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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家一条普普通通的小河，在父亲心目
中分量之重，是我没有想到的。20 多年过去
了，许多人和事，如烟似雾般飘荡而去。可
父亲重回老家清水河的想法，丝毫没有改
变。伴随着年岁增长，变得愈发强烈，口口
声声称非回去不可。

上个月初，一场大病，把这位 93 岁高龄抗
战老兵的生命，推到了死亡边缘。夜半时分，
父亲奇迹般挺了过来，伸出藤条般干枯的手，
无力地拉住我，眼里含着泪光，颤颤抖抖说：

“老四呀，送我回去吧，就是死，我都要死在清
水河边！”面对老父亲几近乞求的目光，我答应
待病愈后，陪他回清水河畔好好走一趟。

炽烈的阳光透过车窗玻璃，落在父亲那
张干瘦、散落老年斑的脸上。老人两手握住
拐杖，双目微闭，仿佛一尊雕塑。

小车刚过一座石拱桥，父亲仿佛感应到什
么，睁开眼睛，抬起手示意在前面岔道停下来。

父亲精神抖擞站在河边，目不转睛盯着
翻卷的浪花，嘴角露出欣喜的笑意。

25年前，我们兄弟强行卖掉老家清水河畔
几间瓦屋，将年事已高的父母接到城里照顾。

父母到了城里，生活条件改善不少，脸
上的笑容少了许多，常常沉默寡言。周末全
家人聚会，父亲酒杯一端，话匣子打开了，
三句两句不离清水河。母亲告诉我，听不到
清水河的水流声，父亲夜里总睡不安稳。即
便睡着了，梦里也叫嚷着要回老家去。

清水河是长江中游南岸的一条小河，位于
水网交织的岳阳市云溪区，发源于幕阜山余脉
木岭峰。犬牙交错的群峰横空而立，山岭之间
云雾缥缈，无数的泉眼，喷射出水流，同山里露
珠融为一体，千回百转而下，汇流成清澈明亮
的小溪。这便成了云溪地名的由来。

当年，父亲顶风冒雪，步行 20 多里山
路，同上万的青壮劳力聚集木岭开山劈岭，
垒土为坝，形成碧水长空一色、鱼鸟相伴相
依、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方天池。工友们
顺流而下，疏浚河道，夯实河床，清水河穿
越崇山峻岭，归入长江。

清水河水量丰沛，物产丰富，盛产青、
鲢、鲤、鳙、鲶、鳝等十数种鱼类及虾蟹，
还有莲子、菱角、水芹、鸡米等，沿途几个
村落上万亩田地灌溉及村民们饮用水，依托
这条河流。

这些年，父亲的心一刻都没离开那条河
流，隔三差五打听老家那边的情况。一段时
间，沿岸过度开发，造成河道淤塞，水患成
灾。父亲变得焦躁不安，央求我们送他回老
家看看。堂兄托人带话过来，说有人紧挨河
道搞鳗鱼和生猪养殖，死鱼死猪泡在河里，
河水变了味儿。两岸住户，轻易不敢开门开
窗，有的干脆搬离。

父亲再也坐不住了，独自租车赶回老
家，举起拐杖，指着生猪养殖老板狂吼，命
他赶紧搬迁猪场。

不久，父亲从我们子女给的生活费用中
“抠出”一部分，在人口集中居住的地方，打
了一口水井，解决村民饮用水燃眉之急。

痛定思痛，云溪人以壮士断腕的气魄与

豪迈，亮出护河、固河、治园 （工业园）、美
村“四大硬招”。猪场迁移了，被损毁的岸线
整修复绿，水质复清，逐步形成鱼类繁衍、
栖息的生物链。2020 年 5 月 27 日，一条新闻
出现在“掌上云溪”头条：有人在小菜园旁
水沟，发现一条憨头憨脑的娃娃鱼。这一与3
亿年前的恐龙同一时代的“活化石”，出现在
云溪域内，堪称奇迹。

父亲搞不清娃娃鱼什么来头，看见河里
游弋嬉戏的野鸭子和掠浪而飞的水鸟，苍老
的脸上爬满了笑意。

我陪着父亲沿河而行，太阳水洗过似的
鲜活明亮，迎面照射过来，他瘦弱的身影，
倒映在清亮亮的水里。父亲看着绿色葱茏的
禾苗和油光水亮的菜地，开心地说：“看样
子，今年收成不错哟。”

