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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与果实的时间
是四季

高山与大海的时间
是江河

白天与夜晚的时间
是日月

人类与自然的时间
是生命

而我与你的时间啊
是爱情

小汉娜·小牛郎
我的德国女婿玫瑰·马丁的侄女小汉娜，是个四岁的

小女孩，她与马丁一起陪我们参观她妈妈工作的奶牛
场，看得出小姑娘与这里的奶牛特别是小奶牛亲密无
间、形如朋友。

一头金色的头发，
一摇，一晃，
都是满眼的阳光。

刻意穿着
我们送的花裙子，
透出一点儿中国模样。
看我们的时候，
总是羞涩忸怩，
好像一朵夜来香。
看奶牛的时候，
总是活泼亲热，
如同一段田园小唱。

哈哈，来到小奶牛栅栏，
竟与它们一起打闹推搡，
浑然成了一个
调皮的小牛郎。

七夕节已过去有些时日了，但
在苏州平江路附近的胡厢使桥，因
为举行了一场七夕民俗文化风情
节，仍然引得不少外地年轻情侣专
门慕名前来观赏，桥上拍照留影，
桥下顾影自怜，古桥因节而扬名，
节因古桥而精彩。

这座胡厢使桥是现在苏州古城
里的七座石拱桥之一，的确比较古
老，在宋代的 《平江图》 上就有该
桥，距今有千年历史了。我们现在
看到的桥，是清代乾隆九年 （1744
年） 重建的，也承载了 200 多度春
秋的岁月步履。这座桥有两个很有
趣的桥名，志书上一般都还是采用
宋代的桥名“胡厢使桥”，但通常
人们口头的桥名，是谐音的“胡相
思桥”。

桥的拱券采用纵联分节并列式
砌置，这种方式又称“联锁法”，较之
更早的分节并列式在技术上是一大
进步，苏州清代石拱桥多用此法。

条石栏板南北外侧都刻有“重
建胡相思桥”五字，桥孔两旁的明
柱 （楹联石） 上则镌有“乾隆九年
署元和县正堂加六级张曰谋重建”
等字样。桥面中心石板上浮雕着轮
回纹，意在宣扬佛教“生死六道轮
回”观念，劝人行善积德，为桥
梁、寺庙等古建筑上所常见。桥孔
拱券的外沿还有一圈凸起的拱眉
石，更增强了桥的立体美感。

此桥虽是典型的清代花岗石拱
桥，但金刚墙上夹杂的青石和武康
石却显示了其悠久历史的记录。桥
西堍南侧金刚墙上还有一方“桥神
土地”刻石。《吴门表隐》 卷十
载：“崇正宫桥南堍塑桥神、喜
神、宅神、井神、灶神、厕神，皆
出名手，肖像如生。”说明从前民
间有祭桥神的习俗，昔日桥神不止
一处，而此桥的“桥神土地”自然
属罕见的遗迹。

饶有趣味的是两个桥名都大有
来历。宋代桥名胡厢使桥，纪念古
代的一位胡姓官员，官位厢使，这
个官是处理当地治安和民间纠纷的

一种小官职。官不大，但后人用桥
名来纪念他，足见他还是在平凡的
岗位上做出了建树；同时也说明小
官职能派用场，古今民间纠纷都是
需要有人来做“老娘舅”调解的，
世界需要热心人。至于后来添加的

“胡相思桥”，据 《吴县志》 记载为
“胡厢使桥俗名胡相思桥”，相传是
因了明末的一个凄楚爱情故事：居
住在此的归姓人家小姐殉情跳井，
所以桥被市民改称为胡相思桥，连
桥堍的胡厢使桥巷，老苏州们也习
惯称之为“胡相思巷”，所以桥身
上也勒石雕刻有“重建胡相思桥”
字样，足见俗名也是通用的。感觉
俗名的“胡相思”，除了哀叹当事
人的相思催玉殒，应该不可能是倡
导这种殉情的极端做法，而恰恰是
一种劝阻——相思当然很美，但如
果一旦“胡”相思，结果大约就不
太妙。

如此一来，就要为这个七夕文
化风情节选点的精当而击节赞叹。
再美妙的爱情，也不可能一帆风
顺，当船搁浅了，就应该有“胡厢
使”来调节，这个调节就是和谐社
会的润滑剂。再从俗桥名看去，寓
意大约就是爱情不要走极端，不要
过于胡思乱想，不要走火入魔。在
两情愉悦的初始阶段，就像“普
法”一样来个“普爱”，普及一些
爱情理性常识，警钟敲在前头，使
情爱之桥的桥基也更加夯实。如果
说，传说中的鹊桥多一些浪漫的务
虚，那么现实中的此桥则更多一些
警策的务实。虚实相生，让古老的
民俗佳节在桥上更加妖娆。

