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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母亲亲花花
儿时，山里没有幼儿园。哥姐

上学，父亲上班，我只能做一个多
余的尾巴，天天拖在母亲身后。春
天， 我在阳光下追着蝴蝶蜜蜂到
处疯跑；夏天，我在田野里来回捕
捉红蚂蚱和黑蟋蟀；秋天，我蹲坐
在地头边，抱个青萝卜能啃半天，
母亲常拢一堆火给我烤一捧毛豆
再烘两个土豆。不过，母亲最常去
山里，不能带我。

后来， 母亲就让我跟着三姐
去上学。小时候我真是太淘气，总
是趁三姐前桌小男孩儿睡觉时，
用黄色的橡皮筋给他扎一头的朝
天辫，再插一头的花。要不就伙同
一群孩子把他抬到操场边的野花
丛里去， 害得三姐常常被老师骂
哭。多年以后，三姐想起来还会埋
怨母亲：“妈，你那时候咋想的？让
我带妹妹上学，她这么淘，我挨老
骂了！ ”母亲总是无奈地说：“那咋
办呢？ 没人带她呀。 ”

母亲再去山里时就把我关在
家里， 千叮咛万嘱咐我别爬上爬
下，老实待着，要不然山妖野兽会
把我抓了去。我听了很害怕，等母
亲一出门，“咔哒”门锁一落下，我
就 “哧溜” 一下躲在门后不敢出
来，一动不动，仿佛屋里有无数双
山妖的手能把我一下抓了去。 空
气静静地， 屋外偶尔传来 “咯咯
哒，咯咯哒……”的芦花鸡下了蛋
的吆喝声， 蜜糖般的太阳光隔着
玻璃撒进来， 温暖着屋里平整的
土地面， 纤小的灰尘在光里游动
着，我在门后藏着藏着就睡着了。

等母亲回来，大门一响，我立
刻蹿起来，往她怀里扑。 “老姑娘，
等会，等会……”这时我才发现母

亲手里举着一大捧的山花。 有红
胭脂般的百合， 有白绸子样的芍
药，有小灯笼似的金盏花，还有一
串一串的兰铃铛花……我赶紧找
出一个空罐头瓶装满水， 把这些
花放进去， 看它们在瓶子里欢畅
地吸水。

“妈，你以后每天都给我带花
好吗？ ”小孩子的喜悦最单纯，它
挂在眼角，结在眉间，唯独不往心
里藏匿。 “好啊，只要我老姑娘听
话。 ”也许累了，母亲微微喘息着，
不停抹着汗。

以后母亲每次进山回来总是
带来一捧山花， 我也不再害怕一
个人待在家里， 甚至有些期盼母
亲能常去山里干活。 母亲让我把
山花放在窗外， 说这样能接收到
阳光，更新鲜。我把山花放在窗外
的台子上， 往往会吸引成群的蜜
蜂和蝴蝶来， 看它们贪婪地吮吸
花粉，我有些心疼，怕它们连花瓣
也吞下去。

我渐渐长大， 有了更多的玩
伴，日子不再孤单，家里条件慢慢
好起来，母亲也不进山了。母亲会
在家养一些大叶子绿植， 它们从
来不开花。我问母亲：“妈，你咋不
养能开花的呢 ？ 你不是喜欢花
吗？ ”母亲就笑了：“我是喜欢花，
可妈对花粉过敏， 一闻到花香味
儿就上不来气儿。 ”我很好奇：“我
小时候 , 你不是常常带花给我
吗？ ”“那是因为你喜欢。 ”母亲慈
爱地笑着，脸上落满了阳光。我想
着母亲是怎样忍着呼吸之痛，一
路把那些带着浓烈香气的山花带
回家，那一刻，温暖把我的眼睛润
湿了。

我喜欢落霞般的樱花； 喜欢
如云朵的白玉兰； 喜欢丰腴的秋
菊；不过，在我心里最美的，还是
儿时母亲给我采来的那些山花，
那些新鲜的带着露珠的山花，摇
曳着微笑着，无可比拟，它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叫———母亲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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卸煤女工的暖心事儿
□赵闻迪 文/图

