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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微的父亲高尚的爱

美编院林金连

客人袁帮他们放水尧测水温尧递毛巾
噎噎有时袁客人一招呼父亲袁父亲又
得跑过去照顾客人遥 看着忙碌的父
亲袁我的心像翻了五味瓶袁觉得父亲
不应做这么卑微的工作遥
一天袁班里的同学在讨论自己的
父亲袁有的说野我父亲是警察冶袁有的
说野我父亲是大学教授冶袁有的说野我
父亲是酒店老板冶噎噎听着他们的讨
论袁感觉他们的父亲似乎都是野高富
帅冶袁 而我的父亲却是澡堂里的一个
小帮工袁这让我感到很自卑遥 轮到我
时袁我苦笑袁闭口不语遥 然而袁突然一
位同学大声地说院野他爸是澡堂里的
一个工人噎噎冶话音刚落袁其他同学
便哈哈大笑起来院野原来是个打工的
呀噎噎冶我一下感到无地自容袁泪水
夺眶而出袁心想院为什么自己的父亲
就不是个大官或者老板呢钥
自此袁我开始讨厌父亲袁也害怕
在同学面前提及父亲遥 每次回家除了

父 亲 老 了
阴侯

父亲老了
眼睛花了
他看不清河水的深浅
看不清门槛的高低
能看清的只有村口的老树
他在树下等候儿女归巢
父亲老了
耳朵背了
他听不清虫鸣鸟唱的喧闹
听不清电话里儿女的声音
只能听清自己的小名
但小名早已被人遗忘
父亲老了
腿脚不利索了
追不上几只贪吃的小鸡

向他要钱外袁便没有过多交流,开家
长会也不让他参加遥 我暗下决心院要
努力学习袁远离故土袁远离父亲遥
终于袁功夫不负有心人袁高考时
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心仪的大学遥
在大学里袁父亲还时常为我寄学费和
伙食费袁并说让我安心读书袁可我还
是无法接受在澡堂工作的他遥
一天袁舍友约我看电影叶洗澡曳袁
影片中袁 勤劳朴实的老刘为了家庭尧
儿女袁他任劳任怨袁起早贪黑打理着
一方澡堂袁 而儿子大明仰慕虚荣袁不
解父亲用心袁 一味逃避噎噎看着看
着袁 我被里面的情节感动得泪流满
面袁 感觉自己多么像主人公大明袁而
父亲就是老刘袁那么朴实袁那么勤劳袁
那么敬业遥 回想起这些年来袁我对父
亲的要求是否是太苛刻了袁以至于父
子之情变得如此之僵钥
观影后袁 我决定去澡堂看望父
亲遥

灵 魂 的 阶 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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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不上调皮捣蛋的孩子
愿意等他的只有影子
他和影子一起守住黄昏
父亲老了
他只有坐下来歇息
感受时光流逝带来的变化
但他不敢停留太久
天黑得很快
一不小心就错过了时辰
父亲老了
但他的笑容依旧年轻
他对儿女微笑
也对庄稼微笑
虽然儿女不常回家
虽然田地荒废多年

来到澡堂袁一些顾客正在夸赞我
父亲遥 一个客人说袁他洗完澡后把钱
包落在澡堂里袁等他返回寻找时已是
深夜十一点多了袁可我父亲还拿着钱
包在澡堂里等他袁他接过钱包袁发现
里面的现金尧银行卡等一样没少噎噎
听着客人的夸赞袁 我感到十分自豪袁
也终明白父亲为什么一直坚守这份
职业遥
我来到父亲跟前院野爸袁我也想泡
个澡遥 冶父亲沉默了一会儿袁然后笑
了院野行袁我帮你搓澡吧遥 冶我说不用袁
可父亲坚决要帮我搓遥 温暖清澈的水
轻轻淋在我身上袁 也淋在我的心上袁
淋去了这些年来蒙在我心底的尘袁也
淋去了我灵魂的尘袁我一下子如释重
负袁身轻如燕遥
父亲虽然很卑微袁可他为了自己
的儿女却甘愿一直这样卑微下去袁但
是他的爱却是那样的高尚浴

