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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知莫怀戚去世，是和知友们聚餐快
活时。原报社同仁袁国良短信：莫怀戚仙
逝！——瞬间，正快活着的心被抛进了寒
冷的冬池。

莫兄怎么会这么的早逝？
猛然想起，似乎什么时候隐隐也听说

他得了什么病。因为他自己没发声，所以
没往心里去。

一直一直在心里，莫兄是个快乐而健
康的汉子。记得是我从川维调到晚报那年
的秋天，收到他一封信，说他肚子上长了个
大包，将不久于人世了，我心戚戚得很。还
没想好怎么去信安慰他，第三天，又收到他
一封信，说警报解除，肚子里那包是大便。
我笑得差点岔了气。

又记得大概是1995年，那时我家住四
公里。是个周末的傍晚，有人敲门，开门，
见他扛着一辆自行车，说他是从重师骑自
行车到交通学院会哥们。想到我住在这
里，来讨顿晚饭。

他进屋，带来了满屋的欢声笑语。我
说他是不是疯了，骑那么远的自行车，他
打着沙哑的哈哈说，你不知道呀，我从解
放碑的家里到重师上班，都是骑自行车。
说着还硬让我掐掐他铁一般硬实的小腿
肌肉……

这么个快活幽默而壮实的汉子，怎么
会，怎么会就这么悄悄地走了呢？

想来是那不轻的病，让他真不愿用病
重的身体面对朋友们安慰同情甚至怜悯的
脸，才堪堪对外隐瞒了重病的？

刚强自尊的莫兄！
莫兄是我在重庆虽然见面不多，但常

挂怀和书信有往来的作家朋友。喜欢他文
字间的真性情，也懂他总是努力地应酬着
很多虽然心里也烦，但终不忍拒绝的邀约
文章和“拔冗出席”。这样的义气，在重庆
少有知名的作家中，是极少见的。

想到曾经的很多次厚着脸皮地要他帮
我编辑的专版专栏拟文，而他从不爽约的
义气，就不由愧疚得慌。就在他病逝的大
半年前，我还邀请他为我退休后办的“加油
重庆”杂志每周一期地写卷首语，他依然欣

然应允，并付诸实际。现在想来，心底猛一
阵抽缩——那时，他会不会就已经是身染
重病了呢？！

那次约稿还是按照和他的约定，打给
他夫人的小灵通，无人接。不过会儿，他回
过来。声音还是有些沙哑，笑声依然洪亮
而发自内心。没有嫌弃“加油重庆”的不知
名且渺小，和以前我在晚报上班时约稿一
样爽朗地答应了稿约。而且后来的两个月
里，从不失信地按时把稿件发给了我。（猛
然想起，那些稿件是他儿子代发给我的！）

我也看出稿件的质量有些不如以前，
心想，他那么忙还愿意为我这个小杂志写
稿，一定是急就章，也没去细究理由。

其实，退休后，我就不曾和他有过面
交。不时的书信，不时从报纸杂志或者什
么小说刊物里，读到他越来越有名气的文
章，以及各种对他文章的好评，算作关注。
原没真的指望在失联5年后的约稿他还能
应邀，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给了回应。现
在想来总是惶惶然：他会不会就是拖着病
体，累着喘着，伏案写下那些只是为了“不
负朋友”的文章（他依然用笔和纸写作）？
这样的累着拖着，即便是那么强壮的身体，
也终于撑不住了呢？

这样义气而又才气恣意的莫兄，我生
唯一所遇！

灵前见了莫兄，那么壮的汉子，瘦成了
那么小小的一支。会是怎样的折磨才会如
此地摧毁人的肉体！忍不住清泪，但不敢
任它长流。终是怕有人以为我“装”。但莫
兄，我是真的悲伤！

是作协的刘阳，那个曾经漂亮又知性得

让我这个鲜少妒忌的心都有点不适的女人，
走过来，扶着我的肩膀，轻轻地说：“节哀”。

扭头看向已然也显老态的漂亮的脸，
“人生如梦，逝日匆匆太急”的感慨骤然而
生……

所有的生命都终会消失，但快慢却不
尽然。

要是，莫怀戚他在大了名气后，不怕担
负“耍大牌”的名声，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
邀文邀约，多说“不”，多拒绝负担着“义气”
的劳命写稿，多拒绝些为朋友“两肋插刀”
的喝酒应酬，“拔冗参会”，会不会，他就不
那么早地身染重病，会不会，他就不那么急
急匆匆走完他本应留下更多佳作的生命?!

莫兄义气，活成了人家心目中“不负天
下”的好人，却终究没有活成好好为自己而
活的莫怀戚！

悲从中来，为自己可能在他重病时的
厚脸皮索稿，也为莫兄的不忍说“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初见时候
你是一个静静等待的花骨朵
羞涩地低头
锁住一片芳心

阳光的身影照射进来
我用荷的清凉靠近
你应声绽放，不分昼夜
从粉红到纯白，从纯白到粉红
开满了池塘
一直向我团团聚拢
丰满我的视线

绿绿的荷叶旁逸斜出，遮住淤泥
高高的莲蓬独立
昂首撑起夏日的天空
整个夏天
荷花一朵一朵开在我心里

岁月深处的熏衣草

望见你的时候
你在一片旷野里等我
在一层一层的紫色光影间
细语呢喃
晕染出一道道炫目的光环
勾勒出诗意的芬芳

不要花枝招展，不要风情摇曳
你愿意这样一串又一串地静静地开
把紫色的身影，变得浪漫优雅
不在意别人的指点
也不在意他人评说
始终保持让人心动的紫色

熏衣草
以透明、干净的紫色外衣
占据人们惊讶的视线
在夏的时光里
用大片大片的紫
绽放出一个紫色水晶世界
藏在岁月的深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应声绽放的荷花
（外一首）

