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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亭亭玉立不染尘（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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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生毕业那年，本来是要到部队
医院工作的，但阴差阳错，没有去成。
隔了几年，兜兜转转，我又到了部队医
院，成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一员。在医院
工作的七八年时间里，我换了几个岗
位，也执行过不少大项任务。印象最深
刻的，是与一些专家教授的交往，特别
是几位老专家，虽然有的只是浅尝辄
止，但却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刚到解放军总医院，我在原第一附
属医院做一些具体的宣传教育工作。
当时医院正在大力推动文化建设，概括
总结院训、院风、医院精神等等。我们
拿出了文案，但还是有些拿捏不准，便
决定请几位老专家来把关。首先想到
的就是请烧伤医学界的专家盛志勇院
士看看。文案送过去了，过了几天，盛
院士的秘书来电话，说可以来取了。

那是我第一次去盛院士的办公室，
在医院科研大楼的二层。院士当时已
经 92岁，走路有些颤颤巍巍，我见到他
时，心里颇有几分担心。院士把他的修
改意见写在了我们的方案上，密密麻麻
的小字，写了半页多纸，都是他的想法
和思考，字里行间，饱含着很浓烈的感
情。其实，他完全可以在我们的备选方
案上划上几个勾，或者修改一些文字，
就可以了。后来我才了解到，院士到总
医院工作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是这个
医院建设发展的见证者，特别是烧伤
科，是看着它从建立走到壮大，乃至享
誉海内外的。

记得当天盛院士正在为《解放军医
学》杂志修改论文的英文提要。他感叹
现在精力不够了，论文没办法从头到尾
看完，但每篇文章的提要，还是一定要
看看的，特别是英文提要，有表述不准
确的地方，他要一一改定。那时，院士
还担任着《解放军医学》杂志的总编
辑。我环顾了一下四周，院士书橱里的
书籍很整洁，也很有序，特别是一排排
的英文期刊，非常醒目。许多书籍和杂
志已经有些泛黄了，很有些年代感，也
令我生出一份敬畏。

后来，我偶尔会到院士那里去，多
是因为工作。有次，我陪院领导去看
他，正值《盛志勇院士集》出版。这是
“中国医学院士文库”的出版项目，收录

了他一生的主要研究成果，非常厚的一
大册。样书有限，几个主要领导得到了
赠书。院士对秘书说，以后有了书，其
他同事也要送一册作为纪念。我当时
听了，以为是客套话，但没多久，我都忘
记这件事了，院士还是托他的秘书送来
了一册论文集，并且签名留念。

二

我所在的医学中心，几十年来，名
家辈出，在军内外颇有影响。后来，领
导考虑到我喜欢写作，让我利用业余时
间，组织编写一本书写医院专家教授的
报告文学集，我欣然接受了任务。半年
多时间里，我组织了一些文学爱好者，
从培训到组织选题，再到分工写作，终
于完成了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这是第
一次为这些专家教授进行集体“塑像”，
出版社要求我们把好事实关和学术关，
不能有硬伤。我将其中的一些章节，分
头送给了一些专家教授来审阅，很快就
得到了肯定的反馈。

这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崔德
健教授的意见。有次我正在办公室，崔
教授亲自过来，送来了她的修改意见。
同时告诉我，有不明白的地方，可以随
时到她那里去交流。我看了崔教授的
修订稿，删改很多，也很细致，有些地
方，还真看不太明白。于是便专程去请
教了一次。崔教授和她的老伴黎沾良
教授一个办公室，他们都是医院的专家
组成员。那天，她详细给我讲解了书稿
中的不确切之处。对书中一些作者的
文风，她也不满意，认为比较啰嗦，大有
删改的余地，还随口吟了郑板桥的一句
诗联来佐证，乃是“删繁就简三秋树，领
异标新二月花。”

崔教授是医院呼吸科的老主任，退
休后被聘为医院专家组的成员。她和
老伴黎沾良教授都是上世纪六十年代
从苏联留学归来的高材生，后来又在美
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做了博士后研
究。虽然已经退休，但作为返聘专家，
两位老专家一直兢兢业业，对于院内的
会诊，他们总是随叫随到，对于医院的
学科建设，也给予了很多支持。后来，
我听说两位老人还用退休金资助了几
位贫困地区的学生，且都学有所成。因
为某个机缘，我再去崔教授的办公室，
想了解她资助学生和爱护患者的一些
事情，但她却婉拒了，认为这都是应该
做的，不值得宣扬。

