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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是水的诗经，千丝万缕的雨作了
水的韵脚，将它们谱成了江、河、湖、海，
献身于万顷田地， 孕育了一塘鱼肥，滋
润了大地生灵。 千江万川汇聚成海，它
们的气息又蒸腾成雨，千丝万缕，万缕
千丝……
北方的雨不似南方。“
黄梅时节家家
雨，青草池塘处处蛙”，一蓑烟雨朦胧在
江南水乡，打湿了许仙的纸伞，散落了唐
寅的桃花，湿润了温庭筠的青衫。在桨声
灯影的秦淮河，在粉墙黛瓦的西递村，在
初秋傍晚的滕王阁，雨润了王勃的笔，成
就了“
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
声断衡阳之浦”的千古绝唱。在满城春色
的沈园，雨淋湿了陆游的哀愁，没有一种
酒能醉人，只有人用悲伤醉自己，于是他
醉在了“红酥酒，黄縢酒”的记忆中哀叹
神伤。 南方的雨，伴着姑苏城外的钟声，
伴着少年的诗歌与牧笛， 一任阶前点滴
到天明。
而在我生活的北方,一入夏，阵雨便
秉雷霆之势而下，山雨欲来风满楼，狂风
打翻了乌云的墨， 白昼也被染得夜一般
黑。雨声如同唱戏的伶人，雷鸣火闪之际
哗啦啦一亮相，是京剧《芦花荡》中的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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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是《嫁妹》中的钟馗，畅快淋漓地给炎
炎夏日浇出个清爽。只需片刻，天又骤然
放晴，阳光迫不及待地钻出云霞，又是一
片晴空万里。北方的雨，是陈忠实笔下白
鹿原村民日夜祈盼的好年景，是《平凡的
世界》 中田晓霞和孙少平深情告白的浪
漫， 是莫言山东高密村的父老用血泪酿
成的高粱酒。雨到了北方，行事变得大刀
阔斧，或携带着冰雹，或裹挟着雪花，倾
尽全力地挥洒。当天空放晴之后，常会看
到折断的树枝，或散落的花瓣，上面的雨
珠在阳光的照射下折射着大雨无声胜有
声的结尾。
南方的雨是黄梅调，是昆曲，是疏雨

滴梧桐，细密温润，北方的雨是信天游，
是秦腔，是骤雨打荷叶，辽阔粗犷。或许，
在天苍苍野茫茫的北方， 雨天里遇不到
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但倾盆而来的雨，
那么猛烈，那么张狂，鲁莽得像一个不知
天高地厚的少年， 怀揣着没有缘由的心
事，一味地轰轰烈烈，一味地酣畅淋漓。
若问起心事几何？湿了的鞋问乱叫的蛙，
乱叫的蛙问四周的雾，无非是
“
为赋新词
强说愁”，如夏日的雨，一翻脸就下得稀
里哗啦不明不白。 但那雨里也是有回忆
的，在都市红尘中长大，鲜少亲近草木虫
鱼，又常常在升学的压力中，不得纵情于
杂学闲书，看云、听雨、发呆都是奢侈。而

那雨里的一点点甜， 正如歌中所唱：“最
美的不是下雨天， 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
檐。 ”雨丝纷飞，像年少时胡乱写下的日
记，朦胧的、暧昧的、青涩的往事，如雨后
春泥，深藏着落红的香。 多少年过去后，
每逢遇见滂沱的大雨， 总能想起曾经热
情似火的青春、潦草离散的友情，或者已
经分不清那是友情，还是错过的爱情。
张爱玲在 《小团圆》 中写：“雨声潺
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
是因为下雨不来。”这雨声里是听得出希
望的，虽然带着点自欺欺人的意思，但这
雨若不下，便连半点盼头都没有了。雨自
有雨的好处，一如“悲观者称半杯水为空
杯，乐观者称半杯水为半满”。 听雨的人
不同，雨的意境也不同。巴山夜雨有李商
隐的相思，长亭骤雨有柳永的离愁，空山
新雨有王维的清幽。 人间岁月一如自然
轮回，晴时风，阴时雨。 如果途经人生的
雨季，不知能否有雅兴，将时间的舟暂且
停一停，让生命感受一场沐浴，命运的肌
理有时正需要一场及时雨来灌满干涸的
褶皱。 时光缓，云翳散，雨后沉淀的心境
满载着阳光，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如此，甚好。
（区文化馆）

