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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年 12 月 初 ， 我 在 家 里 摔
倒。看到拍片报告的一刹那，我简
直绝望了：左侧股骨颈粗隆骨骨折
三处，其中两处移位！
主治医师姓王，是个帅气小
伙，和我儿子差不多大。他认真地
看片，检查，询问病史。看他皱眉
沉思的样子，我惴惴不安。我知道
自己伤得很重，而且，前一年膝伤
动手术，拆线、取钢钉钢丝，每次
伤口迟迟不愈，还发高烧。这次我
是断不肯再做破皮手术了。
王医师静静地听完我的诉求，
决定先给我做皮牵引。他拿来器
械，认真地做着，还让我先生和护
工看着学。他说先用皮牵引固定位
置，再考虑下一步。
对大多数患者来说，手术愈合
快，效果明显，更何况，手术还是
这家医院骨科的强项。而我，害怕
手术，选择保守治疗，骨头接不拢
的概率很大。住院时间长，会远远
超过医保规定的住院天数。我给了
医生很大的压力。
王医师对我说，不做手术，万
一牵引效果不好，就没法坐立，更
不用说走路了。他耐心劝说着，让

陈若仪

随感

我权衡各种治疗手段的利弊。我心
里热乎乎的，因为他的友善和负
责。但是思考一夜后，我还是选择
皮牵引。
此后，王医师每天来看我，有
时在清晨上班前，有时是下了手术
台后，有一次快晚上九点了，他刚
下手术台还没吃饭，就来指导我做
“拗膝盖”动作。看我乐呵呵的，
他高兴；见我愁眉苦脸的，就鼓励
我。每次看到他，觉得像见了我自
己的孩子一样亲切。我暗暗鼓励自
己，努力配合治疗，不辜负他花费
的心血！
住 院 41 天 后 拍 了 片 ， 骨 头 位
置还行，王医师略松了一口气。他
还是每天来看我，鼓励我。我有时
候夜里睡不着，思虑多多，就跟他
微信聊天。除了病情，我们还会聊
些别的，比如分享一篇好文章。
病痛中，医患间的这份亲情让
我倍感温馨。没料到就在此时，可
怕的疫情来了，王医师要去隔离区
做志愿者。原来说好是两周，后来
却延长到 40 天！那一个多月，他
怕万一有个什么闪失，没来看我。
虽然这样，他仍时时关注着我和其

他病人。而我，则无数次祈祷疫霾
早散，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平安归
来。他们，就像亲人一样，让我牵
肠挂肚。我的心随着疫情的起伏，
或悲或喜，时而叹息时而流泪。
王医师不在身边的日子，护士
们一如既往的体贴、暖心。疫情期
间，一天两次测体温测氧饱，无论
日夜，只要在病房里看到这些白衣
护士的身影，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
我就有安全感。我的静脉又细又
脆，住院时间一长，两臂几无可下
针之处，护士们为了我，使出了浑
身解数。她们在我手臂上一点一点
地摸着，寻找着，有时候还会用上
“ 花 式 打 针 法 ”， 比 如 “ 浅 针 法 ”
“深针法”，甚至“弯着打”。有时她
们几个研究好了再打。我不会忘记
胡护士那天给我成功注射时在病房
门口那声“哎哟妈啊”的欢叫，那
种像攻克险关一样的成就感和欢欣
溢于言表，让我热泪盈眶。
2 月 13 日我又拍了片子。在隔
离区的王医师微信告诉我骨头位置
很好，就是还很“嫩”。他嘱咐我
康复锻炼要持之以恒，但不能过
量。言短情长。

骑车
穿过长春路

在西门口下了地铁，离目的
地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我犹豫
了一下，看到路边散落的单车，
还是决定以骑行的方式完成这一
段路程。
开了导航，把手机插到衣服
的小口袋里，就这么跟着指引
骑。
下午两三点的时间，一切正
好。四月的阳光没有那么毒辣，
也没有那么吝啬，很适宜地散播
这热量和光照。空气也流动着，
柔柔地吹着耳畔的发丝。
我晃晃悠悠地骑着单车，被
这样的天气熏得有了昏昏然的睡
意。一路骑过了天一阁、意卡
菲、华侨豪生，眼前突然一亮。
是那样动人的、富有生命力
的翠绿啊。这一截长春路，路旁
两侧的香樟树经过漫长的冬季，
迸发出焕然的生机。这些树经过

