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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深阅读 让生活慢下来

那时我还是战士，在晋北高原当兵。
一天下午，指导员通知我：母亲来连队了。

那个年代，通信联络太困难。走时，
母亲从川北老家农村发来了一封
电报，讲明了出发时间，而到达时
间没有确定，我也无法去车站迎
接。突然接到指导员的消息，真
个高兴！

原来，文盲的母亲坐汽车、
倒火车，好不容易到了部队驻地的
县城，才发现写有部队具体地址的信
封弄丢了。没办法，只好去找民警。

民警问，儿子叫啥名字？是哪个部队
的？母亲答，邓高如，就是驻这个县城部队
的。民警又问，城里有好几个部队，你只有
说出具体的部队名称或代号，才能联系
到。母亲突然想起来了说，好像驻在“威虎
山”。民警一拍大腿说：嘚！大娘，我知道
了。随即去打了电话，通知了部队。指导
员立即派人赶着毛驴车来到火车站，把母
亲接到了连队。

说来有趣，我们连队驻在城里一个山
岗上，这里同驻的还有师部文艺宣传队。
宣传队正演《智取威虎山》，非常有名。剧
中杨子荣那个帅劲，小常宝那个俏劲，座山
雕那个凶劲，无不令人拍手叫绝。因戏传
名，当地群众也就把这个叫什么岗的小山
头，叫成了“威虎山”。我写信时好像提起
过这事，母亲没有记住部队的代号，却记住
了“威虎山”的大名。

几天后，母亲病了。一不发烧，二不拉
稀，只说心慌。指导员知道后，又派人赶毛
驴车送她去医院就诊，并让我陪同。

到了师医院，挂了内科号。主诊的是
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医生，据说是田副政委
的女儿。她身材苗条，五官秀雅，非常年
轻，好像刚从学校毕业，还未脱离学生气。

她头一句就问，大娘，您哪儿不舒服？
母亲答，周身都不舒服。女医生又问，主要
是哪儿不舒服？母亲答，心口子不舒服。
女医生再问，是什么样的不舒服？母亲答，
心慌，经常莫名其妙地心慌。女医生接着
问，怎么样心慌，您能说具体一点吗？

母亲说，就像偷了人家东西一样心慌，
害怕被逮住那样的心慌……

听到这里，女医生脸红了。说，大娘，
我明白了。

我更是脸红到了脖子根。心想，老人
家，您啥时偷过人家的东西嘛？这是什么
地方、什么时候嘛？怎么说出这种极不光
彩的话来？真是太不像话了！

我自然立即反驳说，妈，您一个老实本
份的妇道人家，怎么会去偷人家东西呢，您
打的就是个比方吧？

母亲不服气，也为了表明她没有撒谎，
一字一句地说，那些年困难时期，吃集体食
堂，饿慌了，我不是带着你去偷过生产队的
红苕吗？还在外面烧着吃。吃完后一想，
那生火烧红苕，肯定要冒烟，要是被人发现
了怎么办？想着想着，心就慌得往外跳！
你人小不记事，我可记得清楚！

诚实的母亲，完全陷入了一阵对过往
事情的回忆中。忘记了这是医院，说这些
话，让儿子情何以堪！

田医生立即得体地拦住话头，和蔼地
说，大娘，我们来听听胸部吧。说着就用听
诊器对母亲的前胸后背反复听了多次，还
翻看了眼皮，查看了舌苔，检查了血常规，
最后得出结论：母亲是由四川盆地的百十
米低海拔，到了黄土高原千多米的高海拔，
加之沿途坐车换乘过度劳累引起的精神不
适症，并非器质性疾病。吃点药，输几天
液，就会好的。