一树杏子一树金
的飘散下来，沾在湿漉漉的枣叶上。 过不
多时，那些大大小小的“八角子”就雨点
儿般
“
啪嗒啪嗒”掉到地上。 一次，薛老师
给杏树撒药，不慎从桌子上摔下来，走路
一瘸一拐的，因为他的名字叫薛焕理，我
们就背地里叫他“瘸拐李”，他知道后并
不生气，只是笑着说我们淘气。
杏子长大还没变黄， 我和炎炎、云
锦等几个小伙伴， 便打起偷杏儿的主
意。 一个星期天的中午，我们想：薛老师
不是回家了就是睡午觉了，于是就鬼鬼
祟祟地来到学校的墙头外。 围墙只一人
高，我想跟炎炎“叠罗汉”越墙而入，谁
知薛老师正坐在老杏树下的竹椅上看
书，我们吓得四散奔逃。 第二天下午课
外活动时， 薛老师把我们叫到老杏树
下，大家席地而坐。 我想起头天中午偷
杏儿的事，心里直敲小鼓儿。 谁知薛老
师仰脸看看杏树，然后给我们讲起“杏
林”的故事：“三国时期，有个叫董奉的
名医，精通医道，为人治病，分文不取。
但是有个条件， 那就是病人病好后，必
须在他所居住的山坡上栽一棵杏树。 年
复一年，杏树栽得漫山遍野，多达十几
万棵，成了郁郁葱葱的‘杏林’。 每当麦
熟，金杏盈枝，香满山野。 有人想吃杏
儿，不用花钱买，只收一器（盆、碗之类）
谷子。 董奉每年用杏子换得的谷子，堆
积如山。 但这些谷子不是他留着自己
用，而是‘以济贫民’，受益者成千上万。
从此，
‘
杏林’美名誉满天下。 ”薛老师讲
完“杏林”的故事，老杏树下已经坐满了
人。 薛老师用手指指身边的老杏树，对
大家说：“希望同学们要发扬‘杏林精
神’，将来多为人民做好事。 ”
后来，我到外地读书，再也没有去
过曾经培养我成长的小学校。 但每到杏
子成熟的时节，心里总会想起那棵永不
衰老的老杏树， 总会想起薛老师有关
“
杏林精神”的嘱咐。
（武清）

王希深

1983 年对于我来说是难忘的一
年，那一年，我的女儿因为生病，经历
了长达八个多月的坎坷治疗， 至今想
起来仍历历在目。
那年我 35 岁，在村里的小学当民
办教师，妻子在生产队务农。 大女儿 8
岁，二女儿 6 岁，由我母亲帮着照看。
那时日子虽然清苦， 但也过得无忧无
虑。 可是，五月的一天，我突然发现二
女儿的眼皮有些浮肿， 当时以为孩子
是吃了槐花过敏，也没太在意。 又过了
两天，孩子没有再吃槐花，眼皮依旧浮
肿， 而且尿也呈粉红色。 我一下慌了
神，和妻子商量后，马上带她到乡卫生
院去检查。 经过化验确诊，孩子得了急
性肾小球肾炎，需要马上住院，于是我
们匆忙办了住院手续。 在乡卫生院治
疗了两个星期， 孩子的病情却没有起
色， 我和妻子经过再三考虑， 决定出
院。 从此，便踏上了坎坷求医路。
当时， 我们村附近的安平镇有位
很有名望的老中医，口碑极好。 于是，
我们满怀希望地带女儿找到他， 吃中
药治疗。 大概吃了十几服，孩子的病情
仍不见好转，我的心又嘀咕起来。
因为孩子生病， 不少亲戚前来探
望。 一天孩子的大姨来了，了解情况后
建议我们到北京儿童医院去看看，不要
把孩子的病情耽误了。 我听后觉得有道
理，就让孩子的大姨夫在北京帮助联系
下医院 （因为他在北京工作， 人比较
熟）。 过了两天，孩子大姨夫捎话说，北
京儿童医院没有床位， 如果我们愿意，
可以到海军总医院看病。 就这样，我们
带着女儿风风火火住进了海军总医院。
该医院检查结果仍是急性肾小球肾炎，
可是治了一个阶段，孩子的病情还是不
见起色。 又过了两个星期，孩子的肾炎
不但没好，还染上了肺炎，每天输液，骨
瘦如柴，气色非常不好。 焦头烂额的我
们，决定出院回家，另想办法。
后来， 我们学校的校长石秉柱了
解到情况后很是关心，对我说，村里的
翟春老师有个胞兄在天津儿童医院工
作，可以去求他帮个忙，到天津儿童医
院去看看。 我听后很高兴，马上找到翟
老师，翟老师二话没说，立刻给他胞兄
写了一封信。 我们拿着这封信，带着孩
子来到天津儿童医院， 通过翟老师的
胞兄，顺利办理了住院，探视时间通过
医生了解到治疗效果还不错， 我的心
情也渐渐好起来。 但后来，治疗效果却
不尽如人意，大概过了 40 多天，我的
心里又敲起了鼓， 犹豫是否继续治疗
下去，可是不治还能去哪里，我的内心
一片茫然。
一天我回到家， 母亲问起了孩子
的治疗情况。 我如实诉说了治疗经过，
并露出了为难的神情。 沉默了大约五
分钟，母亲对我说，她有个远房的亲戚
是个老中医，可以去打听打听，说不定
他能有办法。 第二天，我抱着一线希望
找到此人，从头至尾把孩子得病后的情
况简要作了介绍，老大夫说能治好。 我
听了自然很高兴，但对他的自信并没有
把握，可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还是
决定试一试。 和妻子商量来商量去，最
后决定让孩子出院。 回家后我们立马找
到这位老中医，并很快服了他的药。 开
始确实很有效， 孩子的血尿开始变淡，
化验结果也有所好转， 但好景不长，病
情很快出现反复， 并长时间不见好转。
我的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 老大夫也委
婉地说出推辞的话， 劝我们别再耽误，
快另想办法。 我心乱如麻，实在不知道
该怎么办。
一天，母亲说她有个本家的大叔，
他闺女小时候曾得过肾炎， 是一位老
中医给治好的，让我不行去问问。 于是
我找到这个人， 并得知治好他闺女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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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山

