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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吴牛喘月袁 与友逛花卉种
子市场袁买回舶来的矮脚葵种子遥我
暂且存放橱柜遥待来春三月育芽袁装
盆袁让沉寂一冬的阳台开一片金黄袁
招惹蜂蝶阳光遥这么想着袁心就吱吱
地拔节袁涌动着明媚的春光遥
过了小雪袁 乃是瓶水冰天下寒
的时节袁咋的天气一反常态袁来了个
数日回南遥 厨房暖烘烘袁 什物湿漉
漉袁 就差那么一点没把空气拧出水
来遥 开空调抽湿袁擦橱柜水雾袁却意
外发现袁那葵花籽萌动了心事袁一粒
嫩芽破壳而出袁亮了厨房些许颜色遥
芽儿呀芽儿袁 你千不该万不该
这么早就出来遥 难道你已嗅到了春
泥解冻的气息钥 闻到了布谷春归的
啼鸣钥 看到了二月春风剪出柳絮的
丽影钥 可现在还是冬天呢钥 冬没有
温暖袁没有爱遥 你探着小脑袋袁眨着
小眼睛袁一脸的可怜又可爱遥
你从太平洋那边来袁 一路的风
雨兼程遥 你的身上还凝结着厚厚的
风浪和燕鸥的啼鸣遥 既然与我今生
投缘袁 就该静静地泊进我的橱柜里
歇脚袁安顿一下疲惫的心情遥 然后袁
我再带着你穿过风雨袁 踏过隆冬的
雪线袁翻越陡峭的冰山袁投入春的怀
抱袁绽放生命的灿烂遥可现在还早着
呢袁过两天袁窗外又是北风呼啸袁一
片冷落萧条噎噎
悔不该我把你放在错误的位置

张立华

夏日悠悠袁悠悠岁月袁就该悠
悠地过遥 门前风雨袁都是世间最美
的风景遥 忙的是人生袁闲的是心境遥
野黄鹤一去不复返袁白云千载
空悠悠遥 冶第一次读崔灏的这首诗袁
却不是在大名鼎鼎的黄鹤楼遥 千里
迢迢袁我守在家中循规蹈矩地消着
连绵的暑假遥 年少时光里袁翻着文
言的叶西游记曳袁半懂不懂袁却看得
如痴如醉遥 那些惊奇的故事里袁多
少光怪陆离都忘却了袁只有漂亮的
诗句一直留在记忆里遥 怪不得李白
也要叹一句院野眼前有景道不得袁崔
灏题诗在上头遥 冶
年少的暑假时光是最快活的
日子袁漫长得漫无边际袁每日里醒
来不知今日何事袁昏头昏脑地起来
往南去遥 走过电影院看看今天有什
么最新的电影袁却并不进去袁只跑
马观花地看看五光十色的介绍袁便
一心离去袁再往南行袁去吃热腾腾
的油条与豆浆遥 走那么远袁才吃到

上袁 又怪那错误的天气哄骗了你的
痴情袁让你误闯了冬寒遥快快回到壳
中去吧袁我娇小可爱的小生命遥把冬
关在门外袁把冷酷无情关在门外袁紧
紧抱着爱袁你才会有将来遥但开弓哪
有回头箭啊袁 生命的脚步一旦开始
远征袁就注定无法回到原点遥枉自嗟
呀袁水中月袁镜中花袁到头来空劳牵
挂遥我为我的过失感到自责袁也为你
的痴情深感痛惜袁这一错袁便成了千
古恨袁演绎了生命的凄美遥
把你继续留在橱柜里袁 让你慢
慢去死袁我于心不忍遥你是阳光的崇
拜者和坚定的追求者袁 我哄不来春
天也捉不来太阳遥 把你装盆植在阳
台上袁那可是数九寒天袁你羸弱的身
躯怎经得起风吹雨打袁冰冻霜寒浴心
痛袁爱怜袁又一片茫然遥
拿什么来爱你钥 我就只剩下干
巴巴的同情了遥 还是把你轻轻的放
在我的书桌上吧遥书桌上袁我正写着
叶春曳的诗篇遥 我的笔尖沾着幽幽的
花香袁触着清脆的鸟鸣袁还流淌着哗
啦啦的春水遥那里有和煦的春风袁温
暖的阳光袁还有我翠绿欲滴的温情遥
你可以安详地躺在那里袁没有烦恼袁
没有悲伤袁然后做着春的梦袁永不醒
来噎噎
啊袁 眼睁睁看着一颗萌动的心
又要凋谢袁我痛心疾首遥不经意间我
成了扼杀春天扼杀美丽的刽子手遥