第一次见到陈霞姐， 就给我
留下了温暖的印象。

那是一个滴水成冰的冬天的
早晨， 我们刚开完班前会， 门就
“咚” 的一声被推开了， 随着冷
风走进来一位个头不高、 身板结
实的女师傅， 一进门就快言快语
地问： “你们家里可有用不着的
棉衣、 棉被？” 几位师傅都说有。
她语调很快地说： “天气越来越
冷， 市红十字协会准备为孤残儿
童送温暖 ， 大家捐些御寒衣服
吧！” “好， 我们把衣服洗好用
干净袋子包好带来。” 我悄悄问
班长这人是谁？ 班长告诉我她叫
陈霞， 是卸煤队的女工， 也是市
红十字协会的志愿者， 是个乐于
助人的热心人。

那天我把两件厚实的棉衣包
好送到卸煤队 。 卸煤队挨着铁
道， 粉尘很大， 我去的时候， 陈
姐他们正在卸煤， 每个人都是一
身黑尘 ， 实在认不出哪个是陈
姐 。 我一边走一边喊 ： “陈霞
姐！ 陈霞姐！” 喊了五六声， 一
个 “黑人” 直起腰来， 问： “谁
喊我？” 我跑过去， 只见她安全
帽的帽檐上都是汗珠， 睫毛上落
着厚厚一层煤灰， 防尘口罩上也
沾满煤灰， 一只手握着铁锤， 一
只手握着铁锹， 工作服的袖子卷
了起来， 手臂上挂满汗珠。 我把
手里的袋子拎给她看 ， 说明来
意。 她说： “谢谢啦 。 你把衣
服放到我桌上 。 呶， 就是从右
边数第三个房间。” 说完， 返回
车厢旁继续干活。 她抡起铁锤往
车厢上敲了几下， 一边敲一边听
声音 ， 然后放下铁锤 ， 拿起铁
锹， 一锹一锹往下铲煤 ， 有时
遇到坚硬的煤块， 铁锹挖不动，
就竖起铁锹使劲儿往下砸、 捣，
手臂没力气 了 ， 就 用 脚 蹬 铁
锹 ， 好不容易把硬煤块弄碎了，
她拉下防尘口罩， 喘口气， 抹把
汗， 继续铲煤。

我看得呆住了， 直到陈姐干
完活儿喊我， 我才跟她一起走进
卸煤队大院。 陈姐脱下脏衣服，
一边洗脸、 漱口， 一边告诉我：
“天气太冷， 煤块冻住了， 不先
用铁锤锤车厢把煤块震松动， 根
本没法下铁锹， 这叫 ‘卸冻煤’。
卸冻煤最累人了， 要比平时花好
几倍力气 。 白天卸冻煤还算好
些 ， 夜里卸冻煤更吃力 、 更受
罪， 过后整整一天， 两条胳膊都
酸软得抬不起来。” 我仔细看她
的手， 果然， 手掌尤其是手心和
虎口那里红红的， 虽然她卸煤时
戴着手套。

给孤残儿童送温暖那天我和

班长也去了。 路上， 我跟班长聊
起看到陈姐他们卸冻煤的见闻，
班长说： “卸煤工人非常辛苦。
卸完一车煤， 别人都累得不想动
弹 了 ， 陈 霞 却 是 歇 口 气 就 接
着 忙 碌———把大家的脏衣服拿
到水房洗， 或者拿个扫把扫地，
或 者 把 撒 在 铁 道 上 的 碎 煤 渣
清 理 掉……她眼里有活 ， 不爱
闲着， 对待工作特别认真， 叫人
佩服！”

到了孤儿院， 大家把捐赠品
搬运到活动室， 然后陪孩子们玩
儿。 陈姐另外买了一大包零食和
一大包卡通头绳发卡 、 口罩手
套， 打开来分给孩子们， 一边分
一边微笑着说： “小芬， 上次你
说想要的小兔子口罩， 阿姨给你
带来了， 看看喜欢吗？” “小明，
这是你爱吃的奶油饼干， 拿着。”
“强强， 你的小手生冻疮了， 快
戴上这个手套， 下次阿姨带些冻
疮膏来。” ……她走到哪里， 哪
里就响起一片笑声。 保育员笑着
说： “陈姐心真细， 多么小的事
情都能替孩子们想到。” 陈姐取
出一面圆镜 ， 让女孩子们排好
队， 挨个儿给她们梳小辫、 扎蝴
蝶结， 女孩子们想要什么样的辫
子， 她就给梳什么样的辫子， 那
温柔慈爱的样子像妈妈一样。 我
们离开的时候， 孩子们拉着她的
手依依不舍地问： “阿姨什么时
候再来？” 在陈姐的带动下， 我
们厂很多员工都加入了义工和志
愿 者 的 队 伍 ， 利 用 业 余 时 间
做公益。