我上小学时， 校园里有一棵老杏
树。 说它是“老杏树”，是因为它又粗又
高，但它却青枝绿叶不显“老”。 我和小
朋友们常在树下玩耍、写作业或听薛老
师讲故事。 因此，老杏树下成了我们心
中的
“风水宝地”。
新中国成立初，薛老师第一个来到
我们村的小学校， 那时不是工资制，每
月公家只发给他 45 斤小米当报酬。 那
棵老杏树， 是他来学校的那年春天，从
老家移来的，我入学时，就已经长得老
高了。 每年春天，杏树上开满粉白色的
花朵， 把简陋的校园映照得格外清新。
等到麦收时节，高挂枝头的杏子渐渐由
青变黄，一簇簇，一串串，金子般在青翠
的枝叶间闪耀。 杏刚刚长成，我们就总
仰起小脸儿贪婪地往上看， 馋得咽口
水。 薛老师发现了，就乐呵呵地对我们
说：“别心急，现在杏子还是酸的，等熟
了打下来分给你们吃。 ”于是，我们天天
在心里盼着老师分杏儿。 终于有一天，
薛老师找几名高个子同学，帮助他用长
竹竿把熟透的杏子打了下来，黄澄澄的
整整装满一大篮和一小篮。 薛老师叫我
们按班级排好队，由班长带到杏树下领
杏儿。 在分发杏子之前，薛老师微笑着
对我们说：“希望同学们像丰收的杏树
一样‘满树金’，希望毕业班同学顺利地
升入小学高年级。 ”在掌声和笑声中，我
们都领到了盼望已久的杏子，虽然每人
只分到了几个，很快就吃光了，但那香
甜的滋味却总回荡在口舌之间，并使我
们时常想起有关杏树的件件往事。
杏子刚刚长到豆粒大小， 叶片间便
生出害人的“八角子”，它们不但啃噬杏
叶，还要螫人。 这时，薛老师就会把
“
六六
粉”装进一个用纱布做的小袋儿里，在有
露水的早晨，戴上口罩登上桌子，把吊着
“六六粉” 袋儿的长竹竿儿伸到杏树上
端，轻轻地抖动，“
六六粉”面儿便烟雾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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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 歌

“复兴号”之恋
朱新民
远远伸延的信念
在轨道上
积蓄着奋发的力量
情怀里没有寂寞
风驰电掣
在铿锵轰鸣里打磨锻造
举重若轻
于时代风云中直奔目标

这奋飞激越的豪情
是屈忍了几百年的喷发
梦圆的渴盼
历史已翻开新的一页
东方古国
是跃上高山之巅的雄鸡
向着灿烂与壮美高声鸣叫
“复兴号”惊鸿一瞥
箭镞般穿刺着雾霭与风暴
当它长鸣一声飞驰远方后
—
我惊喜地发现——
那无言沉静的钢轨
在阳光热辣辣的狂吻下
向我眨动着
亲切而狡黠的微笑……