在回连队的路上，母亲说，这女娃儿真
乖！年龄这么小，就是医生。穿一身军装，
人长得秀气，说话又秀雅，医术又高明，她
给我治病，肯定能好！

果然几天后，母亲病愈，心不慌了。回
四川老家几十年，直到八十六岁去世时，心
脏也没出现过任何问题。

时光迁移，我调离了老部队，原单
位的情况逐渐陌生了。但母亲还常
问，田医生可好？我也想问，田医生
你今在哪里？

那次“心慌”若干年后，我也面临
“心慌”的问题了。一段时间，我心慌
得厉害，有时“咚咚咚”急跳的心脏突

然停了，我还等着它往下跳呢，它却来了
个乐谱中的“切分休止符”，顿半拍，又才跳。

我过去似乎从未感到过这心脏的存
在，它一直都是默默无闻地工作着。时间
久了，或许有了怨气，耍起了小心眼，来了
个“顾曲周郎”。我坚持不理它，但不行，它
折磨得我几乎不能正常工作了。于是我决
定利用正在原军区机关集训的间隙，去部
队医院就诊。陪同的不是别人，正是我在
军区机关工作的儿子。

一进诊室坐下，我就想起了几十年前
陪母亲看“心慌”的情景。不过，医生此时
已换成了教授，少女也换成了老翁，门外清
清静静的场境已换成了人山人海的拥挤。

老教授抬头便问，哪儿不舒服？我答，
心脏。又问，怎么不舒服？我答，心慌得厉
害。又问，怎么个心慌？我答，像一种很激
动的心慌，有时还来个停半拍似的心慌……

他不停地操作着电脑，眼睛望着我，嘴
巴轻张着，似乎还想让我继续描述心慌的
表现。我又一次想起了母亲当年对女医生
说的那句话“就像偷了人家东西那样心
慌”，话都到了嘴边，灵机一动说，一种抽中
了五百万元彩票那样的心慌！一种异常激
动、紧张的心慌……

老教授略显吃惊，后又莞尔一笑。一
旁正玩手机的儿子也睁大了眼睛，好像在
问：你真抽过这么大的彩票？是福彩还是
体彩？啥时抽的？钱怎么用的？

我知道他们理解偏了，便急忙纠正说，
一种比喻、形容罢了。

此时，门外已有就诊的病人在喊：快点
看，该轮到我了！老教授神态淡定，不以物
扰。以商量的口气说，我刚才从网上看了
你过去的体检情况，估计就是个劳累过度
引起的心跳过速，精神性的心脏早期早搏，
非器质型的病变。但是，事情都怕万一，人
体是一盘非常复杂的机器，光凭感觉还是
不够的。因此，还得上机器，做些技术性的
检查，拿出数据来，才放心啦！

我立即面有难色，不愿接受这样的折
腾——弄不好心电图、彩超、磁共振、CT，
都可能接二连三地跟着上！

老教授看透了我的心思，非常体谅地
说，你想多了。医院不是盈利的机构，医生
也不是机器的奴隶，咱们先做个最简便的
心电图如何？随后叹说，哎，现代文明有一
利就有一弊呀！没有这些高科技手段摆
起，你这类病，一支听诊器也能定乾坤。但
有了这些高科技、高设备，若不用它，做医
生的心里又不踏实呀！

心电图结果出来了，一切正常。老教
授又说，当然还可以这样认为，心电图就是
短暂时间的检查记录，不一定完全可靠，再
让你背个“盒子”接受24小时动态心电图
检测也是可以的，但我相信你军人的体质
是过硬的，不必了。吃点药、输点液，休息
几天就会好的。

告别老教授，我把处方和住院证往口袋
里一装，高声叫儿子：开车送我回集训基地。

更满足的是，自那次门诊后，“心慌”之
疾逐渐消去，不久痊愈。我想，当年美女医
生的亲和、简便和如今老教授严谨、现代的
不同行医风格，皆为时代使然。老教授，我
们好几年未曾谋面了，你都好吗？

（作者系重庆警备区原政治部主任，少
将军衔）

心慌的故事
邓高如

阳光是驻村干部
月光也是。敲开天印村
拂去村民目光中的云翳
心灯亮了。清澈，透明
看得清远方的辽阔

乡情馆
墙上村民的书法，绘画

分明就是笑容里丰富的内涵
桌上的书籍，撩开心灵所求
贫瘠之地，开满鲜花

陈列的农具
述说农耕文明的进程
黄昏之后，有月亮升起
疲惫了一天的乡亲
在这里找到心之所依

嗯，宁静也是一种香
浮动着千家万户，四合院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总有光静静照亮
王景云