父亲黝黑的皮肤是前进
路上的通行证袁 当我们在每
个人生的考场递上它袁 过五
关斩六将袁 那黝黑的光泽照
亮了每一个十字路口浴 父亲
的皮肤越发的黑了袁 我们的
前路就越发明了浴
父亲的白发是岁月的风
霜袁 父亲曾经的青丝为我们
挡住岁月的风尘袁 换来我们
的青葱岁月浴 父亲的头发越
发的白了袁 我们希望的田野
就越发的青了浴
父亲的皱纹是灵魂的阶
梯袁雕刻着父爱的深度袁为我
们铺平未来之路浴 父亲的皱
纹如 岁 月 的 沟 壑 越 发 的 深
了袁我们的路就越发的平了浴
父亲的肩是儿今生的
天袁父亲用肩挡住外面的冷袁
给儿撑起一片晴朗的天浴 小
时候常坐在父亲肩头袁 父亲
是儿登天的梯袁 我们就这样
踩着它袁一截一截地往上爬袁
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有多大袁
想摸摸天有多高浴 回望来路袁

莺

渊网络图片冤
登得越高袁离故乡越远袁父亲
越老浴 而作为游子的我们袁夜
夜梦归故里袁 不惜用一切来
换父亲安康袁如父亲倒下了袁
我们的天就塌了浴
父亲的伤痕是生命的勋
章袁伤疤留在父亲身上袁勋章
却挂在我们胸前袁勋章越亮袁

伤痕越深浴 而当我们衣锦还
乡袁 一定要将这枚勋章挂在
父亲的病床前浴
父爱如山静如风袁 当我
们踩着父亲搭建的阶梯前
进袁回头仰望这座山时袁才发
现今生都无法逾越袁 只能永
远珍藏尧膜拜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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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考 往 事
阴吴增苗

阴张碧云
父亲节又到了袁不禁又让我想起
了父亲要要
要
记得读初一时袁 父亲下岗了袁全
家的经济一下进入了低谷遥 看着母亲
忧郁的眼神袁看着野嗷嗷待哺冶的我袁
父亲焦急万分袁有时袁他连做梦也都
在叨念着工作的事噎噎
终于有一天袁父亲兴高采烈地跑
回来说院野我找到新工作了袁就在离咱
们家不远的一个澡堂里袁那里靠近市
区袁虽工资不高袁但只要有工作袁咱心
就踏实了遥 冶说着咯咯地笑了遥
父亲所在的那个澡堂很大袁客人
也多袁且每个客人都有一张床袁床边
有一个物品柜遥 因此袁很多客人都把
澡堂当成了家袁 一些客人泡完澡后,
便悠闲地躺在床上抽烟尧喝酒袁聊天
噎噎乐此不疲遥
每天袁父亲来到澡堂第一件事就
是打开水阀尧生火烧水尧扫地尧拖地
噎噎待客人陆续来了袁父亲又去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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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停下笔袁 甩甩发酸的
右手袁抬起头袁黑板上方的圆
形挂钟指示着离考试结束还
有五分钟遥总算做完了袁我长
长舒了一口气遥 想想还是觉
得不放心袁 我把试卷从头再
看一遍遥天浴这道问答题怎么
还有一道小题没有答钥 8 分
啊浴 顿时袁 我心跳如乱捶的
鼓袁浑身冒汗袁通体发软袁我
无比惶恐地抬头再看一眼挂
钟袁秒针一格一格地走向 12
噎噎
一个激灵醒来袁 原来是
个梦遥 可能是白天看了关于
高考的新闻袁 一年一度万人
争过独木桥的高考又到了遥
而岁月深处的那年高考距离
此时的我已经 16 年袁那段炼
狱般的日子又一幕幕浮现在
眼前遥
那时的我袁 立志要离开
那个小县城袁 考到外省的大
学袁到外面看一看世界遥可像
我这种家境清贫尧 资质平平
的女孩袁除了勤奋学习外袁似
乎别无出路袁 我像中了魔般
勤奋苦读袁 想尽一切办法挤
出时间学习遥我早上 5:30 起
床袁 无论寒暑袁 不刷牙不洗
脸袁直接开始复习英语到 6:
30遥 中午午睡前我要看 叶读
者曳袁晚上下晚自习后袁回家
继续学习到 23:30遥 我甚至
课间十分钟也用来默写英语
单词袁 走路都在回忆课堂的
内容袁 骑着自行车脑子里还
在回想当天了解的时事政
治袁 有几次还撞到了路灯杆
子上遥周末是没有的袁都被我
安排得满满的遥我这么用功袁
父母应该很放心袁 可爸妈看
着日渐消瘦的我袁 眼里却是
忧心忡忡遥
问题终于来了袁 我开始
焦虑袁 我担心哪怕我拼尽全
力到头还是一场空遥 我开始
失眠袁最初是午觉无法入睡遥
睡不着袁翻来覆去袁数绵羊袁
用被子蒙头都睡不着遥 要是
睡不着袁 我的脑子就会发胀
发痛袁 下午我还怎么看得进
书袁长期下去袁我怎么复习得
好钥我越想越悲观袁最终绝望
大哭遥母亲心疼地看着我袁陪
着我流泪袁 抚着我的背不停

