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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生活·夜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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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飞机平稳地降落在重庆江北机场。
妈妈告诉我，这次，可以在江北机场直接
坐轻轨3号线回家，很方便。妈妈说，鸳鸯
站就修在白鹤小区和鸳鸯老街之间。我
下了飞机，拖上行李，向轻轨站飞奔过
去。随着轻轨车的启动，我望着窗外陌生
的景色，寻找着熟悉的记忆。

10年前，我从渝北区鸳鸯的一个小乡
村到新疆打工。那时候鸳鸯只有鸳鸯花园
和白鹤小区几栋小楼房，当时，可谓是鸳鸯
片区标志性的建筑——白色的外墙砖、板
式小高层。我们也从祖祖辈辈挑水烧柴的
生活进入到了舒适、干净的城市人生活方
式。我后来只身一人到了新疆，在那里捡棉
花打工，这一干就是十年。由于工作忙，这
十年间，我只回过一次家。

“鸳鸯站到了”，车厢里的语音播报，
打断了我的回忆。我走出轻轨站台，只
见高楼林立，轻轨穿梭，宽阔公路，干净
整洁、绿树成荫的人行道，川流不息的车

流和熙熙攘攘的人群有序行进，麦当劳、
电影院、大型商场……好一派大都市的
繁荣景象。这是我的家乡吗？我寻找着
记忆中的鸳鸯老街和白鹤小区，哪里还
有它们的踪影。

我正拿起手机给妈妈打电话，妈妈
早已等候在轻轨站。妈妈告诉我，轻轨
站旁的麦当劳、电影院、大型商场和这个
漂亮时尚的白麓原小区，就是原来的鸳
鸯老街；轻轨站另一边的这个具有“江南
民居风格”的灰色小洋楼，就是我们原来
的白鹤小区。

妈妈说，由于我们原来居住的小区
修建年份比较早，基础设施陈旧，墙面脱
落，窗户变形。为了让我们这几个农转
非小区完全融入到鸳鸯这座美丽的新街
区里，两年前，两江新区管委会出资，对
辖区4个农转非小区从墙面到窗户，从小
区道路到绿化，从水电管网到排水系统
以及对鸳鸯辖区所有的主次干道进行了

全面综合整改。整治后的鸳鸯焕然一
新。妈妈又说，她们现在不但领取退休
养老金，人人都享有医保，社区还经常组
织开展各类提高居民素质的培训，街道
还组织居民跳广场舞。妈妈还说，现在
政府对失业人员实行帮扶就业，对自主
创业的微型企业还有资金补助扶持。

听着妈妈的讲述，看着家乡两江新
区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心潮起伏，真的像
是在做梦。从新疆回重庆，我跨越了半
个中国，而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的家乡也越变越美、越变越强，这正是
献给祖国母亲的最好礼物！
（作者供职于渝北区金岭社区居委会）