因为在工作之余接到了一些写作
任务，我有幸认识了一些医学大家。黄
志强院士却是我没有接触过的，他 2015

年去世后，我才接到写作院士生平的任
务。我读了能找到的所有资料，印象最
深刻的，是他做事的极端认真。几乎所
有学生都佩服院士的这一点，诸如院士
看患者的片子非常专注，从不敷衍，有
时时间会很长，也常常能有独到的发
现。黄院士技术精湛，但他行事低调，
不事张扬，在业内和患者中留下了极佳
的口碑。在胆管上做疑难手术，难度很
大，每每都是险中求胜。但院士对于他
所做的每一例手术都非常认真，甚至像
完成艺术品一样去操作，可谓尽精微而
致广大。

因为写作黄院士的生平，我听到一
些院士的故事，深切感到这是一位儒
雅、洒脱、智慧的医学大家，可惜无缘接
触。为了丰富素材，我采访了他的一些
学生。有一次，我去采访他的学生焦华
波——时任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在
焦副主任的办公室，我询问黄院士的一
些情况。他拿出黄老的一册著作，其中
有一张图片，用的是他做过的一例手
术，上面特别注明了焦华波的姓名。焦
副主任告诉我，当时他做了一例难度较
大的手术，认为比较典型，就拍照发给
了老师。后来院士出版著作，采用了这
张照片，不但特别注明了出处，还在序
言中进行了鸣谢。说到此处，我看到焦
华波的眼睛湿润了。

三

我还接到过一个特殊的写作任务，
是为苏鸿熙教授撰写一篇传记文学作
品。当时，总医院正在集中宣传牟善
初、周继林、叶慧芳和苏鸿熙四位医学
大家，已经在全国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总医院领导安排我为苏鸿熙教授写一
个长篇人物传记，以文学的方式为榜样
“留影”。这四位医学大家，当时都是百
岁老人，他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雨，
阅历多、视野广、积淀深，他们在为病患
服务上，始终都能坚守行医初心，堪称
医界之楷模。我对苏教授的经历略有
所知，但细节并不了解。对我而言，为
医学人物写长篇传记，有些为难，且当
时本职工作十分繁重，但在读了苏教授
的相关素材、查阅了诸多档案资料之
后，却有了一种油然而生的敬意，故而
还是顺利完成了任务。

苏教授是一个有着赤子情怀的医
学专家。南京解放前夕，他得到赴美
深造的机会。南京解放后，当时的南
京市市长刘伯承特批他继续学业，但
希望他能够学成归来、报效祖国。临
行前，刘伯承送给他一枚党徽。这枚

党徽，苏鸿熙终生珍藏。我写这篇报
告文学，便有意采用这个党徽作为象
征，穿插在他人生的各个时段，无论是
留洋海外，还是后来一度遭遇人生的
重创。老作家王宗仁看了我的这篇作
品，对这个写作手法予以好评，认为它
不但是连接文稿的一个线索，还是照
亮一个人生命的精神支撑。

苏教授的妻子苏锦是一位美国人，
原名简·麦克唐纳，他们是在美国西北
大学附属医院相识并相爱的。苏鸿熙
当时是实验室的进修医生，苏锦则是一
名医学助理。苏锦陪伴了苏鸿熙一生，
放弃了自己的国籍。他们于 1957年带
着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人工心肺
机，辗转多个国家，行程数万公里，最终
回到了中国。看照片，苏锦是一位典型
的西方美女，于是我对这位美国女性的
人生选择有些好奇。当时，我收集苏教
授的资料，有些历史时期还有空白，采
访也不是太顺畅。诸如问到他们的恋
爱史，没想到刚刚还很热情的苏锦，却
顿时变了脸色，认为这是他们的隐私，
无需告诉他人。当时我颇有些不理解，
甚至有些尴尬，但后来想想，倒觉得自
己冒昧。