地说院野睡不着就不睡袁 没事
的遥 冶
母亲开始为我到处找安
神助眠的方子袁安神补脑液袁
头部按摩袁 在我枕边放一些
玉兰花袁 希望清香能伴我入
眠遥 而我在笔盒里发现了父
亲写给我的纸条院女儿袁我相
信你能战胜自己浴 那一刻袁我
泪眼滂沱遥
我心里明白袁 只有我自
己能够帮助自己走出困局遥
那段时间袁 一方面我忍着内
心的绝望袁忍着头痛袁忍着精
力的不济袁 咬紧牙关一如既
往按照计划复习遥 一方面我
开始了自我疗治的过程遥 长
期高负荷的脑力劳动让我的
神经极其衰弱袁 加上缺乏锻
炼袁思想悲观袁心情沮丧袁我
的身体极其虚弱遥 我调整了
复习节奏袁制定了锻炼计划遥
我开始每天傍晚跑步袁 跑完
步后投篮遥 最开始袁我连追个
篮球都气喘吁吁的遥
每当黑夜来临袁 失眠一
次又一次将我抛入无边的黑
暗中袁我不断地与之斗争袁有
时眼睁睁看着窗户一点一点
地变白发亮袁 又一个无眠之
夜遥 我不断告诉自己一定要
坚持下去袁相信自己袁情况会
慢慢变好的遥
就这样跌跌撞撞袁 咬牙
坚持袁高考那两天袁晚上睡了
个囫囵觉袁白天参加考试袁考
完就回家袁不跟人讨论遥 爸妈
像往常一样袁 绝口不提考试
的事遥
查询分数那一天袁 我和
母亲坐在电话旁袁 电话里电
脑合成的人声一字一字地报
出我的姓名尧准考证尧每科的
成绩袁总分 745 分渊满分 900
分袁 往年的一本线是 600 多
分冤遥 我不敢相信袁问母亲听
清楚了没有袁 她有点不知所
措袁我们又听了一遍袁确认无
误后袁我和母亲相拥而泣遥
我只是想说袁坚持吧袁哪
怕有多么痛苦袁有多么艰难袁
有多么绝望袁 咬紧牙关坚持
下去袁在这未知的坚持中袁我
们会一点一点靠近成功遥 这
也是那年高考告诉我的遥

“ 李 时 珍 ”名 医 健 康 大 讲 堂 开 讲 啦
本报讯渊通讯员黄跃 钟成昆冤
5 月 31 日袁廉江市野李时珍冶名医健
康大讲堂首场在市人民医院开讲袁
市卫生健康局等有关单位领导以及
该院领导班子尧 医务人员和市民群
众代表共 100 多人参加讲座遥
在开讲仪式上袁 广东省基层医
药学会县区医院分会主委尧 廉江市
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尧 院长杨柳明作
了讲话遥 他说袁在全市上下齐心协力
创全国文明城市和脱贫攻坚战的关
键时期袁举行野李时珍冶名医健康大
讲堂袁是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袁
落实市委尧 市政府建设中医药强市
的战略部署袁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袁牢固树立文化自信袁打造廉江中
医药文化品牌袁 与市民群众面对面
宣传普及中医药文化和健康知识袁
引导和帮助市民群众掌握科学的中
医养生健康知识和健康的生活方
式袁增强自我保健意识袁让中药养生
的理念惠及群众袁 逐步提高群众预
防保健尧 治病防病的能力和生活水
平遥
广东省名中医尧 湛江中医学会

