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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渐行渐老的我们（三）
6
8岁的明姐，无论怎样都想不到与她朝
夕相伴的老伴，从得病到逝世，前后只三个
月就弃她而走。老伴儿是养生达人。单位每
年的体检，他历来各项指标最好。每次体检
完回家，老公都拍着胸脯信誓旦旦，这身板
一点儿不输小年轻。天不随人愿。前年单位
体检，医生嘱他过后去医院拍个 CT。肺部有
阴影。他没有当回事。轻松地告诉夫人，小
时候得过肺炎，那是钙化点。人最怕过于相
信自己。老公学过中医，职业又跟医疗有关
系。平时注意养生，门框蹭脊柱，接连蹭坏
了三件羊绒衫。枸杞，红枣，西洋参搭配高
度白酒，一天二两，不多也不少。老父亲拼
酒伤身，让他耿耿在怀。就连香烟，他都没
有大瘾，始终处于半戒状态。去年单位没组
织体检，别人电话叨叨不满意，他自信满怀
说不检查也罢。谁让咱吃嘛嘛香，沾枕头就
睡着呢？前年，去年，今年，对头三年，足
让一棵小树拔高，也让病做成了。
年初，他突然一根烟都不想抽了。说味
儿太呛人，荤腥也不沾，说太恶心，腰带重新
砸了两个扣眼，夜里睡觉不能平躺，左胸闷，
压，出气不顺，还伴有重咳。家人嘱他去医院
看看。他在药店加诊所处输液一周后说有缓
解。明姐看着他还是不对劲。生拉他去大医院
拍了肺部 CT。上午拍的，下午等结果。年
前，天下着小雪，路也很滑。一向心疼老婆的
他，竟然默许明姐一个人独自骑单车去医院拿
CT结果。结果惊人，晚期肺癌，不能手术。
国人早已通晓对绝症病人实施障眼法，拿到结
果明姐电话独女。母女合计出肺囊肿的 CT检
验报告。有病得治，治疗是希望。接下来，
在大医院的两次化疗。化疗后的狂吐和便秘
反应承受之余，不知是自欺还是欺人，他不
仅和病友说自己是肺囊肿还和前来探视他的
所有人都这样说。尽管在这之前还做过一次
肺部的活检。医学证明千真万确，夫人女儿
“篡改”的检验结果实难验证到底懵住了他，
还是没有懵住。

前后两次化疗不见起色，瘤子顽固，丝
毫没有变小。女儿说，不能让父亲受罪了，
得改变打法。在家饮食和中药调理。国外的
高级营养液，野生的桦树茸，石斛，燕窝，
大闸蟹，鲍鱼，各种蘑菇，冬瓜，芋头，白
萝卜，食谱一夜之间沧海桑田。女儿说平日
他们吃的太不讲究。太不合理。要重新构建
家庭营养坐标。女儿请了长假，主厨一日三
餐。期待着奇迹的发生。
得病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宏观的原因，
医学的因果，个体无能为力。只有查找自身
的原因，从自我做起，从调整饮食做起。女
儿主厨了，明姐不顾三年前的髋骨骨折，术
后内置钢板所带来的种种不适，夜以继日，
精心服侍在侧。老公躺不下，就陪他说话聊
天。年轻时各自忙工作，夫妻像这样的彻谈
极少。双双退休有时间了，又各自专注自己
的爱好。这场病祸，让夫妻开启了夜谈。谈
到高兴处，老公嘴角露笑。伤心处，明姐落
泪。如果上天能让这夜谈持续的时间长一
些，再长一些，也不至于那样的残酷。只一
个月，老公连半躺都成奢望。只能半坐。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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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让人听了心如刀割。人也不能站立了。
之前还能用脚蹭着抹布，每天替明姐把 3室
1厅的地面擦干净。中医治疗意在调理。比
如舌尖疼，西医会给你开消炎药，严重了输
抗生素。中医则不然。望闻问切后开的药方
是调理心脏。看似南辕北辙，其实各有用
心。中医治本，治本的中药常常和风细雨，
即使重症的猛药，刀光剑影也不多见。明姐
给老公请了中医，且每周到医院把脉，开始
两周还行，后来老公不能下床，去不了医
院，就拍舌部的照片，手机微信发给医生，
医生根据照片开药。明姐细心煎药，力求火
力周到，不能因自己的操作让药力哪怕些微
的减弱。明姐好干净，草药煎之前清洗好几
遍，同下锅的蔬菜一样，恐怕不干净，给老
公服后带来不适。后经医生提示，有些中药