苏教授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的严
格，他脾气急，对自己的学生和下属有时
也会大声斥责。我采访过他的几个学
生，几乎都有这样的反映，但后来却都很
理解。他的一位学生专门从上海打电话
给我，举了一个这方面的例子，说他写的
论文有个不准确的地方，被苏教授严厉
训斥。后来他写论文都特别的谨慎，由
此从未遭遇过退稿。对待工作和学术，
苏老从来是不讲情面的。

苏教授对于患者的态度，也令我感
触颇深。他的好几个同事和学生曾对
我说，苏鸿熙最怕老百姓看病多花钱，
他看病尽量为患者节约费用。如果有
下属或学生治病花钱少又看得好，他就
很高兴。他的一位学生说，京郊有位患
者给苏教授送了箱北冰洋汽水，他知道
后要求学生无论如何也要送回去。很
多人当时都不理解，但苏鸿熙就是这么
“不近人情”。

那次我去金沟河干休所登门拜访
时，苏鸿熙教授已 102 岁了，思维也已
有些迟缓。这次拜访，让我感受到了
一种很特别的氛围。苏鸿熙家中的客
厅布设得很朴素也很温馨。他的妻子
苏锦年轻时的照片，摆放在家中最醒
目的几个地方。我一一看着那些他们
年轻时的照片，联想起采访过的那些
老专家，都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心底
满是春风般的温暖。

如沐春风记
■朱航满

我曾经在大地上观察过蚂蚁如何
生活。西北高原上的蚂蚁是“豪放”的，
不知疲倦地行走，我有时感觉它们像一
群微型的野马，总在肆意奔跑。我也好
奇，在南方松软的土地上，蚂蚁会不会
有什么不同。可当回到城市，回到高楼
上，我好像不太能轻易见到蚂蚁，当然
也就不怎么想起蚂蚁了。事实上，无论
大小，和生命有关的事总归是大事，可

又经常会被忙碌的
人们所忽略。

大 概 十 年 前 ，
我在家里的书架上
翻到一本《本草纲

目》。我看到书中记载了很多动物的
药用价值，尤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有
关猫的部分，因为我们家一直养猫。
对于一个还没有成年、很多观念亦未
定型的小孩而言，这是一件神奇但却
难以理解的事。我甚至一直想隔空向
李时珍发问，虽然研究清楚世间各种
药材并非易举，但难道人类找不到别
的东西来替代这些动物吗？难道没有
这些东西，人类便难以生存？

我后来才知道，很多生灵本应在
大地上自由地栖息、奔跑，却被人类搬
到餐桌上，外皮被人剥下制成皮草穿
在身上。我想，那些人或许并没有需
要“补益”或“救治”的病症，这样做仅
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某些欲望吧。

无意间在网上看到一段宣传语，
“既然环保不能拯救地球，那么人类为
什么还要提倡环保——因为能拯救人
类自己”。我虽然不喜欢也不认同这
种言语，但也只能承认它或许道出了
问题的实质。人类迫切应该学习如何
去看待、善待大自然。即便行动的改
变举步维艰，思想的改变应该不会令
人失望。

大地上时时刻刻都发生着许多关
乎人类命运的大事。每每想到草原的
风、海上的雨、山间的月，我便执拗地相
信，自然永远值得悉心呵护，大地对我
们并未灰心失望。

大
地
不
会
失
望

■
徐
濬
思

爸爸是一名消防战士。从军报国，
这个绿色的梦，从儿时一直伴我长到
18岁。

梦想并不总能照进现实。去年高
考发挥失常的我，没能戴上军校的校
徽。半年多来，地方大学丰富多彩的
学习生活令人愉悦，但未能穿上军装的
遗憾，像春天的植物幼芽，常常不知从
哪儿就冒了出来。

2020年春季征兵！一定要抓住这个
机会，我在全校第一个报了名。盼望着，
盼望着，春天的脚步近了，我每天锻炼
身体，等待征兵体检的到来。然而，庚子
之春，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全国人民的生活节奏，春季征兵的
体检工作也适当延后，我当兵的愿望再
一次“停摆”。