我第一次见到陈姐就乐意跟
她接近， 跟她呆的时间越久就越
觉得她温暖。 记得以前看过一篇
文章说： 有的人像太阳， 积极开
朗， 散发着温暖和正能量， 让身
边的人也变得阳光起来 ， 我觉
得， 陈姐就是这样的人。

一所60多岁的中医院蕴藏着怎样的“民族自信”

北京秘密

李斌 主编

当年， 薛伯寿还在上海学
中医，有关那场瘟疫的详情，他
是后来听蒲老说的。 如今，回忆
起60多年前的那场 “战役”，在
“广安门 ” 一间普通的办公室
里， 满头银发的薛伯寿语调都
高了一些：“这证明了中医不仅
能治一般的病，危重传染病、西
医不能控制的病，也能治！ 这个
了不得！ 难怪周总理称颂蒲老
是‘高明中医，又懂辨证法’。 ”

同一时期发生的腺病毒肺
炎、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江苏发
生的流行性出血热、 21世纪的
“非典 ” ……薛老一一数来 ，
“中医药治外感热病 、 温病 ，
疗效好”。

研讨会上， 国医大师薛伯
寿薪火传承京津冀工作站正式
授牌，由他编写的《蒲辅周医学
经验集》首发。

“我从 1963年拜师，侍诊13
载，大开眼界，整理编写蒲老医
案、医疗经验，更是终身受益。 ”
回忆起往事，在治疗外感热病、
内伤杂病、 内妇儿科疑难病症
方面都具有相当造诣的薛伯寿
感慨万千。

2003年 “非典 ”发生时 ，薛
伯寿灵活运用治疫名方 “升降
散 ”，有加有减 ，及时编著 《“非
典 ”辨治八法及方药 》，并由人
民卫生出版社印成小册子赠予
一线人员，被称为及时雨。

“为什么中华民族能够繁
衍至今生生不息？ 真的和中医
药有莫大关系。 ”薛伯寿说。

多年来，“传承好、 发扬好
蒲老的学术思想， 更好地为人
民服务” 成为薛伯寿最大的愿
望。 如今，他还每周出门诊，临
床带教，参加保健会诊，是广安
门医院看病涉及病种最广的医
生之一。

“没有文化的复兴就没有
中医的复兴。 中医药根植于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必
须增强自信。 ”薛伯寿说。

“中医药的自信，首先来自
疗效，来自临床。”2017年11月23
日上午9点多，“广安门”门诊大
楼11层一间诊室内， 国医大师
路志正端坐桌旁， 正在为患者
把脉看病， 周围簇拥着七八位
学生，有的学生已经头发花白，
或已是科主任， 还有两位是从
外地来跟师学习的，谈起自信，
路老的回答简短而有力。

路志正幼承家学， 19岁起
看病， 集数十年临床经验， 形
成了以 “后天之本” 脾胃为中
心的学术思想， “路志正调理
脾胃治疗胸痹经验的研究” 曾
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
奖。 他是2009年政府首次评选
出的30位国医大师之一， 也是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医
药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如今虽

已97岁， 仍坚持每周四上午出
特需门诊。

肿瘤，往往令人色变。 广安
门医院的肿瘤专科是全国较早
成立的中医肿瘤科室之一。

“我们历经 20年研究发
现， 通过固本清源， 中医治疗
可将非小细胞肺癌晚期患者的
中位生存期延长3.47个月 ， 降
低术后复发转移率6个百分点，
并提高患者生存质量， 降低放
化疗引起的骨髓抑制、 恶心呕
吐等不良反应， 该研究2016年
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 ”
肿瘤科主任侯炜说， “治疗体
系也被 《恶性肿瘤中医诊疗指
南》 收录， 在全国65家医院推
广应用 ， 提高了肺癌临床疗
效， 节省了医疗费用。”

（十一）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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