不能大洗，成分会流失，这才归于正常。每
天两次服中药，家人努力挖掘服药后的效
果。饭多吃了一口，咳嗽少了一点。单位同
事看望之前张罗着剃须。点点滴滴，丝丝缕
缕 的 “ 好 点 ”， 都 给 家 人 阳 光 一 样 的 希 望 。
亲戚，朋友，同事，邻居甚至久未谋面的熟
人的探视，是否让他预知了不祥？探视对家
人是安抚对病者呢？尽管双方谁都没有一个
字透露病的真相，是否病者对自己的病就真
的一无所知，完全信了那被改动过的病检报
告？可谁又能冷静，严峻，权威地不顾及任
何人的感受，直接向病者公布他的真实病
情？面对绝症，几乎家家，人人历来讳莫如
深，除非面对极特殊的病者。可又有什么办
法让一代又一代的病者和家人不如此陈陈相
因呢？
明姐的老公终于熬不过了，瘦成“纸片
人”，三个月就走了。素来坚强大气很能成事
的明姐实在撑不住了。多年职场行政一把
手，家庭里的老大，让她处事冷静果断干
练，从不优柔。老公的离去，让明姐变了一
个人。那么喜爱裁剪、编织的她，这些爱好
都没了兴趣。眼前都是老公，不管白天还是
黑夜。老公很干净，快 7
0岁的老男人没有一
丝油腻，洁净的衣着，挺拔的身材和那一篇
篇见诸报端的论文、随笔以及谁都难以复制
的独门小厨红烧肉。甚至 4
0多年前，老公参
加报刊有奖知识问答的挑灯夜读书的情景全
都映在眼前。那时，女儿还在幼儿园，为了
那些囊括了数学，文学，地理，历史五花八
门的一个个“填空”，月薪 3
8元的老公硬是
花了 1
0元，买了十几本字典，词典，地理，
历史，文学书。至今，这些发黄变旧的书还
在书架上。
不单单亲人，老同事，同学，几个地方
的邻居都抓时间过来陪陪明姐，或打来电
话，发几条微信语音。大家都愿意她早点走
出阴霾。病者躺下了，生者应站立。还有不
少的事等着你做呢。大家都这样劝明姐。明

姐深知大家的良苦用心，她尽力维持那种惯
常的坚强，比如群发早安内容的微信，去朋
友圈为熟悉的人点赞留言，再为遇到难题的
老同事开导解心宽。女儿让她晚上睡觉，至
少一个房间开着灯。白天不要关电视，节假
日还带她去周边游玩。每天每天三口过来和
她一起吃饭，餐后孩子爸爸带着儿子回家辅
导作业，女儿就陪她说话聊天儿到很晚很
晚。明姐说女儿为了父亲已经请假了两三个
月，怎么能够还继续占用女儿的时间呢？女
儿还有老公和正要读初中的儿子呢，他们的
小家也有好多的事要处理。然而，往事并不
如烟。每天都在眼前。夜深人静的时候，明
姐陷入沉思。她失眠了，一点觉都没有。整
宿整宿地睁着眼。没有觉睡，明姐就写。自
老公得了绝症，明姐开始写日记。没法说，
说不出的，她都写进日记。难过，悲伤，无
助，绝望。老公的痛苦，难受的表情，病情
的演变，大大小小，蛛丝马迹，明姐都详细
写进日记。写的过程好像面前有亲人，朋友
跟她交流，写完，长舒一口气，会感觉好受
一些。老公病初，病重，以至垂危。明姐都
在写，不停地写。一边写，她一边想前想后
找原因。老公究竟为啥得了这病？甚至连年
轻时夫妻为某件事的拌嘴，明姐都不放过，
甚至认为是不是由此引起。有人说，癌症是
性格原因。爱生气，遇事走不出的人容易
得。老公不擅于表达。还有人说不爱动的人
得癌症的几率大。老公不懒，虽然不像运动
员或者健身达人那样有固定的健身项目，至
少不是足不出户。骑单车接送外孙女，买
菜，绕着小区走圈，伸胳膊，踢腿，垫脚蹲
常做着。有人说运动健身，不爱得病。在老
公这儿咋就不灵了呢？明姐后悔没有跟老公
一块多去几个地方旅游，让老公通过旅游开
心，痛快。明姐恨自己没能及时洞见幽微，
早些发现老公身体哪儿不对劲……
面对癌症，既然健身、养生都无补，别
说明姐，谁又能给出一个万全之策？