颜文祥

一年年的风吹雨打，高大得令人
心安。天空被密密麻麻的翠绿枝
丫遮得只露出一点一点的碧蓝，
像是镶在叶子上的蓝宝石。
柏油马路上微微闪动着树
影，整一片都是。再往右，是流
淌的深邃的河。有戴着斗笠的老
翁撑着鱼竿，哪怕脸上依然戴着
口罩也不见紧张了。
又见到老人开出了修修补补
的流动小车，自得地闭着眼睛在
躺椅上休息，等待顾客上门。街
上虽说不上游人如织，车水马
龙，且人人都戴着口罩，但又如
此清晰地让我觉得，光景这般美
好。
单车骑错了车道，我是那
一尾逆着水流的小鱼。流淌在
这样的春色中，后背微微发着
热，温暖，祥和，并且深深地
感动着。

祖孙俩

戴红燕

摄

小叔，一定要少喝点呵

时光轴
我知道这一天一定会来的，但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上星期天，我
去看望小叔，他依然躺在床上，不
省人事，但在婶婶和堂妹的精心照
料下，面色还是红润的。没想到仅
仅过去五天，小叔就走了。接到堂
妹打来的电话，我悲痛万分，眼泪
禁不住夺眶而出。
两年前，小叔在他的外甥——
也就是我表哥家吃饭。表哥热情好
客，小叔又喜欢酒，多喝了几杯，
上厕所的路上，双脚不听使唤，仰
天摔了一跤，顿时头破血流，神志
不清。被送到医院抢救，命是保住
了，小叔却成了植物人。表哥“好
心办坏事”，内疚与悔恨让他直不
起头来，倒是我父亲劝慰道：“你
小舅舅性格就这样，这也许是他的
命。”
小叔出生在四明山深处的一个
小山村，他是第一个走出大山的颜
家人。父亲兄妹 6 个，小叔排行最
小，他读过初中但没有毕业，在兄
妹中文化程度算是最高的。那年杭
州钢铁厂来村里招工，小叔被选
中，去省城当了一名“炼钢工
人”。直到 1991 年 7 月，我到杭州
读大学时才知道，小叔尽管在钢铁
厂工作，但从来没有见过钢花四溅
的场面，他在杭钢修建队里，平日

从事搭钢构、拌水泥、筑路、修设
备等基建工作。修建队基本上是户
外作业，小叔兢兢业业，没有一句
怨言。在钢厂上万名工人中，小叔
也许是最普通的一个，但他像草一
样坚韧，像牛一样勤劳。他把一生
献给了钢厂，直到 5 年前退休，回
到余姚老家。
小叔对我的好，让我刻骨铭
心。
小时候，小叔每次回老家探
亲，晚上总喜欢让我睡在他的身
边。他给我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让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我读
小学四年级那年暑假，小叔发出邀
请，让我去杭州住几天。这是我第
一次走出小山村。当时小叔住集体
宿舍，上班时，整幢宿舍楼空无一
人，小叔怕我寂寞，就把我带到工
区，在那里，我认识了他的许多工
友，他们的工作既辛苦又快乐。为
了迎接我的到来，小叔的一位工友
特意从家里带来一只小兔子，给我
玩耍。到了星期天，小叔先带我游
览美丽的西湖，又把我带到最最向
往的动物园。我第一次看到了活生
生的老虎和大象，这成为我回到学
校后最让同学们羡慕的一次经历。
吃中饭的时候，小叔点了一瓶啤
酒，执意让我也喝一杯。这是我第

一次喝酒，尽管喝起来有点苦涩，
但我知道，这里面有着小叔一份特
别的爱。也就在那天，小叔对我
说：“你看杭州西湖美吗？现在要
好好读书，长大后到杭州来读大
学。考上大学，你就是有出息的人
啦！”
最让我难忘的是那年冬天，我
因腿疾在江苏镇江的一家医院做了
手术。出院那天，一个人乘火车返
回杭州，打电话让小叔来火车站接
我，小叔一口答应。因为火车抵达
杭州已是深夜，早已没有了到杭钢
的公交班车。我当时拄着双拐，行
走不便。小叔约了一位工友，两人
换骑着一辆平板三轮车，来火车站
接我。接上我后，他小心地把我抱
上平板车，给我披上厚厚的棉衣，
安顿好后，让工友坐在我边上时刻
照顾我。然后，小叔就骑着平板
三轮车向位于杭州半山的钢厂出
发了。从杭州火车站到他的钢厂
宿舍，有 20 多公里。一路上，北
风凛冽，小叔迎风向前，脚踩踏
板是那么有力。骑到半路，他与
工友换骑，他上车时，我发现他
额头上挂满汗滴。好不容易骑到
宿 舍 ， 东 方 破 晓 ， 一 轮 红 日 跃出
山头。他打来热水让我洗脸洗脚，
转身又去食堂买来早餐，叮嘱我好