一些挑担的村民认出父亲，纷纷停下来，
热情地跟父亲打招呼。父亲见他们筐里装满
新鲜蔬菜水果谷物和鱼虾，满脸笑容地扬扬手
说：“快去吧，趁新鲜劲头，赶个好集！”

远处有机场，这一带的楼房高不
过六层，我住的阁楼高度则在 18 米
之上，算“高屋”。住进阁楼那个夏
天，我在北窗前放一张地桌，在桌前
喝茶，浏览窗外的风景。一座高出我
阁楼许多的塔吊伸出长长的起重臂，
与塔尖两侧的斜拉纤绳形成三角，形
似畅游在高空的一条帆船。这条船的
港湾在街对面的一片绿色防护网内，
那是一片施工工地。在炎炎烈日下，
塔吊起重臂呈煮红了的蟹夹色，转台
上那个铁皮房则像悬挂在空中索道上
的一个白色车笼。夏日的北京酷热难
耐，若不开室内空调，阁楼就是一座
蒸笼。推己及人，我总是下意识地站
到窗前远眺悬挂在高空中的那个铁皮
房，一个被烈日暴晒的烤箱，一间空
中桑拿屋。我开始惦记那个每日操纵
塔吊的人。

北窗下是一条大街，像一条大
河，汽车日夜奔流，车流声如潮汐，
似松涛，像有人不厌其烦地说一段没
完没了的绕口令。偶尔有喜鹊从街对
面飞过来，穿越大街，飞出一个 J
字，落在我窗前的檐瓦上歇脚，送给
我几声欢叫。喜鹊来去，只是我窗前
的小花絮，悬在空中那个铁皮房才是

“硬核动画”，始终吸引着我。还有操
纵塔吊的那个人，总让人想到诗与远
方。

塔吊由一节一节塔机接龙升空，
像一座高入云端的铁塔，那个铁皮房
是高空作业的驾驶室。我站在窗前能
看到远处百望山上那座塔，却迟迟见
不到委身铁皮房高温作业的这个人。
高空中的紫外线比地面强烈，他在桑
拿屋内挂上窗帘，隐身幕后操纵起重
臂，为我表演空中“达瓦孜”；起重
臂一次次升降起落，吊起一件件钢
筋、脚手管、预制板，完成一个个空
中大回环。他能把成吨的钢筋水泥混
凝土编排成大型空中体操，堪称“空
中艺术家”。

夜，渐渐沉寂，车流在大街上渐
渐稀疏，工地歇工，施工照明灯也熄
了，只有吊臂上那盏灯化成满天星斗
中的一颗。我找来一架儿童望远镜放
在窗台上，等待着下一个白昼。

城市持续高温，热风扑窗。一个
上午，塔吊起重臂伸向我的窗子，我
终于通过驾驶室风挡玻璃看到了他
——40 岁左右，身穿桔色工作服，
一张布满汗渍的脸，头上蒙盖一条毛
巾，双手各握一个操纵杆，嘴对着操
纵台上的对讲机说着什么。转瞬之
间，起重臂老鹰捉小鸡一般从地面抓
起一大坨预制板，横向摇过去，他也
在我的望远镜里消失。不知他是否感
受到了我的目光？那是我寄给高空劳
动者的一份敬意。午后，我在窗前等
他。早上我起床时塔吊已在凉爽的晨
曦里开工多时，我没有看到他怎样攀
上铁塔。塔吊没有升降电梯，只有通
过攀爬才能抵达顶部。我目测塔吊高
40 米，足足有一百多级阶梯。夕阳
西下，晚霞映红了百望山统领的西半
天，我看见两只喜鹊带着欢叫飞上塔
吊，一个桔红色的身影踩着一节节铁
架敏捷地从高空落向地面，喜鹊喳喳
欢叫，像是送给他的一声声慰问。于
是，一个桔色的人如一行诗写在云
端。

日复一日，塔吊在我窗前淋漓尽
致地展示着起吊搬运十八般武艺。我
与身穿桔色工装的塔吊司机虽未谋
面，却能看到他为我“拉洋片”——
在那间铁皮房里，头顶火辣辣的太阳
将一幅幅撼地摇天的画卷送入我的窗
口。在这个窗口，整个夏天我都在为
他行注目礼。