雷电吻过从容
意志摒弃缥缈
白驹过隙的神速
一声声轰鸣
一阵阵自信纵情的大笑
一次次狂吻
一场场匆匆忙忙的拥抱

（汊沽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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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派神功赢天下
逸闻轶事后人传（7）
李瑞东就职袁世凯拱卫军期间，
虽只有两三个月， 却被推举为全国武
术总会会长。一次参加会议，李瑞东因
反对民间举行不顾生死的擂台赛，在
会上与北洋政府主事官发生争执。 散
会合影时，李瑞东没有到场，会议主办
方派人去请李瑞东。 当时安排李坐在
前排位置，座椅是紫檀木太师椅，非常
结实。 可当李瑞东被请出在太师椅上
落座时，听得咔嚓一声，太师椅竟断成
两截。人们以为是椅子毛病，李瑞东身
体过重造成的， 赶忙换来一把同样的
太师椅，李瑞东一落座，又听得咔嚓一
声，这把太师椅同样断成两截。人们这
才明白，是会长在宣泄情绪，就有知情
人对李瑞东道：
“
会长别开玩笑啦！”又
换来一把普通椅子，李瑞东坐好，摄影
师才拍下这张珍贵照片。
李瑞东初到天津创办“武德会”和
“中华武士会”期间，有人欲给他
“下马
威”，散布他们将李瑞东一个在天津开
办“国术馆”的赵姓徒弟打成重伤，并
派人给李瑞东送信约谈， 李瑞东接信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通讯地址：天津市武清区泉发南路 16 号

邮 编：301700

电话： 记者室 82130281

张振发

七、李瑞东的传说故事
即按信上地址赴约。他刚出门口，就有
黄包车夫迎来， 李瑞东告之车夫欲去
的地址后便上了黄包车。 而就在车夫
拉车跑到一处陡坡路时， 车夫猛将车
把举起，并狠狠向后翻去，欲致李瑞东
于死地。 而就在车夫将车把向上用力
翻起一刹那，李瑞东瞬间前倾气沉，这
一“沉”重达千斤，竟将车夫力举的车
把稳稳地压下来， 车夫惊悸中瞥见车
内的李瑞东竟是那般稳坐如山， 车夫
一脸惶恐。李瑞东只是朝车夫摆摆手，
意为不要紧，快赶路就是了。
李瑞东意识到， 有人欲利用这段
斜坡路制造事端，以对他下手，他甚至
预料附近已有埋伏。 车夫将李瑞东拉