做老师，真好
□ 戚晓丽

思想起
暖暖的风，送来了暖暖的春日。这个季节，
又让我想起一个叫蓝洁的女孩儿，是她让我感
受到了做老师真好。
那年，我是一名五年级的班主任。像往常
一样，我踏进了教室。讲课前，
习惯性地用目光
扫视了教室，这个时候我发现蓝洁的座位是空
的。孩子没来上学，家长又没有请假，直觉告诉
我，这个孩子又出了问题。于是我决定，下班后
去家访。
冬天的夜晚总是来得太早。下班后我和家
人打了招呼，就去了蓝洁的家。她家住得比较
偏僻，加上天黑，再加上一个人的我，带着些许
的恐惧，一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到了她家。
敲了几下门没有回应，
再用力敲几下，叫了
几声孩子的名字，还是没有回应。这时我发现
门是虚掩的，轻轻地推门而入。眼前的情景让

我震惊了：一间带炕的房子，几件破旧的家具，
昏暗的灯光下，
电视在地上躺着，孩子在炕上躺
着……当时在想，这该是个怎样的家庭呀。
蓝洁听到响动，睁开眼睛，看见我的一刹
那，抱着我，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向我哭诉着，
爸爸进了监狱，
妈妈没日没夜地玩麻将，输了回
来就摔东西，打孩子。现在自己发烧了，没有吃
药，也没有吃饭，妈妈中午走的到现在都没有回
来。说不出当时的感受，似有千根针在扎着我
的喉咙。
我简单地收拾了一下屋子，到外边的小卖
部给她买了方便面和火腿肠。当热气腾腾的面
被孩子一扫而光时，孩子望着我，哇的一声又哭
了，这次哭得我真是莫名其妙。孩子边哭边说
着：
“老师，你要是我的妈妈该多好呀。”虽然我
已经是一位母亲，但此时此刻却让我感受到了

做母亲的别样的快乐，感受到了真挚的师爱带 这个职业的认同和幸福。
给我的快乐。我的眼睛湿润了，我的心里被这
就是这一句“老师，你真好”激励了我的教
种快乐包围着。
育生涯。
第二天早晨，
当我再次走进教室的时候，我
一晃 2
0多年过去，我依然奋斗在教育这片
发现孩子们在议论着什么，而蓝洁则在座位上 我热爱的沃土上。回顾自己从教以来的工作生
头低得不能再低。带着眼屎的脸，无比蓬乱的 活，我又何尝不是一路满载幸福而来呢！今年
头发，似乎在告诉我，
也许孩子的母亲昨天又是 我送走的毕业班是从小学一年级带上来的，做
一夜未归。
了孩子们六年的老师，他们分享着我的爱，我们
我把她带到办公室，了解情况后，我打来了 一同分享着“杨桃”和“白公鹅”的约定。”学习
热水，给她洗了脸和头发。弯弯的眉毛，大大的 《画杨桃》时，我说我没有吃过杨桃。当时班里
眼睛，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蛋，一个眉清目秀 的一个小男孩说：
“ 老师，等毕业了，我送你杨
的女孩子展现在我的眼前。我用心给她梳着头 桃”
。毕业的那一天，我的讲桌上堆了十几只杨
发，她转过脸，现出恬静，对我说：
“ 老师，你真 桃。更让我没想到的是，那个暑假，我的学生拿
好。”是啊，老师，你真好！多么简单的一句话 着一只大白鹅守在了我家的楼下……
真挚的师爱赢得的童心，让我再次感受到：
语，就是这句简单而又再普通不过的话语，它包
含的是我的爱被接受的肯定，包含的是对教师 做老师，真好。