这个节日的选点，显然比许多
牵强的“硬装斧头把”平台高明了
很多，比那些捕风捉影的所谓的某
某故居，也要有价值得多，充分发
掘了历史文化资源。

有些活动的选点，只凭一些不
靠谱的子虚乌有杜撰，显然就如稀
泥扶不上墙的阿斗，让人感觉是赝
品，是被忽悠，效果就会大打折
扣。相反，有内涵的资源不被发掘
出来，也如千里马不遇伯乐，也是
闲置荒废。资源的发掘，也有如任
人唯贤，而不是任人唯亲的问题。

一朵好花，要插在相应的花瓶
里，才是最漂亮的。

民俗“七夕节”首批入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各地都在
七夕前后搞一些活动，苏州平江街
道原先也搞过这个活动，但地点非
此桥，效果自然冰火两重天，实践
给当事者上了一课。据悉，举办本
次活动的平江街道初尝甜头，还将
继续围绕此桥打造文化该节，提高
其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既顺应
天时，又选好了地利，再加上人
和，活动的效应当然就是迟早的事
儿了。一个成功的活动，也给人们
搭起了一座思路之桥。

姑姑来北京治疗眼疾，朝夕相
处，忆起不少往事。

一天，姑姑问我，最近有没有
听过陕西省民委李淑贤老主任的消
息？好久没有她的音信了，很是挂
念。刚解放时，要不是李主任走家
串户，劝学劝业，姑姑可能永远只
能是一个文盲家庭妇女。“没有她的
襄助，就没有我的今天。”姑姑说。

李淑贤是陕西省民委的老主
任，今年已经 85岁了。因其朴实的
为人、工作上的担当，在陕西各族
民众中有极好口碑。初识李主任是
1987 年。我从浙江大学毕业到中国
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工作，不久，
受邀参加省委统战部、省民委组织
的少数民族知识分子座谈会，有幸
结识了李主任，从此结下不解之
缘。李主任也渐渐成了我的恩师，
每遇人生重大选择，我都会向她报
告和讨教，她则毫无保留地给我点
拨指导，使我受益匪浅。

记得 2000 年左右，西安市政府
公开选聘干部，我想参与一下，事
前请教李主任。没想到李主任却给
我泼了些凉水。她说，你是回族，
如竞聘成功，很可能安排到市民委
工作，优秀民族干部都集中到一
起，不一定能发挥出作用。我更希
望大家能在各行各业充分发挥作
用，这样，对党的事业和自身成就
都有好处。

这番话醍醐灌顶，我果断放弃
了这次机会。

2002 年，中建总公司系统干部
制度改革，我顺利通过公开竞聘选
拔，从中建西北院宣传部副部长的
位置，跃升至总公司政工部副主
任，实现了事业的跨越式发展。第
一时间得知此讯，李主任用诗一般
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由衷的喜悦和
真诚的祝福：“锐军，你将要到北京
发展的消息，是这个春天里传来的
最大喜讯！”她仔细叮嘱我，到了新
的环境，要继续踏踏实实做事，本
本分分做人，严格要求，坚守底
线，给党争光，给回族争光！

进京工作以来，远离家乡。但
是每次回西安出差或探亲，总要挤
出时间去看看李主任，从她那里汲
取精神营养。我也曾经和姑姑一起
去看过她，很动情地共同忆起很多
往事。

几年前她不慎摔成骨折。高龄
受此重创，一般人挺不住。可乐观
豁达坚强的李主任，每天坚持康复
治疗，用学步车锻炼，竟然快速恢
复，可独立行走。真是厚德载福，
好人方有如此回赐。

中间曾通几次电话，能感觉到
衰老正悄悄降临在她的身上。最近
她身体咋样？我想找民委朋友问问。

然而让我遗憾的是，接连打听
了好几个人，都表示不知她现状。
我不由心生感慨。一个对民族事业

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主任，难道就这
样从公众甚至从民委干部的视线中
悄然消失了？

