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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医生的非正常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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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小易

“小编辑”的“大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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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不住长江边，所以不知道“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壮阔；我家不住
黄河岸，所以不知道“三万里河东入海”的豪迈；我家不住西湖畔，所以
不知道“红云十里波千顷”的柔婉。我，出生在门头沟区的一个小小山
村，成长在门头沟区的门城，关于水的所有记忆都跟门头沟有关。虽然
它既不壮阔豪迈，也不柔婉清新，但在我的记忆中，它却是快乐的、多姿
的、温馨的。

上世纪70年代，我出生在门头沟斋堂。童年里，关于水的记忆虽
然不多，却很深刻。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夏日暴雨后，村尾那条干涸
许久的沟，会有浑浊的水从高处一倾而下，湍急而汹涌。于是，我和全
村的小孩子们便会站在村尾的高处兴奋地瞧，淅淅沥沥中，倾盆后的余
韵，敲打着我们期盼的脸。因为，大家都知道：经过几日的沉淀，那水便
会变得清亮动人，那时候的水将会成为我们孩子的乐园。待到那时，男
孩子们会垒砌一道歪歪扭扭的泥巴墙，在水中玩耍嬉戏。女孩子们则
会假装拿着要洗的衣物，在河边晃来晃去，偶尔趁大人不注意时，将小
脚丫放在水里，而一件衣服往往可以洗上一天。小时候的我，贪图玩
耍，妈妈便恶作剧地就将抹布丢给我去河边洗，而我却兴奋地好像得了
美玉般，奔跑着与小伙伴们并排蹲在河边，拖过一块圆滑的石头，轻轻
搓、慢慢揉。偶尔，撩起水花，泼洒在其他小伙伴的身上，你来我往间，
咯咯地笑声，飞过了山岭，跨越了丛林。那样的开怀，让那时候的水，充
满了快乐的记忆。

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上学了，寄宿在家住门城地区的奶奶家。
奶奶家只有一间半的小平房，屋子里除了床，就是爷爷满满的书箱。记
得大约是一个夏天，天气很闷热，街巷的男孩子都裸露着上身，不断地
在公用的自来水前冲刷头部，那年的夏天似乎雨水特别多，让人总有种
无处躲藏之感。每次下雨时，都会成为我们全家总动员的时刻。因为
屋子漏雨，我们都会听奶奶安排，拿着家里的盆盆罐罐在屋子里接雨。
奶奶指挥着正在欢度暑假的我和表妹、堂妹们，漏雨多的地方放大盆，
漏雨少的地方放小罐。男孩子们进进出出倾倒已经接满的雨水，或者
紧急将被褥和书箱挪到不漏雨的地方。爷爷则在家门口竖起挡板，以
防雨水倒灌入家门。

全家上下，忙忙碌碌，既紧张又有序。记忆中，奶奶家屋后黑河沟
里的水，雨水最大时就要没过后墙的窗台了。但是，那时的我们居然没
有慌张，都很有序的在防汛。雨停后，前后院的孩子们都欢呼雀跃，集
中到河边看水流。水中夹杂着西瓜、西红柿等蔬菜、水果，偶尔捞到一
个，能兴奋上许久，听大人们说这些都是从上游冲下来的。雨歇时，房
管所的工人们则爬到房顶，挨家挨户的查缺补漏。那时候，关于水的记
忆里，除了快乐还有一点小小的担忧。

上世纪90年代，我家搬到了大一些的房子。屋子虽然宽敞了很
多，但是却没有路灯，路面也满是灰土。正处在爱美年龄的我，每次穿
高跟鞋，都充满了怨气，鞋子被小石子磕绊的惨不忍睹。而到了下雨
天，泥泞的道路，更是水坑过了是泥坑，泥坑过了是水坑，苦不堪言。而
那时候的水，在我的记忆中再没有快乐，只剩下泥泞与坎坷。甚至，那时
候我最大的愿望都成为了：嫁人，一定要嫁居住在水泥路沿街的人家。

