有穴，半壁楼殿半壁窟，窟连殿，殿连楼，风格
独特。其设计之巧，艺术之妙，工匠之精，建筑之绝，
让人叹为观止，拍案叫绝。
公元 735 年，诗仙李白游至此，叹其为“壮观”。
明崇祯六年，徐霞客游历到此，称之为“天下巨
观”。
俗语说：
“平地起高楼”，那寺却反其道而行之，悬
空而建，大有乾坤。选址之险，建筑之奇，结构之巧，
内涵之丰。她，不是奇迹是什么？
站在寺上鸟瞰，足下是百丈悬崖。涧底有潺潺流
水，其声淙淙然，有如天籁。对于久居尘嚣闹市的人，
身临此境，可以清心，可以净思，乃至荡气回肠，恍惚
有羽化登仙之感。
她就那么独自悬挂于山腰，让懂的人懂，让不懂
的人不懂，不管岁月流年，不管蜚语流言。她就是她，
寂寞地悬挂在那里，没有因为什么而改变，更不会因
为什么而改变。
她用她的险峻和奇特，悬挂在天边，见证了太多
的岁月沧桑，一切都是过眼烟云，渐渐散去，唯有那寺
执着，任那日月轮回、沧海桑田，霜风凌厉、雁塞草凋，
从未倒下，从未改变。
就是这样在梦幻的天空浮泛千年，承载着现实，
又超脱了现实。在与现实的不断博弈中，成全了历史
的深邃与世俗的遐想。
在一千五百多年的寂寞中，她用寂寞，为大山悬
挂出了一段历史。
那寺无言，其实不寂寞。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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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同事、患者眼里，周士洁是一个敢
担当、有热情、讲奉献的人，是一名值得信赖的
护士；在家人眼里，周士洁是一名让女儿感到骄
傲的母亲，让父母为之自豪的女儿。
在医学观察隔离点，疫情防控人员属于半
隔离状态，每天往返的起止点在留观人员隔离
点、居住的宾馆。每逢深夜，好容易闲下来可以
轻松的那一刻，也是周士洁最想念家人和女儿
的时候。
不过，这个时候的想念，对周士洁来说，既
不是温暖的橘黄色，也不是蓬勃的绿色，而是呼
吸的痛。没错，对周士洁来说：想念，是呼吸的
痛！
想起手机屏幕中，女儿一句接一句的“妈妈
什么时候回来，我想你了”，她的心里满是酸楚
满是愧疚，不知道面对女儿该说什么，只能选择
不联系，只看照片和视频。
“总觉得亏欠家人和孩子，但关键时刻我必
须冲锋在前。”周士洁说。

景区。
悬空寺，原名玄空阁，始建于北魏后期（公元 491
“在一千五百多年的寂寞中，她用寂寞，为大山悬 年），距今已有一千五百多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挂出了一段历史。那寺无言，其实不寂寞。”这是汝州 位。悬空寺是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建筑极
市作家协会主席、汝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晓伟的 具特色，素有“悬空寺，半天高，三根马尾空中吊”的俚
《悬在天上的寺》中的最后两句。
语，以如临深渊的险峻而著称。
的确，
《悬在天上的寺》无言，不寂寞，因为《悬在
李晓伟说，十多年前他有幸有缘游览悬空寺，一
天上的寺》刚获得了由《人民文学》杂志社、广东观音 句话，叹为观止，后写下了《悬在天上的寺》，去年的一
山国家森林公园联办的“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游记海 天，偶然看到这个征文大赛就剩下最后一天，便随手
内外征文大赛佳作奖。
投了稿。
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位于东莞市樟木头镇
据悉，本届“观音山杯·美丽中国”游记海内外征
境内，是全国首家民营国家级森林公园，集森林氧吧、 文大赛，题材为散文、诗歌、赋，共收到海内外应征稿
文化体验、姻缘许愿于一体的国家 AAAA 级旅游风 件数千篇，最终评选出获奖作品 61 篇。

牛肉汤是汝州的一道传统美食，清香
可口，味道鲜美。
汝州牛肉汤选料讲究，用牛骨头熬
汤，还用自制的牛油将炸制好的红干椒做
成红油，香味醇厚，令人回味无穷。
牛肉汤的做法分三步：将牛肉用水洗
净，用刀切块。牛棒骨用砍刀砸断，并用
水洗净，再将锅中放入清水，把牛肉和牛
骨放入，旺火煮开后，把血沫撇去，稍煮片
刻，即移至微火上煮，边煮边将泡沫打去，
将盐、葱、姜等配料下锅。煮汤 2~3 小时，
待肉全部煮熟后捞出放凉，肉汤用箩或细

布过滤清除杂质，即可上桌。
常喝牛肉汤，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
强健筋骨、化痰息风之功效。牛肉汤派生
出来的牛杂汤，也是汝州人的最爱。
汝州市区名吃一条街的周记牛肉馆、
洗耳北路张记牛肉、董记牛肉、南刘庄麻
增牛肉、东关桥头老李牛杂汤等都是有名
的牛肉汤店铺，汤醇肉鲜味美，生意火爆。
汝州顺口溜：
早起一碗牛肉汤，酣畅淋漓焕荣光。
干起活来不歇气，上班卖力受表扬。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