我忽然觉得，很有必要为老主
任写点什么。于是求助于万能的互
联网，用了各种搜索引擎，希望能
找到“李淑贤”的相关历史信息。

然而结果让我深为失望，甚至
黯然神伤。网上能搜到的“李淑
贤”，只有末代皇帝溥仪最后一任妻
子李淑贤，而且全部是一些低俗不
堪、似是而非的八卦新闻。那个为
了民族事业，早年就从北京来到西
安，一辈子献身民族事业的老民委
主任李淑贤，在互联网时代，已经
悄然无声。

终于找到一则与老主任李淑贤
相关的文章 《法音畅演佛道恒宽
——纪念常明老和尚圆寂三周年》，
发表于 2012 年 3 月 15 日，作者应是
一位宗教工作者。文中忆起当年他
陪同常明老和尚进京，回陕时中国
佛协给他们买了飞机票。作者虽然
很想坐飞机，但又怕超过差旅标
准，担心挨批评或不给报销。尽管
同行的常明老和尚不断地安慰作
者：这是北京办会单位给你买，咱
地方来的面对中央，还能不随缘
啊。作者不放心，就给时任陕西省
宗教局局长、省民委主任的李淑贤
打电话请示。李主任很干脆地答应

“你就坐飞机回来吧”，让作者一生
中第一次体验了什么叫遨游蓝天。
作者感慨道：“看来，随缘就是一种
人生原则，连一位身为回族的局长
也遵从这种随缘的法则啊，而老和
尚对世事的把握与自信也令我不得
不佩服。”

我觉得，这一次，无论如何都
要挤出时间去看看李主任。试着给
她家里拨电话，保姆说，李主任外

出锻炼未归。不由心中一喜，马上
买糕点直奔她家。

路上再次电话确认，她已经锻
炼归来，亲自通话，电话中的声音
明显苍老了许多，曾经那么干脆利
索的语气，变得有些迟缓和磕绊，
甚至她已听不出我的声音，一再礼
貌地问我：您是谁啊，哦，锐军
啊。锐军是谁呀？她自言自语着，
吃力地想从记忆深处找出锐军这个
熟悉又陌生的人来……

门铃刚响，就听见她的声音：
客人来了，快开门，快开门。一见
到我，她就认出了，锐军来了，太
好了，太好了！她主动地介绍照顾
她的刘嫂，又礼貌问起同行两位朋
友的情况。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她刚刚问完一遍，过不多会儿，就
又重复地问一遍，一次又一次。显
然，老年一些病症，正在悄悄侵蚀
着她的肌体。

没敢多打扰老人休息，我们聊了
一会儿就起身告辞。虽行动不便，步
履蹒跚，李主任却一定坚持亲自送到
电梯：放心吧，我硬朗着呐！

很多老人非常景仰地回忆李淑
贤当年的风采：人非常漂亮，梳着
两个大辫子，特别亲民，经常走家
串户，劝学劝业，做事雷厉风行，
干脆利索。李主任当年嗜好抽烟，
女人抽烟，本似属不良嗜好，但因
为李主任人品端正，人缘极好，她
抽烟竟没有引起大家反感，反倒成
了她独特的、令人羡慕的个性标志。

岁月无情，那个精神矍铄、风
采奕奕的李主任，虽然苍老了，但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才识、为人清
晰历历。我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李
主任忠诚党的民族事业，毕生关心
百姓的故事和精神，发掘出来，广
为传颂，并把这种精神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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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来临了，人们收起劳作的工
具，迈开回家的脚步。鸟儿纷纷归
巢，连花儿都收起了灿烂的笑脸准备
一夜酣梦。夜晚似乎在做着一道减法
题，减去了白天里的聒噪，一切白天
里容易忽略的事物反而浮出水面。在
这样的夜晚，我穿上洁白的长衣，在
儿科病区里开始夜班的工作。

夜晚逐渐向深处走去。我的体力
和精力如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越来
越少。到了后半夜，一股力量自我的
脚跟沿着筋骨逐渐往上爬行，上升到
腰部，所过之处都会留下酸痛和滞重
感，走起路来像踩在棉花上似的深一
脚浅一脚。躯体载着我的心脏、手
臂、眼睛和大脑进出于各个病房之
间。黑暗的色泽从窗外渗了进来，走
廊的灯散发的光线和它交错在一起，
夜晚似乎雾气迷蒙。有种力量在黑夜
的背后涌来，聚在了我的头顶，它们
在昏暗的灯光下低低地向下压着。我
的耳朵里响起了持续的嗡鸣声，头脑
有些昏沉，仿佛有一个套子箍在了头
上，思维也变得像双腿一样迟缓了。