左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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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悼词的悼念
——纪莫怀戚兄

陈薇莉

和好兄弟，好闺蜜多年的友谊该如何
纪念？重庆啤酒友谊酒厂帮你见证友谊！
8月9日到11日，在解放碑举办的重庆啤酒

“友谊酒厂”创意活动成为近日最火爆的网
红打卡地。绚丽的视觉特效，创意的拍照
布景，加上用充满科技感的重庆啤酒友谊
限量定制瓶来见证友谊，都让现场市民玩
得大呼过瘾！

够酷 啤酒烟花为友谊爆灯

活动正式开幕前，友谊酒厂就已经吸
引了众多市民围观。现场炫酷的巨型灯饰
啤酒烟花十分醒目，创意设计也引来市民
争相合影。只要与好友合力将两个大型啤
酒瓶模型碰杯，就能点亮操作台，释放友谊
烟花，绚丽的声光影特效让现场市民叹为

观止，全场热情瞬间点燃。
家住大坪的市民王小姐告诉记者，自

己在朋友圈中看到重庆啤酒友谊酒厂的巨
型啤酒烟花，专程约上闺蜜一起来现场体
验，一起释放友谊烟花，见证友谊。

够过瘾 观看潮人表演参加创意闯关

除了现场打卡体验，还包括重庆啤酒
的主打品牌国宾醇麦、小麦白、重庆纯生，
三处定制体验区人山人海。其中，三款主
打啤酒口味各有不同，国宾醇麦入口后层
次丰富，用实力彰显“麦够多，真醇”，回味
持久；小麦白则是“不同凡香，醇正小麦啤
酒”，口味鲜活轻爽。而“致纯，只为骄傲时
刻的”重庆纯生则保留啤酒原有鲜美口感，
酒香清醇。三种不同风格的主打啤酒都在
现场特色展区展出，引发市民争相合影。

市民不光可以拍照发朋友圈打卡，还
能参与现场有趣的互动游戏获得丰富的定
制礼品。22岁的市民张先生告诉记者，除
了现场的潮人表演让他耳目一新外，各种

创意闯关也让他和朋友玩得十分过瘾。

够珍贵 定制酒瓶见证友情岁月

此外，现场还有不少酷炫的3D摄影布
景，引来不少路过市民驻足，想各种创意造
型发朋友圈。20岁的陈小姐表示自己正好
在解放碑逛街，刚巧赶上了友谊酒厂活动，
她和朋友一起拍合照，还领到了印有自己
照片的重庆啤酒限量版定制友谊瓶，让她
觉得既幸运又开心。

活动现场通过16台高清摄影装置捕捉
拍摄照片制作定制友谊瓶，并将这些见证友
谊的照片和动态视频都在现场LED大屏上
滚动播出，定格现场市民和朋友在友谊酒厂
最嗨最酷最珍贵的画面，见证友谊，放飞快乐!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文游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朱婷 通讯员 朱广平）昨天，51岁的藏族
妇女达珍将一条洁白的哈达，献给了重庆
陆军军医大学特色医学中心（大坪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徐伦山。原来，20年前，达珍患
上了脑垂体瘤，幸好在徐医生的精心治疗
下，她最终恢复了健康。

达珍家住西藏曲水县，20年前，她开始
出现内分泌紊乱，手脚异常增粗，面容异常
宽大肥厚的症状。今年7月，达珍被检查出
头颅鞍区有6厘米大小的垂体肿瘤，她和家
人决定到重庆陆军军医大学特色医学中心
进行手术。8月1日，该院神经外科团队进
行了术前讨论，为避免创伤过大，影响后期
康复，达到美观预期目标，决定采取适合该
病的微创手术方式：神经内镜下经鼻入路
垂体瘤切除。8月2日，达珍的手术很成

功，肿瘤全部切除，家人非常高兴，称赞医
护人员的医术好医德高。据专家介绍，大
约3个月至半年后，达珍就会恢复到患病前
的正常体型。

徐伦山医生介绍，脑垂体瘤是一组从
垂体前叶或后叶细胞发生的肿瘤，不同类
型的垂体瘤临床表现各异。患者典型表现

为女性停经、泌乳、不孕不育；男性则表现
为性欲减退、性功能下降、乳腺发育等，部
分患者呈“狮子脸”特征；未成年患者可生
长过速、“巨人症”，成年患者肢端肥大症的
表现，或出现向心性肥胖、水牛背等库欣综
合征。此外，常见症状还有视力下降、视野
缺损，糖尿病，精神萎靡，头痛呕吐等症
状。垂体瘤大多数为良性肿瘤，发现垂体
瘤首先不要慌张，要对疾病有一个正确认
识，到神经外科就诊。

垂体瘤有哪些治疗方式？目前针对垂
体瘤的治疗主要是手术、药物、放疗三种。
垂体瘤的位置在鞍区，周围有视神经、颈内
动脉、海绵窦、下丘脑等重要结构，手术方
法有经鼻蝶窦，开颅和伽马刀。目前，随着
神经内镜技术的发展，垂体瘤患者避免了
传统的开颅手术，手术效果也有了明显的
提升，不仅可以切除肿瘤，在某种程度上还
可恢复垂体功能，也符合神经外科微创理
念，利于患者快速康复。

女子五官四肢变粗大 原来得了脑垂体瘤

重庆啤酒友谊酒厂火爆解放碑
上万市民打卡见证友谊烟花

▲医生为其实施手术(院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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