白马山
由云雾、树
以及灵性而奇崛的岩石
堆积而成的白马山

由神话、传说以及世世代代
子民的祈愿
堆积而成的白马山

那些流传千年
以及散落在民间的故事
走到一起，就成了白马山
庞大的根系

传说白马与仙女相会在黄柏淌
在海拔1800米的绝世山顶
难怪整整一夜雨声点点点点
梦里梦外，都是白马的蹄声

王子湖微微颤动，不敢触碰你
款款升起，不敢侵扰你
苇草在雨中发出颤音

沿着秘径
继续往原始森林深处走
一座豹岩从云上飞来
刀锋一样砍断时间之脊

难怪花瓣呈蹄形，马蹄呈瓣状
漫山遍野都是白马的精魂

茶山
陆羽站在浪漫仙街最高处
用一把天尺，丈量他的茶园
一袭矜张清雅之气，袖筒灌满白云

天尺坪，离天最近
第一缕晨曦刚刚冒芽就被人摘走
一座山仙气缭绕，绿意逼人

雾是一挂一挂的，茶树
是一畦一畦的，缤纷而工整的排列
应该是律诗或绝句的

走进琴台茶寮
方知此茶不俗，此茶古典
此茶极具仪式感，此茶贵同于黄金

放在一千年前，就是贡茶
敲钟才能望，拨瑟才能闻
擂鼓才能采，抚琴才能敬

一捆竹简握着陆羽的手
经过茶山，就成了一部《茶经》
我经过竹简，就成了茶多酚

为茶而醉
叶尖嫩如雀舌，一群雀舌在碗底
今夜会闹出什么样的情绪

茶博馆，我与沏茶的妹妹相对而坐
看她屏神静气动作优雅纤手香凝

为我冲茶一壶一壶又一壶
我喝茶一杯一杯又一杯

茶水在口腔内壁缓缓滑过
心里已蓄满一汪山泉，竟不住
泉水溢出，眼眶渐渐湿润

一座山有了茶就渐渐有了禅意
一个人喝了茶就渐渐有了醉意

我喝出了感动
我为什么而感动

我喝出了无以名状的内心疼痛
我为什么而疼痛

今夜为茶而醉
也许只为茶特别淡，夜特别静
雨特别细，风特别轻

白马与仙女的爱情传说
特别像一对远去的故人

来来来再斟一杯
面对面的仙女自天上降临
我试图穿过她翼下的羽毛

落地，生根，于白马山
学习采、晒、捻、烘、焙
学习打开，学习收敛
学习做茶的子孙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荣誉副主席、

重庆新诗学会会长）

瑞本说，还差点钱，所以正在卖车。
胡宁心想，这兄弟，为了拜师，还很

像重庆崽儿的真性情。

一
其实瑞本说这话的时候，人还在大

西洋彼岸。
此前胡宁教会了他使用微信。
他越用越觉得“这玩意儿”实在是太

科学了，即使远隔万水千山，岛上的自己
也能跟山城重庆的这位哥哥即时联系。

他俩的交往，要从2017年夏天说起。
起初，明里暗里，瑞本的眼里心里，

是有那么一丝丝优越感的。
瑞本的国家，是在北美洲加勒比海

的岛国巴巴多斯，人称度假天堂。瑞本
在本国最大的公立医院工作，有个霸气
的名字，叫伊丽莎白女王医院。

胡宁，重庆医科大学附属一院骨科
副教授，以中国（重庆）第二批援助巴巴
多斯医疗队队员身份，进入了伊丽莎白
女王医院，也进入了瑞本的视野。

一位黄皮肤医生，进入一群黑皮肤
医生中，辨识度极高，仿佛一下站到了明
亮的舞台中央。表演精彩，众人瞩目，表
演砸了，众矢之的。

第一位主动向胡宁寻求帮助的，叫
史密卡。

第一次来，她哭。膝关节疼痛，让她
对生活充满绝望。

第二次来，她还哭。虽然巴巴多斯
公立医院实行免费医疗，但她已排轮等
候两年了。

第三次来，又哭。尽管私人医院可
以做这手术，但费用太高，承受不起。

此间，胡宁已洞悉，其实医院并没有
为她开展“膝关节前交叉韧带断裂”手术
的条件。比如，医院根本没有手术必需
的重建工具，没有内置物，没有钛板，没
有螺钉……

其实，史密卡第一次哭诉后，胡宁就
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工作。

向重庆市卫生健康委报告，向“娘
家”重医附一院汇报。最后，国内多家企
业无偿捐助，价值20万元的工具和耗材
顺利抵达伊丽莎白女王医院。

史密卡的手术成功实施。之后功能
完全恢复。

胡宁主刀了这台手术，从此在伊丽
莎白女王医院闪闪发光。

马拉克，被称为巴巴多斯国宝级运
动员。因为板球运动，马拉克在当地家

喻户晓。但是，长期比赛训练，落下右肘
撞击综合症、骨化性肌炎。

马拉克来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求医，
医院自然高度重视。慎重商讨，最后力
荐中国医生胡宁为其主刀。

2017年底，一封感谢信飞至伊丽莎
白女王医院：“感谢胡宁医生精湛的医
术，解决了我长期的苦恼……”署名为

“马拉克”。
一年时间，胡宁在这里主刀手术121

例，门诊病人1195人次。多次“临危受
命”，关键时刻上台救火，开创了该院多
项首例手术……

他的收获，是来自两个群体的“粉
丝”。病友群体，有当地明星、慕名而来的
病人；医生群体，包括医院63岁的骨科主
任、32岁的史迪夫、39岁的瑞本……

二
在胡宁的眼里，巴巴多斯是美丽的。
这个意为“长着胡子”的岛国，阳光

灿烂、海水碧蓝、沙滩绵软。无花果、甘
蔗林、朗姆酒……风情万种，风光迷人。

按照规定，援外期间，时逢中国的法
定节假日及周末，胡宁都可以休息。

但他放弃了风景，放弃了休息。“一
年的时间太短了，想多做点事。”