一座高大的白色建筑耸立在街对
面，当年的施工队伍不知又转战在何
方。轰鸣的车辆仍然在我窗前的大街
上川流不息，欢叫的喜鹊时不时跳到
檐瓦上小憩。每当我站到窗前，眼前
挥之不去的依然是一座蟹夹色塔吊，
一个身穿桔色工装的人，一个把汗水
折射成彩虹挂在我窗前的人，一个把
普通工人的崇高写在云端的人。

漫无边际，波涛汹涌。
一艘乳白色的大船劈风斩浪，稳如磐

石。阳光下，左右两舷巨大的“红十字”标
志，格外醒目。

没有对空对海导弹，没有火炮鱼雷。在
中国海军序列里，“和平方舟”号医院船是一
艘特殊的军舰。

入列11年来，“和平方舟”号医院船9次驶
出国门，航行24万余海里，到访43个国家和地
区，为 23 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实施手术
1400例，让500多名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

“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带给世界的，是早春
般的温馨，是如同晚秋的丰硕。她像一只不知
疲倦的和平鸽，衔着橄榄枝，飞向世界各方。

守护生命

2010 年，和平方舟第一次执行“和谐使
命”任务，首站是吉布提共和国。这个地处
非洲东北部的小国，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
家之一，经济落后，缺医少药。

当地有家贝尔蒂医院。卢旺盛和刘鹏两
位军医在此坐诊时，遇到头部受伤的患者穆罕
默德。检查后，他俩认为情况严重，必须立即
做开颅手术，否则其生命所剩日子不多。

“开颅？”当地医生听了直摇头。在吉布
提，开颅是一种禁忌，且当地医院从未做过
这种手术。

回到船上，卢旺盛和刘鹏将情况向院长
作了汇报。院长问：“手术的把握有多大？”
卢旺盛说有六七成。院长决心已定：“不做开
颅手术，病人肯定过不去。尽管有风险，手
术必须做。”刘鹏为难地说：“开颅在这里是
一种禁忌，院方不同意手术。”

院长带着卢旺盛和刘鹏急忙赶到贝尔蒂
医院。院长耐心做对方医生的工作，面对一个
患者，如果还有救治的可能而放弃，那是医生
的失职。任何禁忌在生命面前都应该让步。
对方医生被中国军医的执着和诚意感动了。

一场特殊的手术开始了：手术台旁站着
当地一排医生，他们要亲眼目睹这第一例开
颅手术；主刀的是来自万里之遥的中国军医。

凭着过硬的专业技术，手术非常成功，
穆罕默德生命之舟重新起航。

卢旺盛和刘鹏留下详细的医嘱，还自掏
腰包，送给穆罕默德一笔术后护理费用。

穆罕默德的幸运，在吉布提成为传奇。
在吉布提7天，和平方舟共诊疗当地患者

2719 人次，辅助检查 2588 人次，受到民众交
口称誉。

汤加一位青年男子，子弹入体长达 4 年，
他去过几个国家，因靠近心脏，手术风险
大，均被婉言拒绝。千里迢迢，他慕名找到
和平方舟。几位专家检查后，告诉他手术可
以做，但有一定的风险。青年人恳切地说：

“我知道中国，我相信中国人，我可以立下字
据，万一手术失败了，所有的风险我们自己
承担。”经过充分的准备，中国军医对子弹精
准定位，仅用23分钟，就成功取出子弹。

和平方舟被称为“生命之舟”，危难中，
它为患者点燃生命之光。

2013 年 11 月，超强台风“海燕”肆虐菲
律宾，房屋倒塌，道路中断，人员伤亡。

和平方舟完成 125 天“和谐使命—2013”
任务，刚刚停靠母港码头，受命紧急驰援塔
克洛班市。

前置医院还没搭好，一位妇女抱着孩子
匆匆跑来，连呼带喊：“医生，快救救我的孩
子！”孩子叫马利萨，只有两岁，高烧脱水，
已经昏厥。

护士长蔡伟萍接过孩子，几位医生紧急

抢救，使孩子脱离危险。
蔡伟萍寸步不离马利萨，输液，服药，

还不时地用酒精棉球给孩子擦额头、腋下，
为他降温。

马利萨的父亲在强台风中遇难，他母亲
罗文娜伤心地说：“要是孩子再有个三长两
短，我也不想活了。”