对军队的向往，让我把更多的目光

投入到子弟兵的抗疫战斗上。我一边
观察，一边思考。我发现，反应最快的
是他们。在我吃年夜饭、看春晚的除夕
夜，他们就出征武汉，当真是兵贵神
速。我忍不住想，自己拖沓、丢三落四
等小毛病，与一名合格的军人差距有多
大。我发现，最能打硬仗的是他们。火
神山医院、重症“红区”、疫苗研发，到处
都能看到军队医护工作者的身影，令人
激动的喜讯也一个个传来。我在想，正
是因为他们的牺牲奉献，因为全国人民
万众一心，这场抗疫战斗的形势才能快
速扭转。我若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首
先要传承“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红色
基因。我发现，老百姓最信赖的是他
们。人民群众说，“解放军来了，我们不
怕了。”患者说，“解放军是能托付生命
的人。”电视新闻里，看到他们被口罩勒
伤的面颊、被消毒液洗得变色的双手，
我又为他们自豪，又为他们心疼。我在
想，人民子弟兵的背后是人民，他们喊
出“誓死不退”，是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
仰。今天他们用忠诚和生命保卫老百
姓，明天我要成为他们，保卫我身后的
父老乡亲。我发现，胜利后找不到的是
他们。解放军医疗队就这样悄悄地撤
离了。爸爸摸着他救火时留下的伤疤，
告诉我，“危难关头，最先到达、最后撤
离，是解放军的传统。有个电影叫《凯
旋在子夜》，你从网上找来看看，就明白
了。”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我在想
是什么造就了这支不惧任何敌人、又赢
得人民无比信任的军队？

如果说，在这之前，当兵是我青涩的
青春梦想，经此一“疫”，入伍就是我坚定
的信念追求。抗疫战斗取得了阶段性胜
利，相信征兵的消息会再次传来。天南地
北，无数热血青年正
向着军营汇聚——接
受祖国挑选。我要
说，解放军请等着我，
我要成为你的一员。

我
要
成
为
你

■
杨
卓
达

思想的火炬
■柳 歌

从伦敦往北，再往北一点

便是海格特公墓

选择长眠这里

原不想照亮什么

只是想陪陪燕妮，安静一会儿

让奔腾的思绪小憩一时

让飞翔的翅膀拢起片刻

或是让心中擂个不停的战鼓

休止几个节拍

抑或是把深邃的目光

暂时收回 那不是目光

分明是锋芒，是火炬

是雷电与利剑

视线所及，裂石穿云

洞穿客观与主观两个世界

连门洞上的浮尘与蛛丝

也燃烧殆尽

进了大门，有大片草坪铺开

也有繁花似锦

而您一无所有

默默地立于路边

全是那些身处底层的人们

用众多的人心

凝聚成一座耸立的丰碑

让您到达天空

无论是今生还是今日

我都来晚了

一波又一波的游人

在我前面 默默地立于墓前

奉上敬仰，捧出赤心

他们的肤色不同

民族各异

带着五大洲迥然不同的气息

您给世上那些劳碌的人们

带来了种子和希望、阳光和雨水

而这个世界

却给不了您果腹的粮食

蔽体的寒衣

甚至不能让您在笔耕之余

稍稍驻足

在饥饿中，您的思想

依然生出大鹏一般的翅膀

在贫寒里，您的双目

照样挟带着雷霆与闪电

为在黑暗中挣扎的人们

送来一缕阳光

一抹新绿

因为思想替您活着

《共产党宣言》里飘出的幽灵

从没有停止游荡

那本厚厚的《资本论》

被越来越多的人不停地翻开

再也没有合上

一百多年了，您目光炯炯

笑容依旧，连颌下的大胡子

也没有减少一根

反而长出了不少新的奥秘

在和风中

微微散开，轻轻拂动

这一刻
■张永红

这一刻春风轻拂花苞，

庚子年的春天龙吟虎啸。

望青山默然顿首，

听汽笛声扬九霄。

宽广的长江黄河，

盛不下十四亿人的心潮；

巍巍的泰山昆仑，

载不动一次次深沉的心跳。

这一刻的春风，

托着我们炽如岩浆的热忱，

扑进母亲的怀抱。

这一刻的春风，

伴着那些永放光彩的生命，

催促我们开始新的起跑。

四月的春风映着香花，

庚子年的春天白云飘飘。

四月和煦的春风，

拭去人间热泪，

舒展杨柳枝条。

期盼明年此时，

风车悠悠旋转，

风笛尽情欢笑。

拂去曾经的伤痛，

畅享岁月静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