会长尧主任中医师蔡柏教授以叶中医
体质学与养生曳为题作首场主讲袁介
绍了慢性病现状与趋势尧健康定义尧
影响健康的因素袁 从体质角度谈中
医养生保健之道袁 并与市民群众进
行答疑互动袁现场气氛十分热烈遥
野开展这样的活动很好袁真正感
受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袁 体验
中华中医绝技之神奇袁 让我了解了
自身的体质袁懂得了根据体质养身袁
希望市人民医院多开展这样的活
动冶参加讲座的市民李伯高兴地说遥
廉江市野李时珍冶名医健康大讲
堂是由廉江市人民医院主办袁 广东
省基层医药学会尧 广东省基层医药
学会县区医院分会尧 广东省自然医
学研究会尧 湛江市中西药学学会协
办的中医养生主题活动遥 市人民医
院领导表示袁 将每月举行一期健康
大讲堂袁 届时将邀请名中医走进社
区尧广场通过名医讲堂尧义诊尧巡诊
以及中医药文化展示的形式袁 为全
市老百姓普及更多的健康保健知
识遥 近年来袁人民医院乘着广东省建
设野卫生强省冶尧湛江市建设野卫生强

廉 江市人民医院 康复 医 学科
于 2011 年 5 月成立袁 目前医务工
作人员 85 人袁由康复医师尧针灸推
拿师尧物理治疗师尧作业治疗师尧言
语治疗师尧康复护师等组成袁是粤
西地区较大的康复医学科遥 科室目
前开展的项目主 要有肌骨超声引
导下注射治疗尧针刀尧火针尧浮针尧
埋线尧针灸尧牵引尧火罐尧运动疗法尧

物理因子治 疗尧作业治 疗尧言语治
疗等袁 康复范围包括神经康复尧老
年康复尧疼痛康复尧骨科康复尧儿童
康复等遥
神经康复
脑卒中康复尧面瘫 尧颅脑 外伤
康复尧脊髓损伤康复尧小儿脑瘫康
复尧帕金森综合征康复尧周围神经

市冶的东风袁以创建野三甲冶医院为契
机袁围绕野思想建党尧文化建院冶理
念袁 落实湛江市中医药应用先行先
试实施方案袁大力弘扬中医国粹袁与
素有野中医之乡冶美誉的江阴市中医
院跨越千里缔结野友好医院冶袁打造
野中医馆冶野西学中班冶等载体袁开设
袁士良尧杨宏志尧蔡柏尧肖波等野名医
工作室冶袁通过名中医坐诊尧查房尧传
帮带教等方式为廉江市培养中医药
骨干人才袁 大力推广中医药适宜技
术袁形成了浓郁的中医文化氛围袁凸
显了中医特色袁推进西医学中医尧中
西并举尧中西融通袁全方位提升中医
药服务能力袁 全力以赴建设健康廉
江袁 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地享受到医
改和中医药事业发展带来的红利遥

广东省名中医尧湛江中医学会会长尧主任中医师蔡柏教授以叶中医体质学与养生曳为题作讲课

损伤康复等遥
疼痛康复
颈椎病尧 腰椎间盘突出症尧肩
周炎尧网球肘尧肱骨内外髁炎尧腕管
综合征尧弹响指尧膝关节炎尧梨状肌
综合征尧腱鞘囊肿尧跟痛症尧带状疱
疹后遗神经痛等遥

康复医学科主任袁 副主任医师遥 2006 年 7 月至
2007 年 6 月 在湖 南 湘 雅 医 院 进 修 院2010 年 10 月 至
2011 年 4 月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进修康复医学袁多次
参加国家级康复医学专业培训班学习袁擅长脊髓损伤
截瘫尧脑卒中渊脑外伤冤偏瘫尧脑瘫的功能评定及康复
计划制定袁骨质疏松症尧颈肩腰腿渊关节冤痛等疾病的
朱智敏
诊治遥 现任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康复学会会员尧广东省
中西医学会会员尧湛江市物理与康复学学会会员遥 核心期刊发表专业论
文 8 篇袁参与中国康复研究中心部级课题一项尧省级课题三项袁主持湛
江科技局课题两项及财政资助科题一项袁 参与并获得湛江科技局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一项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