经过3天的治疗、护理，马利萨脸上有了
笑容。出院时，他抱着中国阿姨送的熊猫玩
具，哭着不肯离开。

几天后，前置医院撤收，罗文娜带着马
利萨来送行。马利萨捧着一束菲律宾的国花
茉莉花，扎进了蔡伟萍的怀里。

罗文娜眼含热泪，动情地说：“茉莉花开
了，你们却要走了，好心的中国人，祝你们
一路顺风！”

仁义扬帆，守护生命！

和平使者

2015年 11月 17日，和平方舟到访墨西哥
城市阿卡普尔科。

真是一种巧合。465 年前的 1550 年 11 月
17 日，一艘载有中国丝绸、茶叶、瓷器的商
船漂洋过海来到阿卡普尔科，当地人亲切地
称之为“中国之船”，并将这一天定为“中国
之船节”。

“ONE OR TWO（1还是2） ?”
“ONE!”
“YES（对） !”
“上帝！我又能看清楚眼前的一切了！”

特奥杜洛兴奋地喊了起来。
几年前，特奥杜洛不幸患上白内障，因

经济窘迫，无力治疗，天空失去了色彩，大
地变得一片模糊。

特奥杜洛又是幸运的。和平方舟抵达阿
卡普尔科当天，他登上医院船，成为第一批
患者。眼科专家先对他进行心理疏导，然后
为他施行手术。

特奥杜洛揭开眼睛上的纱布，又回到了
真实的世界，满脸幸福，说：“和平方舟捎来
了和平，中国医生给我送来了光明！”

2017年9月21日，“国际和平日”。
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中塞友好医院门

口，当地市民听说和平方舟到达，排起了长
龙，等待中国军医看病。

妇产科医师胡电查看完孕妇拉马图·芭的
孕情后，倒抽一口气：妊娠期糖尿病、高血糖、
胎儿已经出现宫内缺氧……必须立即手术！
当地医院条件有限，胡电几乎命令道：立即
将孕妇转至医院船手术。

医院船进入“一级战备”，各方专家紧急
汇合。胡电前几天不慎扭伤了腰，有人要替

她，她说了句“情况我熟悉，我上”，一扭一
扭地走上手术台。

一刀一剪，一针一线，两个多小时过
去，一声婴儿的哭啼声，让大家松了口气。
拉马图·芭疲惫的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

孩子的父亲欣喜万分，说：“是中国的和
平方舟给了孩子生命，我要让孩子永远热爱
和平！”

和平方舟每到一地，第 42 届南丁格尔奖
获得者、医院船护士长王文珍，便会带着船
上的健康服务和文化联谊小分队，去当地的
小学，为孩子们检查身体，告诉他们如何养
成良好的用眼习惯、卫生常识，还给他们带
去学习用品和玩具，与他们一起游戏。

一位校长感动地说：“吉布提停靠着很多
外国军舰，但没有军人来学校为孩子们服
务。你们把孩子们当作自己的亲人，孩子们
把你们看作和平的使者。”

和平方舟的航迹在不断延伸着，和平理
念也在不断传播着。

东南亚岛国东帝汶历经多年战乱，2002
年才宣告独立。硝烟战火虽然消失，许多老
兵还在忍受着心灵和身体创伤的折磨。和平
方舟的到访，那鲜亮的“红十字”标志，燃
起他们心中的希冀。

老兵卢杰罗带着他的 5 位战友登船求助。
他在战争中右肩后部中弹，因医疗条件有
限，无法手术，弹片留在体内，整整折磨他
26年。其他几位老兵身上也都有弹片。

经过一系列检查和会诊，专家们精心制
定手术方案，从卢杰罗肩膀取出一块3厘米长
的弹片。其他5位老兵经过手术，也一一解除
伤痛。船上的心理医生还对6位老兵进行心理
干预和治疗，帮助他们走出战争的阴影。

卢杰罗说：“在这艘没有导弹、大炮的军
舰上，我感受到的是和平的福祉！”

和平方舟出访以来，先后有 38 位国家元
首或政府首脑登船。他们除了表示对中国的
感谢，便是对和平的赞颂。

和平方舟在访问刚果 （布） 时，总理穆
巴安对医护人员说：“军队通常为战事奔波，
但中国的和平方舟，是为和平友爱而来，超
越了国家间制度和种族的差异，不仅增进了
刚中两国的友好关系，也加深了两国人民之
间的互信，你们是真正的和平使者。”