进入21世纪没几年，便传来了棚户区改造的好消息。全家整装，
期待早日被拆，也住进新楼房。期盼变成现实的那一天，我的心里好像
灌满了蜜。笔直平坦的大道、花团锦簇的街巷、干净整洁的步行道，哒
哒的高跟鞋声与往来的车辆声、乔迁的祝福声，交织成一曲欢乐的交响
乐。搬进新家后，一家人精心布置，巧思装饰。干净整洁的厨卫、静雅
温暖的卧室、宽敞明亮的客厅，犹如梦中的理想穿越到了现实，心里不
觉间便生出了“水光潋滟晴方好”的感叹。

偶尔雨天，再不用被泥水所扰，只需静心赏景：大雨时，半卧在窗前
的塌上，凝神细听“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华章；小雨时，斜倚在窗前，独自
饱享“潇潇疏雨打窗轻”的曼妙……40年的记忆，40年关于水的记忆，
从不知水自何处来到卧听风雨至；从不知愁滋味到喜看水长流……40
年关于改革开放的记忆，从黑白灰的的确良到色彩缤纷的绫罗棉麻、从
油盐酱醋到咖啡巧克力、从低矮的土石房到鳞次栉比的高楼，从冒黑烟
的拖拉机到快速环保的磁悬浮……

40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是短短一瞬，但在人的一生中却占
去了半生。历史的须臾改变，重塑了我们的生活，完美了我们的旅程。
处于变革中的你我，只需浪遏飞舟，只需中流击水，不辜负这峥嵘岁月，
不辜负这风华正茂，不辜负这如月年华，任尔挥斥方遒。

(接上期)
“医生，您就告诉我这病能不

能治，是良性还是恶性？”那女人问
完这句话咬住了自己的嘴唇。“这
个病本身不存在良性还是恶性，因
为它根本就不是肿瘤。”赵医生本
想耐着性子讲下去，可他的脑子突
然莫名其妙跳到了另外一件事情
上去了。也是一个咬嘴唇的动作，
就是那早已被他忘怀的一幕记忆
突然闪现，让他再次陷入晕眩，一
时间竟然失语。

“就是说有救，你能治好他的
病是吧？”那女人一把抓住他的小
臂，攥得那么用力，十个指甲全都
抠进了他的肉里。他只能愣愣地
点点头，实际上他想说的是，手术
稍有差池，一旦伤到脑干，病人也
许就没命了，或者成了植物人。但
手术如果做得相当成功，血管瘤剥
离得干净利落，他也能还给她一个
完全健康的丈夫。他没说，他完全
没办法说话，等他回过神来的时
候，办公室里已经空无一人。门大
敞着，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敞开着
颅骨一样可怕，他迅速起身关上了
房门。关门的一瞬，那一幕又闪现
在他眼前。

那是在熙来攘往的火车站出
站口，他爸最后一次打他，二话不

说正反两个大耳光就掴在他脸
上。那一年他19岁，不久前才以
全省理科状元的身份考上名牌医
科大学。但是第一次上解剖课他
就吓得肝胆俱裂，差点没把整副内
脏都吐出来。跟谁他也没说过，呕
吐的时候他小便都失禁了，真是太
惨烈了。打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
己说什么也不是干这行的料。考
虑再三他打电话回家说想转系，哪
怕退学重考也可以呀，凭他的成绩
还怕明年考不上其他专业吗。结
果两天以后他老子就坐着火车赶
来了，还特意叫他去接站。原来就
是为了让他更早地挨上那两个大
嘴巴。挨打的时候，正有一个拎着
提包的姑娘从他爸身后走过。瞧
见了这一幕，受到惊吓之余，那姑
娘向他报以一个极复杂的微笑。
笑容里既有对他同情、理解和抚
慰，似乎还表达着一种同命相连的
哀怨，笑过之后她甚至和他对视了
一会儿。那不是错觉，赵诺者肯定
她确实停下脚步和自己四目相对
来着。那清澈的眼神简直就像是
有温度有触感的手指一样抚过他
火辣辣的脸颊，抚过他受伤又屈辱
的心灵，还停在那里，一只手扣在
他的心口，一只手捧着他的脸颊停
顿了片刻。然后，她似乎欲言又

