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手足口病四季均可发病 ! 常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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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发病高峰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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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发病高峰是
&

月" 但是今年的发病时间却提前

了 !而且毒株也发生了变化 !包括中国在内的

东亚地区主要流行株从
+,)

逐步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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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引起皮疹!特别是能够引起中枢神经

系统的损害!进而造成其他重要生命脏器的损

害"

对于手足口病 !目前尚无疫苗预防 !最重

要的疫苗就是知识!通过勤洗手#勤通风#不喝

生水喝开水 #吃熟食 #利用阳光紫外线消毒等

等" 由全国板蓝根颗粒最大生产厂家广州白云

山和记黄埔中药有限公司与中华医学会会长

钟南山院士联合研究表明!板蓝根含有多种活

性成分 !不但可以有效抑制病毒 !而且还可多

环节的免疫调节!这也是白云山板蓝根颗粒在

抗击非典中备受青睐的原因之一" 而且!肠道

病毒等危急重症极易并发内毒素血症!从而出

现肺水肿#心肌炎#无菌性脑膜炎和肺水肿等危害

生命! 采用
/+0

药材生产的白云山板蓝根可有效

清除由危急重症引起的内毒素! 充当人体内毒素

$ 清道夫%"

白云山板蓝根颗粒随身享有两种星级服务 &

第一是产品过期后可在当地授权的永不过期药店

免费换新' 第二是买白云山板蓝根颗粒免费享受

$ 个人健康服务%"广大家长紧急情况如有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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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手足口病比去年来得早

富农1曾是烙在脸上的疤
$ 文化大革命%成了卜慧珍心里最大的伤!至今提起那个时代她都会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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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 文化大革命%!是
&#

岁的卜慧珍心里最大的伤"

那个时代不仅夺走了父亲的生命!一起流失的还有她
,*

岁的尊严和一个幸福家庭所应具备的一切美好"

她总想$ 我要好好活着%!于是上了大学!进了地质勘探队!当上了大学老师!现在退休了!

$)

岁的女儿远赴外国留学"

$ 生活如此美好%!卜慧珍总不能忘记父亲#母亲!以及那些与老照片一起发黄的故事"

&

月
(

日!阳光灿烂得有些扎眼"

郑州工贸学校家属院 !

&#

岁的卜

慧珍正与从三门峡来郑参加门球比赛

的张叔叔聊天! 他们有近
2%

年没见过

面了"

卜慧珍有些尴尬!她特别想直接把

话题切到
,#)#

年$ 父亲死亡%的话题上!

她急于想知道其中的每一个细节!然而

不知是压抑得太久了!还是千头万绪不

知从何说起!他们聊了半天!话题似乎

还在门球和身体状况上打转"

$ 我爸爸是怎么死的(%卜慧珍在心

里问!从对面的镜子里她看到自己的嘴

一张一合! 但她的脑子里一片混沌!却

没问出来" 不知道说到哪儿了!张叔叔

已开始讲述曾经的故事"

在父亲死后!她知道张叔叔是$ 家

里的大恩人%" 直到此时!她才知道是

张叔叔跳进井里! 把父亲的尸体捞了

出来" 送张叔叔出门!她呆呆地靠在一

棵法国梧桐树下!夕阳西下!眼泪夺眶

而出"

怕母亲伤心!对于父亲的死卜慧珍

一直没敢多问!所有的疑问一下子积压

了
3%

年!现在她终于明白了一切" 她的

父亲卜战一是军人! 多年从事宣传工

作!$ 文化大革命%时下乡!被人扣上$ 富

农%的帽子!所以$ 架飞机%!两手被捆绑

在后面!父亲不堪羞辱跳井身亡"

当地村民在埋葬父亲的地方种了

一棵树!那是父亲存在的唯一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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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河南省内黄县
$2

岁的卜战

一决定参军!跟着当时的解放军
)(

军!踩

着抗日战争胜利的尾巴! 直接跨进全国

解放战争"

新中国成立后! 卜慧珍的母亲梁雪

得知卜战一在湖北军区出差!靠着步行!间

或搭乘马车#三轮车#火车千里寻夫来到湖

北!之后又跟随丈夫广州#湖北#河北#山东

一路颠簸"

一直到了上世纪
)%

年代! 卜家人的

生活才渐渐安定下来" 然而安定只是相

对的!因为部队走!卜慧珍一家也要跟着

走!他们不知道要去哪!也不知道能不能

再回来!如同前途未卜的$ 流亡%!于是!

每次离别前都要打扫借宿的房间! 父亲

认为$ 这是八路军的优秀传统%"

父亲是宣传员!负责鼓舞士气" 上世

纪
)%

年代的主食就是黑馍#黄馍!卜慧珍

觉得不好吃!可是当父亲说起行军时吃不

到盐!胡子都变白了时!她突然间觉得自

己$ 太幸福了%"

,#)2

年!卜慧珍在山东省青岛市大连

路小学读书!这一天他们要听一个老军人

的军旅演讲" 卜慧珍有些兴奋!要演讲的

军人就是父亲" 由于父亲经常出差在外!