办公室 82130280

到地点，便逃之夭夭。这里是一处深宅
大院门外，门人将李瑞东引进客厅。李
瑞东见偌大客厅连一把椅子也没有，
甚觉奇怪。 门人言称：“
原来的椅子不
结实，正为先生赶制一把座椅。 ”说话
间，有人抬进一把檀木太师椅，李瑞东
见和全国武林大会上坐的那把“
太师
椅”一样，只是高大些。 对门人说：“这
把椅子也不结实。 ”言罢，即旋身腾空
而坐， 而就在李瑞东身躯往座椅下落
间，“
咔嚓”一声，椅牚断成两截。
门人请李瑞东用餐，膳房内，酒菜
丰盛，准备停当，陪客也齐聚而来。 李
瑞东认出为他准备的另一把座椅，便
说：“这把座椅倒是结实。 ”说着，跃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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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河北省燕郊镇半壁店村的一位周
姓大夫，我很快找到这位周大夫，递上
各种化验单并介绍了所有治疗经过。
周大夫说可以试一试， 并不保证能治
好。 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我和妻子带
着孩子乘车来到半壁店。 老大夫很诚
恳，人也很和善。 通过交流，我得知他
对肾炎这种病有几个小偏方。 从这天
开始，孩子服用他开的药。 他的药极其
简单，一般不超过五味，像甘草、头发
灰、烧核桃仁、藕汁、甘蔗霜之类，虽说
不贵，但却不好找。 一次他让我们用藕
汁，我通过不断打听，听说河西务镇扶
头村有个藕塘，赶紧骑车赶到那里，向
村干部说明了情况， 村干部十分同情
我的遭遇，并让我自己到藕塘去采挖。
我在附近借了一把铁锨， 在坑边挖起
来，但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挖到藕。 幸
亏遇到村里的一个小男孩子， 教给我
挖藕的方法。 我把藕带回家，马上取汁
让孩子服下去，如此两天后，结果很令
人失望。 无奈之下，我们再次到燕郊周
大夫家，又请教新的办法。 就这样，往
返了七八次， 孩子的病情仍然时好时
坏。 最后几次眼看快到春节了。 老先生
对我们说，年前不用再来了，下次怎么
用药会写信通知我们。 过了几天，老先
生来信说，他已经无能为力了，让我们
不要再去了。 我和妻子听后，浑身瘫软
地躺在床上，感觉天要塌了。 我们在床
上不吃不喝地躺了一整天， 谁也没说
一句话。
所有的方法都想尽了，天津、北京
的大医院都去了，多年行医的老中医也
没办法，我们该怎么办呢？ 愁归愁，可我
还是相信
“
天无绝人之路”这句话。
第二天我又重新振作起来， 拿起
了一本借来的医书《农村赤脚医生教
材》，这本书从打孩子生病后，我不知
道翻看了多少回。 但以前看的都是关
于肾炎肾病的章节，这次我想换个思
路。 因为孩子是肉眼血尿，我怀疑医
院和大夫是不是弄错了，孩子得的不
是肾炎，而是血液方面的毛病，所以
这次翻开了血液病这一章。 这一看还
真有收获，书上说有一种病叫过敏性
紫癜， 症状和肾小球肾炎极其相似，
很容易混淆，并给出了治疗这种病的
各种方法。 我反复看了很多遍，觉得
我女儿的病很像是过敏性紫癜。 和妻
子商量后， 决定用 书 上 的 方 子 试 一
试。 于是我们按照书上的药方，到安
平医院去抓药。 但当时医院缺了两味
药，一味是水牛角粉，一味是阿胶珠。
我立刻托人四处去买，最后从北京买
来水牛角粉，从香河买来阿胶珠。 我
们煎好了药，怀着忐忑的心情让孩子
服下去。 大概服了两三天，发现孩子
的肉眼血尿明显变淡， 又服了两天，
原来的粉红颜色几乎不见了，尿液呈
淡黄透明色，我们心里乐开了花。 急
忙拿了孩子的尿样 到 安 平 医 院 去 化
验，结果指标接近正常。 这让我大大
松了一口气，并断定，我们孩子得的
确实是过敏性紫癜，并不是什么肾小
球肾炎。 就这样，又先后给孩子服了
十几剂药， 化验结果已完全正常，孩
子的气色也逐渐好起来。 后来，又连
续化验多次，结果都是正常，我们心
中的阴影渐渐消散，一块大石头最终
落了地。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
花明又一村”。 后来，我又请教了安平
医院的毛国俊大夫，并介绍了孩子治
疗的整个过程，按照他的医嘱，给孩
子吃了一段时间知柏地黄丸。 直到现
在，孩子都很健康。
这件事虽然几经波折， 但让我明
白，有时候只要我们坚守心中的信念，
不言放弃，奋力一搏，终会“守得云开
见月明”。
（武清）

置于上面。 而这把座椅完全是用乡村野生
麻秆以麻绳缠绑而成， 负重不过数斤，却
见李瑞东坐在上面从容淡定， 谈笑无惧，
现场者无不面面相觑。 李瑞东言道：“还请
诸位高抬贵手，容鄙人看看我那弟子伤势
如何……”话音未落，外面有人高喊：“师
父，这是骗局。 ”随着喊声，走进两人，一人
正是在津开办“国术馆”的李瑞东弟子赵
某， 另一人则是津门一霸于某。“
哈哈，骗
局， 不假” 于某拱着双手对李瑞东道：“
不
然，怎能见识神鹰奇侠的功夫啊！今日我于
某若有慢待和不恭之处， 还望李先生海
涵。 ”李瑞东见弟子赵某毫发无损，一跃从
那把“
座椅” 上跳下， 问赵：“这是怎么回
事？ ” 于某忙上前解释：“
大凡来津门谋事
者，没有不来和我于某打招呼的，唯先生不
睬……还好，同道啊！”说话间，有人抬来真
正太师椅请李瑞东坐下。于某摆摆手，饭厅
内只有于某和李瑞东二人。 于某向李瑞东
介绍天津的时局并提出筹建“中华武士会”
诸多建议， 使得李瑞东对于某油然而生些
许好感，因为他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要。 此
后不久， 李瑞东得知于某夫人患有妇科杂
症，便送上李家一宝——
—
“
金丹方”，于某夫
人服用后，病症痊愈。李瑞东在津得于某不
少支持，成为好友。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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