好睡觉，中饭他会送来，说完拉上
门上班去了。
1987 年 9 月，我考上大学，如
愿来到杭州读书。听到这个消息，
小叔比谁都高兴。我刚到学校的第
二天，小叔就找到我的寝室，帮我
整理床铺，购买生活用品，我俩还
一起上街挑选了一辆自行车。离开
时他说：“星期天没事，你就骑车
来我这里吃饭。”随即将一把宿舍
钥匙塞到我的手上。此后，我每隔
半个月就骑车去一次杭钢，在小叔
那里过上一夜。那是一段多么难忘
的时光啊，我和小叔一起吃夜饭，
喝口小酒，聊聊家族里里外外的
事，一顿饭有时竟要吃上两三个小
时。也就在那个时候，我知道了小
叔好酒的原因：他长年在外打拼，
总觉得亏欠家人很多，但作为一介
平民，又无力调回家乡，思念、牵
挂，焦虑、无奈，他只能“借酒消
愁”。小叔酒瘾的背后，有着一份
难言的酸楚。
5 年前，小叔退休回到余姚，
终于和家人团聚了。本来他会和许
多人一样安享晚年，然而，一次贪
杯竟然酿成大祸，这实在让我难以
接受。此时此刻，当我写下这些怀
念的文字，心里默念：小叔，您在
天堂里，一定要少喝点酒呵！

胡荣誉

记游

亲历

“岭景”是我的老家，知道它
在哪儿吗？
从宁波朝台州方向驱车一个
半小时，在天台羊头下高速，沿
着一窗都是风景的幽静山道行驶
十多分钟，越过一道临海市与天
台县的交界岭，出现在眼前的山
势，像一只大铁锅，锅底那个村
庄便是岭景。
岭景村坐落在高高低低、重
重叠叠、郁郁葱葱的山岭包围圈
里，像蚌壳里的一颗珍珠。当
我睁开眼睛第一次打量这个世
界的时候，岭景就给了我一个
春天。从此，我迷恋岭景的春
天。
抢先报春的总是桥边那一棵
桃树。它是从石缝里自己长出来
的，一人多高，碗口粗细。或许
是哪位先人路过此地，刚好吃完
桃子，随手把桃核一扔，正好卡
在石缝里，从此生根发芽，长成
如今古拙朴茂的样子。别看她来
路不明，占据的地理位置却极
好，头顶高耸青山，脚踩一溪碧
水，身边横卧着一座村民必经的
小桥。过了腊月，春江水暖，她
便率先用一树灿若云霞的鲜花，
义务通知来来往往的路人：春天
来了。
一瞬间，四面山岭立即起了
响应：土里钻出草尖，树上绽出
嫩芽，它们像被激活的音符，奏
响了春天的大合唱。
村后的山里有个“兰花谷”，
长着许多九头兰，根茎发达，花
朵硕大，十米开外就能闻到其
香。我们一行欣然前往。
春天的岭景充满野性。近年
来无人上山斫柴，灌木荆棘芒茅
等率性生长。我们往密林处只走
了百余米，山路就断了。尽管手
里有锄头、砍刀、登山杖，都无
济于事。看样子，路是被野猪拱
断的。这种哼哼唧唧的生灵，彪
悍机敏，长嘴像一台小型挖掘
机，专门对山路下嘴，采取最原
始也最管用的防御措施，毁坏人
类交通线，保护自身的生命安全
和地盘不受侵犯。这家伙皮糙肉
厚，出入荆棘丛如入无人之境，
山上到处留着它连滚带爬的痕
迹。我们没有“二师兄”的能
耐，只能望山兴叹。好在兰花并
非集中在兰花谷，我们勉强到达
的地方，就有十几株兰花正悄然
开放，好像为我们的虔诚朝觐给
予适当的奖赏。
苏轼赞美兰花“本是王者
香，托根在空谷”。兰花耐闻，幽
香清爽绵长；她也耐赏，碧绿的
叶子丝带般披挂，中间伸出一根
绿茎，一串彩色的花朵竞相开
放，像长茎上停着许多美丽娇羞
的蝴蝶，让人不忍靠近，生怕惊
飞了它们。大山的确是花的家
园，在兰花的周围，我们看到了
杜鹃、枙子、迎春、山茶等等，
不过她们都没有兰花开放得早，
现在都还含着苞，等着第一声春
雷的呼唤，便把整座山染红。
即便花朵有千般姿态、万种
风情，也不是岭景春天的全部，舌
尖上的岭景，更可品咂出春天悠长
的滋味。
“鹧鸪唱歌，野菜装箩”。岭
景是野菜的聚居地，马齿苋、婆
婆丁、蟹钳青 、 野 芹 菜 、 荠 菜 、
年 青 、 胡 葱 …… 到 处 乱 长 ， 庄
稼地里，石头缝中，田埂土
坎，渠旁沟边，荒山树林，都
能见到它们的身影。挑野菜最
好是早上太阳刚醒时出门，这
时的野菜睡了一夜觉，补足了
养分，叶子上还挂着晶莹的露
珠，倍儿精神，也最为多汁鲜
嫩。如果说，早上的野菜尚处
于 豆 蔻 年 华 ，等一会艳阳高照，
野菜水分消耗，皮硬筋出，就成
了徐娘半老。
农家主妇，都是烹饪野菜的
好手，各种做法流传千年，荠菜