他的经历让卜慧珍觉得很新奇"

看电影) 南征北战* !一个士兵举着快

板表演$ 同志们!快点走%!卜慧珍在心里

无数次地想&$ 看!那就是我爸爸" %

其实! 电影里的士兵不一定就是以

父亲为原型! 但是卜慧珍以为她看懂了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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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 父亲卜战一转业到河

南省地矿局宣传处! 随后被派往广东地

质队去主持$ 四清%工作"

卜战一的出身是富农! 后来他参加

了共产党!他的哥哥却加入了国民党!这

样的身世在很多人看来是不光彩的 !但

是从参军那一天起 !卜战一对此就从没

有回避 !在历届的整风运动中也是详细

上报!因此无论是做宣传还是$ 四清%!他

都认为自己的历史是清白的! 由于工作

认真! 单位的表扬大会上卜战一也总在

其列"

卜慧珍觉得父亲的坦诚是厄运的

开始"

,#))

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父亲

的工作更加忙碌!因为要做$ 四大%&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也是当时社会

上很多单位的主要工作"

,#)#

年!省直

单位到扶沟县搞$ 斗批改%! 父亲也去

了" 或许是为了打消母亲的疑虑!卜慧

珍听到父亲说 &$ 有问题的人都没发毛

选四卷!我发了" %

,#)#

年
$

月
2

日!郑州的雪下得很大!

正在读初中的卜慧珍下乡到信阳做知

青! 她不知道父亲在这一天永远离开了

她!不知道毛选四卷也没能救父亲"

半个月后! 卜慧珍的好友收到一封

家信提到卜战一的死讯"

卜慧珍放声大哭"

好友说&$ 是自杀" %

卜慧珍立刻止住了哭声!她不敢哭"

那个时代!自杀意味着$ 畏罪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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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草草地埋在了扶沟县一块土

地上"张叔叔说!一身湿衣服都没换!一

张破席子都没卷!父亲被草草埋葬"

家里一下子没了依靠! 经济上#

精神上都是"

无奈!母亲带着
,3

岁的大弟弟和
,2

岁的小弟弟回到了老家内黄县!下乡当

知青的卜慧珍也回到老家"

或许是打击太大了! 大弟弟变得

行动迟缓而犹疑!像在放$ 慢电影%"但是

生活的重担不容任何人躲避! 母亲和卜

慧珍可以到地里干活儿挣工分! 弟弟们

由于年纪小只能捡粪换工分"

村里的大喇叭吆喝! 贫下中农开

会" 卜慧珍高兴极了!那时候开一个会

可以挣
$

个工分" 她拎着凳子就往外面

跑! 到了会场一个阿姨抬头问&$ 你们

家是富农!怎么也来了( %

卜慧珍打算争辩!一个好心的领

导把她拉到一边说!以后开会时说社

员同志们开会!你再过来"

在这个重视成分的年代!$ 富农%

无疑就是烙在脸上的疤" 哥哥被女友

$ 蹬%了!姐姐的入党申请也被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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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很难!可是再难也总要活下

去!卜慧珍坚持着"

一天!当地的支书找到了卜慧珍!

让她在大队党支部成立的会上代表下

乡知青发言" 这无疑是$ 黑暗中的一颗

星%!在一个小凳子上蹲了一个下午卜

慧珍写好发言稿! 虽然现在看起来全

是套话!但当时台下一片掌声"

卜慧珍!哭了!又笑了"

她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回到河

南省地矿局工作" 随后!她被推荐到

成都上学!毕业后又被分配到河南省

地矿局冶金一队工作"

,#(*

年! 父亲卜战一被平反了!

卜慧珍所在的冶金队收到了一封地

矿局寄来的声明!要求去掉由于对父

亲不公判决给卜慧珍资料中带来的

不正确评价! 同时卜慧珍的哥哥#姐

姐所在单位也接到了同样的声明"

两个弟弟和母亲也已经回到郑

州!工作也得到了安置" 唯一的遗憾

是! 大弟弟并没有因为环境的改变!

精神有所好转"

,#*,

年! 卜慧珍被调往郑州工贸

学校实验室当老师"

$%%3

年!母亲去

世!大弟弟由卜慧珍照料"

现在! 卜慧珍的生活很有规律!

早上
)

时准点起床! 在公园里锻炼后

回到家中做饭!然后会打开电脑写点

东西!再用自己的
56789:

给女儿发个

邮件!讲一下自己的生活"

女儿!是她的生活重心!现在在

法国留学读研究生" 前两年!卜慧珍

上了老年大学!现在又迷上了摄影和

写作"

这两天!卜慧珍的生活稍微被打

乱了一点!因为一部热播电视剧) 我

的丑娘* !里面的女主角说&$ 我很丑!

2$

岁了'他
2*

岁!英俊!成分高!所以

选择了我" %

泪如雨下!一句$ 成分高%!让她

想起了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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