的早餐格外难忘遥 无所事事地往回袁
躲进家里袁还是翻书袁怎么肯按部就
班地看一个故事袁只是左翻右翻袁在
每个漂亮的句子前停下脚步遥 那时
最大的乐趣是捧一本辞典一个字一
个字地看袁翻到哪一页就看一会儿遥
如今的我没有了暑假袁 但这个
乐趣成了保留节目袁 在网络上查字
典更有趣袁 一个字一个字的链接点
过去袁 会在一连串的汉字里曲径通
幽遥 说不定在哪个汉字里幸福地迷
途遥 时光过得飞快袁一个成语也可以
消磨一个上午遥
时间悠悠的样子袁像一个秋千袁
荡来荡去袁慢悠悠的遥 心有所系袁却
又左右摇摆袁似一个快乐的节奏遥 我
们随心所欲地沉浸其中袁忘却琐碎袁
便有说不清道不尽的愉悦遥
如果愿意袁 我们依然可以重回
年少时的暑假时光袁 踩着悠悠的步
子袁带着天真的心情和好奇的眼睛袁
眺望世界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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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乡 的 路
阴 戚康启

一条长达 8 公里的乡村公路
从安铺直通九受涌
穿越了田头仔尧合河尧久渔三个村委会
沿着九洲江的江堤上
铺设了 20 公分厚的垫层
25 公分厚 5 米宽的水泥路面
形成坚固的乡村公路
像一条吉龙遨游村庄
这是一条革命老区的道路
这是一条致富的吉路
你看九洲江的江面上

一艘艘船只穿越江面
你看九洲江堤的公路上
一辆辆轿车穿越村庄

防护林里的候鸟
像一幅幅如画的景象
是一道美丽的风光

想当日
崎岖江堤难行走
看今朝
一路畅顺如轻舟
潮上潮下的九洲江水
坚固而美丽的江堤护坡
江边上的防护林带

啊浴 家乡的路呀
终于盼到你正式修通
从此道不坎坷路不漫长
你是一条阳光大道
你是一条幸福之路
你为家乡带来吉祥
你为家乡带来安康

市 人 民 医 院 坚 持 以“ 救 死 扶 伤 ”为 己 任
本报讯渊记者谭杏娇冤近年来袁市人民
医院立足于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袁以野医者仁
心尧救死扶伤冶的理念袁甘于奉献袁为有需要
的病人开启野绿色通道冶遥 近日袁记者了解
到袁市人民医院颌面窑烧伤外科全体医护人
员坚持救死扶伤袁 全力救治了三名无支付
能力的危重病人遥
2 月 18 日袁市人民医院颌面窑烧伤外科
接收了两名重度烧伤的病人遥 两人为母女
关系袁小女孩年仅 11 岁遥 患者于家中不慎
失火袁烧伤全身多处袁情况危急遥 当时陪同
患者到医院的是患者的大女儿袁 患者的丈
夫在这次大火中也不幸身亡袁 此外没有其
他家属了袁而大女儿也是已出嫁的孕妇袁家

中贫困袁 无法为烧伤的母亲和妹妹支付医
疗费用遥 时间就是生命袁面对命悬一线的危
重病人袁救治刻不容缓袁颌面窑烧伤外科谁
也没有考虑钱的问题袁 有着多年从医经验
的颌面窑烧伤外科主任余畅当机立断袁为病
人进行会诊袁做检查和手术治疗袁先后为两
位患者进行了取皮植皮手术以及截肢手
术遥
另外袁 科室还在 6 月 6 日接管了一名
30 岁的男性病人袁 该名患者在家不慎被煤
气烧伤全身多处袁疼痛难忍袁并有精神分裂
史遥 该名病人同样是没有支付能力袁加上没
有家属签字遥 面对这样的情况袁颌面窑烧伤
外科为病人开通了绿色通道袁 全力救助了

原江阴市中医院副院长袁 全国
基层名中医工作室指导老师袁 江苏
省老中医药学术经 验 传承 指导老
师遥 擅长肝胆尧脾胃尧妇科诸病遥

1980 年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医疗专业遥
从事中医内科临床工作三十余年袁现任湛江市
医学会副会长袁湛江市中医药学会会长袁湛江
市中医药学会名医传承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袁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急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广
东省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袁
湛江市政府科技咨询委员会专家遥 先后主持市
第二尧第一中医院胃肠病专科工作和兼任老年
病研究所所长遥 临床擅长中医治疗各种脾胃
病尧肝胆病尧感冒咳嗽尧失眠尧更年期综合征及
疑难杂症袁临床疗效显著遥 主持省市级科研项
目多项袁出版专著数部遥