医生人称“白衣天使”。胡宁身上，
还有些“白衣大使”的天赋。

胡宁在巴巴多斯的任务，除了开展
临床医疗，还有教学工作。业余时间，参
加临床带教，开展专题培训，开办医学讲
座，胡宁有意无意渗透中国元素，讲授中
国文化。“通过援外医疗打开一扇窗，让
我们看到世界，更让世界看懂我们。”

顺理成章，他讲屠呦呦，讲电影《刮
痧》中的中西医“文化差异”，讲运动员菲
尔普斯和亚历山大·纳多尔身上的“神秘
印记”是刮痧和拔罐，讲白求恩、柯棣华
援华。讲黑人“迪博士”在中国行医，一
手流利汉字，一口地道川音，开着中医处
方。讲“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
大爱无疆”。

就这样讲啊讲，没承想惹上“麻烦”了。
拿手术刀的人，是非常严谨的。
但当史迪夫、瑞本提出那个“破天

荒”的要求的时候，胡宁自问：是不是自
己“牛皮吹大了”？

史迪夫、瑞本请求：到中国，到重庆，
跟随胡宁进修学习。

这确实是个难题。
在此之前，伊丽莎白女王医院所有

医生进修，都是到“发达国家”英国或美
国。到中国进修，既无此意识，更无此先
例。

而且，因哥哥是英国一家医院有名
的骨科医生，史迪夫已启动去英国学习
程序；因母亲在美国当过医生，瑞本已启
动去美国学习程序。

第一关，就是要医院的骨科主任，同
意推荐他们到中国进修。

63岁的骨科主任，曾经多次主动“放
下身段”，为胡宁主刀“打下手”，对胡宁
佩服得紧，曾经表示：自从跟了胡宁做手
术，决心学习到80岁，工作到80岁。一
听说本科室的年轻人要师从胡宁，连说

“好啊好啊”，痛痛快快签了“同意”。
第二关，必须医院决策层同意。第

三关，是外交关。第四关，语言关。当这
些关都一一通过后，胡宁一年的援外工
作时间到了。

三
史迪夫于2018年夏天到达重庆进修。
“在重庆期间，史迪夫抓住一切机会

跟班学习。每周三天手术，每天手术十
多台次，都是凌晨一两点结束，甚至更
晚，但他从不懈怠。”胡宁这样评价。

2018年年底，史迪夫学习期满，留
下一句话，恋恋不舍回去了。“我还要来
这里攻读博士学位。”他说。

瑞本来渝，则显得兴师动众，“复杂”
许多。

瑞本要到中国，他的妻子说我也喜
欢中国，我也去。

妻子要来，孩子也要来。他们一共3
个孩子。

五口之家，举家而来，进修费、机票
费、房租费、生活费……一算，钱还不够。

“卖车。”瑞本卖了爱车。
今年4月，瑞本一家到了重庆。
我见到瑞本时，胡宁充当我们的临

时翻译。
胡宁首先道歉：怪我不好，来这么久

了，还没时间带他们一家真正游玩过。
跟史迪夫一样，瑞本几乎每天跟班

到凌晨。
我问，生活习惯不习惯？
“我的妻子，很思念家乡。但这里食物

很丰富，很新鲜，重庆火锅，还有小面，我们
喜欢。天气温暖，树很多，我们喜欢。男人
很热情，女人很漂亮，我们喜欢。”

我们当然要“八卦”一下，问他卖车
求学后悔没有？

“不！在这里，我不只学到了医术，
还真正体会到了工作的快乐和意义，学
会了像中国医生一样爱岗敬业。我要介
绍更多的人到这里来学习。”瑞本坚定地
回答。
（作者单位：重庆市人口宣传教育中心）

郭大刚
回家感悟

城/ 市/ 漫/ 记

漂洋过海来拜师 汪渔

诗/ 绪/ 纷/ 飞

白马山三吟

傅天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