金

毅

追春何不来岭景

住院记

冯秋玲

静脉输液结束，我打算出院。
3 月 12 日中午，王医师终于可以进
病房给我做出院评估了。他穿着一
尘不染的白大褂，似乎比先前更成
熟、更帅气了。我兴奋极了，超水
平地展示自己的康复锻炼成绩，引
得王医师、护工和我的家人们惊喜
连连。而我，则像一个“人来疯”
的孩子，渴望得到表扬。王医师说
我能得 100 分，我快乐得身上每一
个细胞都在起舞！
3 月 14 日上午，我出院了。两
天后，王医师也结束隔离区志愿者
工作，回到骨科。大家都平平安
安，皆大欢喜。在这难忘的 101 天
里，我经历了绝望、希望和“新
生”。现在，骨头对位好，能独自
坐起来了，假以时日，我就能站起
来走路了！
上 世 纪 90 年 代 ， 我 三 次 重 症
都是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把我拉出
绝境。后来，我加入志愿者队
伍，以此报答社会。这次严重受
伤，又是该院骨科医护人员齐心
协力，帮我脱离险境。几次住
院，我和医护人员结下了深厚感
情，甚至二十多年过去，当年的
医生护士退休了，我们仍是好朋
友，平时还有联系。
这次特殊时期的住院经历，让
我又一次看到了医护人员在灾难面
前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人性光
芒。王医师和他的同事们是这一群
体中的成员。医者仁心，大爱精
诚。这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付出
远比一般人多。多体谅为医者的不
易，尊敬他们，配合他们，这是我
们全社会应该做的。

包扁食，胡葱炒鸡蛋，凉拌马齿
苋，芘花炒豆干，年青和米粉做
成青团、青饼、饮圆……什么样
的野菜做什么样的食品，分门别
类，合理搭配，出锅都是好味
道，正如著名诗人兼资深吃货陆
游所言：“野蔌山蔬次第尝，超然
气压太官羊。”
岭景的许多岭，被竹园覆
盖。对于当地山民来说，没有春
笋的春天是有残缺的。岭景的传
统美食号称“九大碗”，即在婚丧
嫁娶或者重大节日，九道菜盛在
九只大海碗里，摆满八仙桌，佳
肴美馔，热气腾腾，而“笋尖”
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这道菜做起
来很复杂，工序从春天开始，将
整棵春笋焯熟后压扁晒干，坚如
铁板，硬如骨头，能用它敲钉
子，久藏不腐不霉；要吃时，拿
出来放在清水里浸泡十几个小
时，稍软后切成薄薄的笋片，再
泡十几个小时，待软如面条，便
可放进锅里加油慢火煮炖。漫长
的制作过程，往往预示着更出色
的美味，这道菜可谓笋中的经
典，清脆爽口，回味无穷，百吃
不厌。
饭后当然需要一杯茶，岭景
人自有成片的茶园，那雀舌似的
嫩芽，在第一场春雨降临后便争
先恐后地冒了出来，在一垄垄碧
浪似的茶园上跳舞。半天工夫，
我们的竹篮里就有了四五斤新鲜
茶叶。
炒茶是个技术活，把妹妹家
的土灶烧旺，但火候要掌握好，
大铁锅不能太热。倒下茶叶，戴
上手套，不停地翻炒，待叶片里
的水分慢慢消散，卷曲成一团，
便可出锅了。
抓一小撮放进杯里，冲上烧
开的山泉水，看刚卷起来的叶子
又翻滚着缓缓舒展开来，像一群
山野精灵在水里舞蹈，香味随蒸
汽从杯口袅袅上升，最为纯正的
春天味道沁入肺腑。
岭景的春天与人是融为一体
的，春色关不住，会从村民们的
眼角眉梢溢出来。

紫云英

诗歌

紫云英，也叫红花草
即使，现在进了城
我还是愿意叫她——
草子，这样更能理解
我们的关系
她以前是家里的常客
沿着一日三餐排队
有着一个不错的归属
母亲不止一次地赞美过
我们满足的样子
不像她的乡下姐妹——
荠菜、马兰头和艾草

在时令中看涨
在词汇里娇贵
在舌尖上留香
她肥过地、肥过牲口
也肥过我们，但懂得
再怎么绚丽，怎么
蓬蓬勃勃地长，也只能
接受往深处去的命运
四月，屋后的麦田里
她从这一边绿到另一边
三十年来，我身居城市
仍旧怀念那一片
新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