这名病人遥 按照一般的医疗流程袁手术必须
要病人家属签字袁 但医生的良心和责任感
容不得科室医护人员计较个人得失袁 一边
安排手术袁一边向医务部报告袁申请绿色通
道袁全力抢救病人遥 记者采访时袁余畅主任
正在细心询问病人有没有吃午饭袁 需不需
要喝水等遥
颌面窑烧伤外科不仅全力救助和精心
照顾病人袁 科室主任余畅还为病人的医疗
费用四处奔走袁求助病人当地政府袁求助社
会各界人士献爱心袁 甚至于自己掏钱为病
人买饭菜遥 余畅说袁为了照顾这些没人管的
病人袁 护士们经常加班加点长达三四个小
时袁端屎端尿的脏活累活也毫无怨言去做遥

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学于南京中医药大学袁师从周
仲瑛尧夏桂成尧孟景春尧孟澍江尧陈亦人尧徐景藩尧许济
群尧干祖望等知名教授袁临床又亲受苏州黄一峰尧奚凤
霖袁南通朱良春等当代名师指导遥 毕业后长期从事临
床与科研工作袁在中医内科尧脾胃尧肝胆等病有深入的
研究袁对中医妇科也有十分丰富的临床经验遥

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医疗本科袁 现任广州中
医药大学教授尧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袁广东省中医药学
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尧 广东省中医药学
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遥 从医 32 年袁创建
医院呼吸病科袁 先后在国家级和省级发表较有学术
价值的论文 26 篇袁主持和参与的省尧市级科研项目 5
项尧荣获湛江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及三等奖遥

医生护士也有家庭袁 但是他们明白自己的
职责和使命袁 牺牲点自己的个人时间也无
怨无悔遥
这三位病人都患有精神疾病袁 他们都
没有办法正常与人交流遥 但是面对日日夜
夜照顾他们的医生护士袁 久久不开口说话
的小女孩竟然开口对照顾她的护士叫了一
声野姐姐冶袁在场的医护人员无不为之动容袁
再辛苦再累袁换来小女孩的康复和笑容袁一
切都是值得的遥 即使他们言语匮乏袁但是眼
里却饱含着对颌面窑烧伤外科的全体医护
人员无尽的感激遥
在医护人员的精心照顾下袁 三名患者
病情日趋稳定袁日前袁小女孩已经康复出院

广东省名医师承导师袁国家临床重点专科中医肝病尧广东省首
批中医重点专科(肝病专科)主任袁广东省自然医学研究会会长(创会
会长)尧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自然疗法专业委员会主委(创始人)袁
中华中医药学会感染病分会副主委袁广东省肿瘤康复学会副会长遥
主编叶肝脏病及相关病中西医诊治曳等著作二部,专利 2 项袁主持的
野中医治疗肝炎肝硬化临床系列研究冶获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科技
奖遥 在国内外核心杂志发表专业论著 100 篇袁承担国家传染病重大
项目重症肝炎和乙肝病毒携带者及病毒性肝炎野十一五尧十二五袁十
三五科技重大专项冶分中心负责人遥

1995 年毕业于广州中医药大学中医专业袁获学士学位遥 现任
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虚证与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遥 对心力衰
竭尧高血压病等疾病的中医治疗常常取得良好的效果遥 积极开展科
研工作袁曾先后参加和承担了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尧省部级尧市
厅级和学院级科研课题的研究工作袁先后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遥

了遥 怀着医者仁心的心理袁小女孩出院袁医
院还安排专车护送小女孩顺利回到家里遥
据了解袁 市人民医院始终坚持公立医
院的公益性袁多次接管类似野三无病人冶袁同
时对危急诊断者实行野先救治尧后交费冶的
救治原则袁对野三无病人冶开通绿色通道袁及
时手术袁把生命的希望留给病人袁把风险和
困难留给自己袁真正做到了敬畏生命袁为生
命赢得尊严袁赢得社会各界的高度赞誉遥

江阴市人民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科
主任兼中医科主任尧主任中医师尧教授袁省
重点专科学科带头人遥 中华中医药学会感
染病分会委员袁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理
事等遥 从事中西医结合治疗恶性肿瘤 20
余年袁把中医辩证尧辩病论治与肿瘤的放
化疗相结合袁增效减毒袁提高治愈率遥 2010
年被卫生部授予野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
个人冶袁2012 年被授予江苏省野百名医德之
星冶尧江苏省野十大医德标兵冶称号遥

全国知名老中医药专家尧广东省名中医
王伯章的学术继承人遥 擅长呼吸病尧乳腺病尧
脑梗塞尧高血压尧糖尿病尧胃肠病等遥

地址院市人民医院门诊十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