咏竹

从来墨客多咏竹，
如今农夫亦效古；
叶绿枝青身且直，
化作炭灰存傲骨。

品茶

喜得浮生一日暇，

乐品瓷杯苦涩茶。
利禄功名随云烟，
宠辱得失伴年华。

早餐

五谷杂粮随心配，
营养晨粥好滋味。
山珍海品总不如，
平凡本真尤可贵。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

会员、江津区通俗文艺研
究会会员）

农夫晨吟
罗邦万

说是东周列国里来的，
还带着易经的卦象，
那袭白色蕾丝裙，让我在反思，
几千年前还有这个东西。
就坐在那池塘边，
顾盼的影子，你可是狐狸而来？
我不怕狐狸，也不怕鬼，
无神论者轻声的话语。
倒影下的碧波，被旁边的灯光秀出来，
一河灯火，一池荷叶。

那开了的莲花，都掩映在竹林里，
花香是淡淡的，羞答答的月色朦胧。
坐在池塘边的石梯上，
我在看荷花，荷花也在看我。
一片苍翠欲滴的夜色，
就这样俘虏了我。

对，是荷花在诱惑，
她们一朵，一朵，一朵，
多么婉丽的身影里，
掩盖着怒放的花蕾和蜜蜂。
在中午，我看见不少的蜜蜂游戏其间，
如同那些开屏的孔雀，在等待。
等待你的归来，等待你踏歌的歌喉。

我在你的夜色里入定，
我把先秦诸子都一一点过，
品百家教诲。
我在荷花的改变下，
忘记了自己是一个人。

我在夏夜里打开了一朵莲花，
我把头埋进她的花蕾里，
此刻，我就是那午间的蜜蜂，
把荷花开得更艳丽，
开得更洁白。
我的眼泪和汗水，
在莲花里矜持地吟诵着楚辞，
在荷塘夜色里，把灯光赶得很远。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我在夏夜里
打开了一朵莲花

易致国

幸福街在我左侧，一个糖人
把我变甜，一壶茶
泡出一张张幸福的脸
365天，老酸奶都在慢慢发酵
阳光从石壁滑下来

藤蔓间，多少人在寻找旧时光

陈麻花在我右侧，脆了舌尖
毛血旺和红辣椒给重庆注册鲜香
昔日敲锣的更夫，变成新雕像
路人知道，新时代已降临磁器口

我是挑夫，在幸福街
无论走哪边，都能遇见成群的幸福

（作者系重庆作家网编辑）

磁器口幸福街
罗晓红

现在，让我们聚焦文凤
在那片新生的景区中
举起惊艳的目光
从岁月发黄的折页里
读远去的盐茶古道
看今日苗寨
旭日东升的色彩与光芒

娓娓道来的昨天
在人头山的皱褶里盘腿打坐
驿道上的马蹄声随风而去
日子却留在大山里苦苦煎熬
雪地里露出孩子们冻红的脚趾
单身汉的名字排成了长龙

太阳照亮山坳
日子就振作了精神
在拔掉穷根的土地里种上新苗
沐浴了精准扶贫的春风春雨
一朵一朵地开花

一串一串地挂果
一天一天，长成丰收的喜悦
和云上苗寨，蒸蒸日上的风景

沿着蜿蜒的公路
把远方的客人迎进山来
去太阳湖的涟漪里，钓幸福时光
去月亮湖的凉爽中，听荷叶的心事
去新建的乡史馆和非遗所
寻久违的记忆与乡愁
让那架瘸腿的风车回到童年
述说淌过的湖水与山坡
拧亮墙头那盏老掉牙的马灯
照亮孩子们朗朗的读书声
照亮远方游子，回家的路线与行程

入夜，就宿在苗寨的月光里
听知了在头顶唱歌
任白云在身边缭绕
用喝了三大碗苗汤的兴奋
点一堆熊熊燃烧的篝火
跟随苗家阿妹那翩翩起舞的脚步
在转成圆圈的旋律中
跳出今日文凤，如痴如醉的诗行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原党组书记）

在云上苗寨中举起目光
王明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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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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