止，最后却只是咬一咬嘴唇便离开
了。她收回目光的那一刻，赵诺者
感到自己的心失重了、脸麻木了，
刚刚亮了一点的天又黯淡了。这
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与爱情沾点
边的经历，准确地说只不过是一丝
内心体验罢了，很快连他自己都忘
记了。从此以后他封死了心与脑，
一心一意只关注一件事：做一名合
格的医生。他做到了，岂止合格，
他成了一名出类拔萃的医生。但
任谁也想象不出他为此付出了怎
样的代价。

他自己都觉得奇怪，十几年下
来，手术做过几百上千台，看那些
血淋淋的场面比看自己的手指都
多，为什么直至今日他仍然会感到
不适应？好在他通过一种严苛的
自我修炼，可以将那种不适感控制
在完全无害，或者说是控制在自伤
的范围内。天长日久，他练就了一
身自己都称奇的绝技——学了那
么多年自然科学，但他却暗地里把
自己在手术室里的状态归为神秘
体验，有点类似于某种宗教仪式或
是气功心法的东西。总之，只要手
术一开始，他便可以让自己全身每
一个细胞都高度紧张起来，全身心
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他可以彻底
地排空自己，化身一支完全没有思

想、没有杂念、没有感觉的冰冷的
手术刀，所剩唯有一样，那就是专
业技术。所以，几乎所有手术他都
手到擒来，无往不胜，入职以来一
直保持着0差错率的完美表现。

但是手术一旦结束，他的精神
就会瞬间垮掉，身体也会随之袭来
各种强烈的生理反应。首先是特
别夸张地大量分泌唾液，如果不一
刻不停地大口吞咽，他就会涎水横
流，如果一个没吞好，又会呛得猛
烈咳嗽，这样一来就极有可能引起
呕吐。接下来是头晕、目眩、耳鸣、
呼吸困难、体温上升、出虚汗继而
整个人濒临虚脱。哪怕是再小的
手术之后，他都会有这样强烈的反
应。他必须快速躲进自己办公室，
反锁上门，对着角落里的水池呕吐
一番，有时是干呕、有时是实打实
把胆汁都吐出来。然后他用头顶
在墙上吸一支烟，等大口抽完烟，
他半边身子也就都倚在墙上了，他
要闭着眼睛运好半天气，有时干脆
休克上几分钟。一般大手术之后
他都发现自己灵魂出窍一般蜷缩
在墙角地板上，不知多久才能魂归
体内。这全套的磨难都过去之后，
他才能渐渐恢复体力，头脑也清醒
过来

（未完待续）

在高高的山岗上

看花，看草，看流动的云影

看阳光的笑脸在露珠上打滚

覆盖花朵的光阴

成为攀爬的青苔

蔓延出春的盛年

寻常的日子

数着蜗牛的痕迹

抱着树下的阳光

踏入陌上花开

桃花妆点的裙裾

如古典的月光

倾倒了宋词里的诗意

我怀抱大地

头枕星空

在流年声色中看掌心跌落的尘埃

用平淡的过往写出浓烈的色彩

踩着夕阳沉入山野的回影

在隐秘的大树下追溯春天的粉黛

青衫裙锯散入高山云岚

驮着美梦的马匹

在小径深处消失不见

水光潋滟晴方好
谭啸

今天我早早地起了床。走到
阳台放眼望去天空是那么的蓝，
好像被蓝色的颜料染过似的。带
着美好的心情，我们红领巾文学
社队报“小编辑”们就要去京西时
报编辑部和门头沟电视台学习参
观了，而我离梦想又接近一步。

下午，我们兴高采烈地来到
了集合地点。我发现：我们个个
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有精神。“今天
我们是小编辑，将来我们就是大
编辑”，李老师总是这样鼓励我
们。我们排好了队，拍了照，却早
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了。这

时，听李老师说，报社的贺老师来
接我们了。老师对我们提出了很
多要求：到了大院内，不能大声喧
哗、不可以随便乱跑、要认真参观
学习，体现我们东小学生的良好
风貌……同学们有的点头，有的
大声回答：“知道啦！知道啦！”

我们先来到了《京西时报》编
辑部，随着贺老师一起来到了美
编室，看老师们怎么排版。随后，
编辑老师们给我们讲了一些编辑
的知识，在编辑部让我记忆最深
的一句，就是：“每一份报纸，都是
我们门头沟的一张文化名片。”每