让歌声飞扬
艺文志
我曾在唐山大剧院欣赏了一场“建国 7
0周 红》 时，脑海中浮现了小时候看的电影 《冰山
年献礼”中央歌剧院多民族合唱专场音乐会。 上的来客》 的剧情，就想到 《怀念战友》《冰
时至现在，场上优美的旋律，仍在耳畔回响。 山上的雪莲》 等歌曲；尤其是，每当这首歌的
我对乐理知之较少，但对音乐一直情有独 旋律响起时，自己就会不由自主地唱起来：
钟。喜欢唱歌，喜欢歌曲中的旋律，尤其喜欢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歌中的故事，歌中的世界。我在全民 K歌中，
为什么这样红
已经练唱了 1
7
0余首歌曲，每日歌声飞扬，已
哎红得好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经成了生活的一部分。欣赏一场音乐盛会，乃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爱情
久之期盼，也是一大兴事。这场合唱音乐会，
……
音色整齐，没有一丝杂音；音高准确，高音清
尽管那时对歌词内容理解不深，但就是
楚，低音浑厚，发声和谐；指挥洒脱，诠释精 莫名其妙的喜欢，一直唱到现在；听到这首
准；伴奏娴熟，技艺精湛。整场音乐会，给人 歌，就想到那时和哥哥一起走夜路，趟小河
的感觉演员训练有素，音色纯净，极富表现 （还乡河），去邻村看这部电影，尽管在本村
力，是一场高水平的合唱音乐会。
已经看过，还要到邻村继续看，看到熟悉的
在音乐会上，共演唱了十几个民族的歌 把里面演员的台词都能复述。童年时，走村
曲，每首曲目前，主持人还会把该民族的一些 串庄看电影 《冰山上的来客》，成了那个年代
简况给大家介绍一下，把曲目的主旨简练地陈 最美的定格。
述给大家，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作品。通过介
我在听 《嘎达梅林》 这首蒙古歌曲时，想
绍，普及一下各民族的文化，让我们感受到各 到了歌中的蒙古族传奇英雄，出生于内蒙古哲
民族文化之绚烂，通过歌曲来增进相互的了 里木盟(
今通辽市)
达尔罕旗(
今科尔沁左翼中
解，增加文化自信，提升凝聚力。
旗)
塔木扎兰屯人，姓莫勒特图，本名那达木
音 乐 会 结 束 后 ， 我 驱 车 返 回 学 校 的 路 德，又名业喜，汉名孟青山 ，为蒙古人的幸
上，听车载音乐频道讲，每首歌都有一个故 福而奋争，人民永远怀念他。我记着，我和
事。每首自己喜欢的歌，还会有与众不同个 这首歌相识是 2
0余年前，我在外国语学校担
性化的故事。
任教学副校长时，听音乐崔老师的课，老师
我在欣赏塔吉克族民歌 《花儿为什么这样 课上就是领着同学们欣赏、学唱这首歌，每

祖国，
青春万岁
□ 张树生 赖盛愉

□ 赵骥

每月作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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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卫国

每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自己就会不由自
情就在那里 不来不去
主地唱起来：
你爱 或者不爱我
南方飞来的小鸿雁啊
爱就在那里 不增不减
不落长江不呀不起飞
……
要说起义的嘎达梅林
唱这首歌，是为了怀念“最美的情郎”，
是为了蒙古人民的土地
是为了追忆“最美的爱情”，也是为了体会
……
“默然，相爱；寂静，喜欢”的境界，领悟
每当唱起这首歌，“锦瑟无端五十弦，一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我还会再读读他
弦一柱思华年”，我都会想到那时年轻的我， 的 6
6首情诗，寻觅真爱，体会真情。期待他
心怀梦想，无所畏惧，立德立言，不问西东。 的情诗都被谱成曲，成为情歌，便于传唱。他
每每听到这首歌，就想到年轻时的我，就会唤 的情歌流传至今仍被传唱，还会被推至永远，
起我对诗与远方的无限憧憬，就会焕发无穷的 成为真正的“经典”永珍藏，永传唱！
力量，让我感觉到岁月不老，芳华永驻！
在这场音乐会上，有的熟悉的歌又相见，
我在听藏族民歌 《见与不见》 时，深深地 如台湾高山族民歌 《阿里山的姑娘》、塔塔尔
被音乐家们的精彩演唱所吸引，首次听这首 族歌曲 《在那银白色的月光下》 等，如老友重
歌，使我对寒假时读过的高平著的 《仓央嘉 逢，自然喜不自禁，自然浮想联翩；还有，又
措》 又加深了理解。仓央嘉措有一颗不避世俗 听到了一些与我初次相逢的歌，诸如白族歌曲
的心，向往自由、爱情、人世之乐。在佛的世 《白月亮啊白姐姐》、瑶族歌曲 《晒秋》 等，虽
界里，他是一个“异类”，敢于突破世俗；在 是初逢，但一见倾心，相见恨晚，我会很快和
人的世界里，他被称为“世间最美的情郎”，“她们”由相识到倾心的。
敢于追求真爱。我准备学唱这首歌，她一定会
好歌，是民族的，也是经典的！是经典
如我喜欢的那些好歌一样，一旦旋律响起，我 的，就应该永传唱！
就会不由自主地唱起来：
一场音乐会，让我遇故知，如醇酒之浓；
你见 或者不见我
一场音乐会，让我识新友，如春雨之甘。
我就在那里 不悲不喜
携旧友新朋上路，让歌声飞扬，让岁月如
你念 或者不念我
诗，让青春永驻！