友谊之舟

“和平方舟”医院船诊疗区，有一块巨大
的展板，上面挂着 43 面旗帜。这些旗帜，是
医院船出访 43 个国家和地区的标志。微风吹
拂，一面面小旗帜轻轻飘动着，仿佛在讲述
一个个关于友谊的美丽传说。

“你还认识我、认识我的女儿CHin吗？”
2017 年 5 月 23 日，和平方舟刚刚靠上孟

加拉国吉大港，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女儿，找
到船上的麻醉师盛睿方，激动地说。

盛睿方先是一愣，再辨认了一下，搂着
小女孩，眼含热泪：“认得，认得……”

7年前的初冬，和平方舟第一次抵达吉大
港。当晚，当地一所医院紧急向医院船求
助：一位患有心脏病的年轻孕妇有早产预
兆，请求手术支援。

医院船的医护小组立即赶往医院，在极
其简陋的条件下，冒着巨大风险，实施手
术，将一个新生命接生到人间。

望着刚从死亡线上被拉回来的妻儿，霍
森感激涕零，对中国军医说：“你们给了我妻
子和女儿新的生命，我女儿就叫 CHin （孟加
拉语义为“中国”） 吧，让孩子永远记住中
国，记住‘中国妈妈’。”

2013 年 8 月 22 日，当霍森听说和平方舟
又一次来访时，一家人带着鲜花赶到医院
船。尽管船上人员流动变化，但他们还是幸
运地见到 3 年前照顾 CHin 的一位“中国妈
妈”——王芸护士。王芸摸着CHin的头，欣
慰地说：“3岁了，长大了，长高了。”

这次，和平方舟再访吉大港。几天前，
听到消息，一家人就激动得沉不住气了，
CHin 不停地问：“我还能见到‘中国妈妈’
吗？”她跑到田野里，采来一束鲜花，要亲自
送给“中国妈妈”。

当CHin将鲜花送给盛睿方时，脸上笑成
一朵花，当年抱在怀里的小婴儿，如今已出
落成小姑娘了。CHin悄悄告诉盛睿方，她最
大的心愿是，长大了去中国见更多的“中国
妈妈”……

和平方舟已经在CHin一家人中播撒下中
孟友谊的种子，它会年年开花结果。

那年，和平方舟远赴非洲肯尼亚访问。
盛夏中午，一位耄耋老人在几位亲属搀

扶下，登上医院船。老人来到前甲板时，面对
五星红旗，深深地鞠了个躬，然后缓缓屈下身
子，将脸颊轻轻贴在滚烫的甲板上，泪流满面，
他说：“我这把年纪，再也回不了祖国了，今
天登上祖国的军舰，就如同回国了。”

老人祖籍中国福建，随父母先是下南
洋，后又辗转到肯尼亚。多年来，老人希冀
回国看看，却关山重隔，望洋兴叹。听说祖
国军舰来访，老人带着儿孙辈从300公里外赶
来。他知道军舰是“流动的国土”，他要在这
片“流动的国土”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老人动情地说：“祖国强大了，海外华侨
的腰板也硬了！”

老人的大儿子说：“我们早已经是肯尼亚
公民了，虽然我还没去过中国，但我们知道
中国对非洲国家特别亲，中国人特别有情
义，中肯两国的友谊天长地久！”

2017年 11月 26日，和平方舟圆满完成在
坦桑尼亚医疗服务，准备离开达累斯萨拉姆
港时，马古富力总统亲自赶来送行。

在那块展板前，看见坦桑尼亚国旗时，
马古富力总统笑了，他对院长和医护人员
说：“你们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从早到晚为
6400 多名坦桑尼亚民众提供了无私的医疗服
务，我真的非常感动，这是真正的兄弟情
谊，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你们
就要离开这里了，请允许我向中国政府和人
民表达深深的敬意，坦桑尼亚人民永远不会
忘记中国人民提供的帮助。”

一艘为生命、和平和友谊而生的军舰，
和平方舟成为新时代一张闪亮的“中国名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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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条小河回家
张逸云

沿着一条小河回家
张逸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