张报纸都是报社全体人员辛勤努
力的成果呀！记者、美编、责编和
校对，要反反复复审查好几遍
呢。在这里，我们对编辑自己的
校报也有了新的认识，报纸的每
一个环节都很重要。

在电视台演播室，报社老师
说，连他们自己人都不可以随便
进呢。在一间大工作室里，有那
么多的屏幕播放着不同的电视节
目。我终于知道，电视上那些电
视剧什么的，怎么会按时按点的
播出了。电视台的大玻璃窗内，
好多编辑叔叔在专心致志地工

作，我们的到来，好像一点儿也没
有影响到他们。最后，我们又去
了直播间，我们门头沟电视台的
主持人杨央姐姐可漂亮了，有的
同学还要她的签名了呢。

参观结束了，回家的路上，我
想：通过参观学习，我们一定会在
以后的队报编辑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我也要像报社和电视台的叔
叔阿姨一样，爱自己的工作，认真
做好每一期队报，将来实现自己
的“大梦想”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编
辑。

指导教师：岳素霞

春色时光
陈瑛

京西琉璃厂 作者 高永明

女人如花！女人是一朵绽放在红尘中
的花，五彩缤纷，美丽浪漫，在每一个年华
都芬芳如诗。冰心曾说过：“世界上若没有
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
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而这美就像
女人如花的清香和淡雅。

女人美丽如花，需要呵护，更需要一个
解花人读懂她的心；女人洁净如花，不染纤
尘，对爱的诠释永远是始终如一；女人芳香
如花，不施粉黛，相夫教子的美德常常流芳
百世。

世间的女子都是一朵花，每朵花开的
样子都不一样，有高贵的牡丹、有优雅的玉
兰、有高洁的荷花、还有热烈的木棉，她们
都有美丽的花期，有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真
正的赏花者看得见花的灵魂，听得见花的
心声，知道她的前世，更了解她的今生！认
识一个写文的女子，没有妖娆的身段，没有
艳丽的容貌，只是那优雅的一举一动和美
不胜收的文字却硬生生的入了人心。在新
书发布会上不描眉，不点唇，清汤挂面的头
发，一身素色的衣服，于嘈杂的人声中出奇

的安静淡然。就那么静静的坐在那里，那
与生俱来的书卷气质，就硬生生的碾压了
那些嘈杂的媚俗。就像三两枝斜倚着竹篱
修竹的桃花，于一片绿色中远远的就叫人
赏心悦目。

许多女子就如那竹林外的桃花，于红
尘诱惑中自有不同的风姿，她们善良，她们
快乐，她们身心宁静，她们勤劳本分，她们
自信从容，她们相夫教子，她们不染纤尘，
她们敢爱敢恨，她们保持自我本色。无论
贫穷还是富裕，无论卑微还是高贵，她们都

由内而外散发着美丽和善的光芒，让每一
个靠近的人都感到舒适和惬意。

身为女子，做不了牡丹，做不了木棉，
做一朵竹林外的桃花也是美好的，虽然比
不了十里桃林的波澜壮阔，美艳惊心，可是
这竹篱修竹外的三两枝桃花却更加的超然
生动、清新脱俗、雅致迷人。掩映在一片朦
胧的翠绿中，静静的开在那里，于时光的流
逝中，于岁月的变迁中慢慢打磨自己的灵
魂，然后，从容地应对岁月的无情。不争阳
光雨露，不贪恋红尘诱惑，就在上天安排的

生命规律中生生死死，生有清风吹素蕊，死
有白雪掩芳魂。然而于纷繁的红尘中，谁
又能真正做到不食人间烟火？在世俗的洪
流中我们需要不停地努力，不停的奔波，让
自己的生命不留白，让自己能够在得与失、
成与败的转换中泰然处之。

十里桃林，春色满园是一种美，而竹外
的三两枝桃花亦是一种境界。在这熙熙攘
攘的红尘俗世中，就做一朵竹篱修竹外的桃
花吧，坚持自己的本真，拥有两三个知已好
友，于这迷离的春光里简单、阳光的生活，足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