我虔诚地匍匐在广袤的大地上
聆听东方巨人行进的步履铿锵
我幸福地依偎在祖国的怀抱里
静听母亲心脏那波次有序的律响
真理的温昀让你从蹒跚到稳健
风雨的洗礼让你从羸弱到盛强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从天安门广场升起
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那一刻
你以坚毅的步履走向了未来
走向了光辉灿烂的今天
七十年的脚步铮铮
七十年的沐雨栉风
七十年的甘苦凝心
七十年的砥砺前行
七十年啊，只是时间长河的一瞬
可你却以非凡的胆略
走出了气势，
走出了惊艳
走出了泱泱大中华的尊严与辉煌
看！群山巍峨，
蓝天辽阔
听！江河吟曲，
大海涛歌
七十年的风霜雪雨把你镂刻得
清丽脱俗，大气昂然，
神采飞扬
祖国啊，亲爱的祖国
你用如椽的巨笔泼洒浓墨重彩
把神州大地勾勒得五彩缤纷
你用宫商角徵羽的古老音律
把北国江南讴歌得大气磅礴
你用华夏五千年的智慧
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沃土上
创造了无数的人间奇迹
演绎着五十六个民族的华彩群芳
清晨，黎明撩开天际的薄纱
悠扬的驼铃伴着沙洲醒来
大漠没了昔日的肆虐
满眼是铺天盖地的绿，风车
摇着昨夜的梦
熙风里，树草婆娑
远处，一抹淡淡的晨雾
半掩着洁白的蒙古包
晨阳里牛羊低头觅食着青青草
构成天上人间大美的画廊
海的故事不是杜撰，不是寓言
堂堂的华夏子孙用勤劳和智慧
续写着亘古至今的历史与华章
南海造市固守着祖先为我们
留下的每寸疆土海池，
让椰树临风，
霓虹闪烁，国旗飘扬
浪涛中钻机轰鸣直奔龙宫取宝藏
绵延的海滩一汪咸水粳稻飘香……
江南乌镇劲刮世界科技新风
中关村的脑洞灵光通张
创新，借 I
T与网络大数据
用神来之笔编写着超人的大剧
让畅想变现，
让幻想成真
让曾经的梦疯长
银河迎来新客，
北斗与
“北斗”
相伴
天涯咫尺，路短情长
月亮多了仙女，
嫦娥与
“嫦娥”
相牵
广袖共舞，桂花酒香
广寒宫不再寂寥 清冷
月球车带着向往，
带着祝福
徜徉在古老的月面
写下人类最美的诗行……
敬佩！无数英雄呕心沥血
淡泊名利，隐姓埋名几十载
用两弹一星为祖国筑起了铁壁铜墙
航母劈波斩浪走向深蓝
隐形战机神出鬼没穿苍穹
彪悍的“东风快递”醒着警惕的眸
时刻为伟大的祖国站岗
科技、血性、枪刺的寒光
凝聚着人民军队
钢铁般的意志无比坚强
飞船“天宫”游弋太空
崭新豪华的空天驿站，
明天将在遥远的宇宙剪彩
张开双臂迎接世界的来客到访
让人类的智慧在茫茫太空
熠熠生辉迸发出璀璨之光
改革助力时代前行
开放与世界相拥
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
完成伟大的民族复兴
啊！祖国，亲爱的祖国
各族儿女衷心祝福你，青春万岁
一个多元、包容、自信
现代美丽的中国，敞开胸襟
以纳八面来风之势
永远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新诗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