这就是我工作到后半夜的惯常肉
体体验。我们像血管里到处行走的白
细胞，四处寻找炎症的所在，不仅要
防御夜晚的肉体疾患，有时也要和病
患一起对抗精神的暗疾。

5床的患者是前一天来的，支气
管肺炎。病菌产生的毒素在他的血管
里穿梭，药物要发挥作用是需要时间
的。我把发热可能会持续3天强调了
很多遍。他的父亲和奶奶不断地点着
头。这个夜晚，孩子再一次发热了。
我拖着疲惫的身躯来到了他的床前。
首先映入我眼里的并不是病床上的孩
子，而是他亢奋的父亲。他像一只亢
奋的公鸡，有种愤怒的力量在他的喉
中聚集。他一手指着病床上的孩子，
像指着一个没有生气的物件一样随
便，然后咆哮了起来。质问为何孩子
又发烧了，你这大夫白当了？他的声
音在安静的病区四处回响，像一支支
箭在墙壁、门窗上来回飞翔。很多病
人和家属都被吵醒了，顿时病房里孩

子的哭声涌了出来。
我知道我之前和他讲的那些话已

经被他失去的理智彻底击垮，理智告
诉我要避开他的锋芒。仔细查看了患
者，对症进行处理。他的体温很快就
降到正常了。病房里像这样的发热我
每个夜班要处理七八次。我作为一个
永不停歇工作的白细胞，喝着黑夜所
给我的暗色的毒酒，要尽量绘出一幅
明亮的图景。

孩子的体温正常了，我能够想象
他肺内那个病灶逐渐吸收的景象。同
样逐渐吸收的还有他父亲的情绪。一
个午后，我独自一人值班。他的父亲
在办公室的门外往里望，有些犹豫。
我面带微笑把他叫了进来。他有些尴
尬，说话吞吞吐吐的。他是为那晚的
激动来道歉的。我自然不会为那件事
而生气。可我还是想知道他当时做出
如此举动的原因，仅仅是因为当时孩
子发热吗？还没等我问，面前坐着的
七尺男儿就像个女人一样哀哀怨怨地
诉说起委屈来。孩子的母亲自孩子住
院后始终没有露面。想起她在南方打
工，半年后结识了新欢离他父子而
去，男人便有些激动了。恰巧在我走
进病房的一刻，他的心又在为这件事
而滴血，所以他便将情绪一股脑地向
我砸来。我安静地听着，没能插上一
句话。我想认真倾听也是对他的一种
安慰。对医生的要求不仅仅是看病那
么简单，我们还要有一颗悲天悯人的
心进入到病人及家属的世界，同他一
起悲伤。

然而，当有些精神暗疾以凄楚或
温婉讲述的方式袭来的时候，我也无

法相信自己的免疫系统竟然脆弱得不
堪一击。

患者是一名3岁男孩，急性扁桃
体炎，第三天体温已经趋于平稳，我
在他家人一张张朴实的脸上看到了久
违的笑容。可据今天下午的值班医生
反映，孩子又出现发热。起因可能是
昨日家长带患儿外出着凉所致。我站
在他面前时他的体温正在逐渐地向上
攀升。我指导家长给孩子物理降温，
然后挂上了退热的点滴。透明的液体
像一股清泉流进了干涸的土地，我知
道在它的浇灌下，土地不再炙热，万
物开始复苏，我们只需要等待。我正
在记病历，思绪被一缕草香散发的味
道吸引了。我寻着气味一路找过去。
走廊与楼梯的交汇处，一个老迈的身
躯跪在黑暗里，口中发出一串声音，
细细弱弱的，3个红色的亮点刺破了
黑暗的身体。在她回头看我的一刹
那，我又看到了之前那张熟悉的面
孔。

第二天的中午，我准备下夜班回
家。她有意在等我，把我拽到了一个
人少的地方。她的脸上堆满了笑容，
欲言又止。她左右看了看，确信没人
的时候才说出了实情。就在这个上
午，她不远数里，乘车到了偏远的农
村，在一个破败的砖瓦房里找到那个
据说会通灵的人的。那人烧了 3 炷
香，盘腿坐在炕上，掐着手指。神婆
告诉她孩子的病要想好，必须得找一
个35-40岁长发女性医生管理。我没
有答应她的要求，她有些黯然神伤地
走了。

孩子的病逐渐好了起来，小家伙

快乐地和我打着招呼，一逗他，他在
病床上打滚，笑个不停。我看了一眼
孩子的奶奶，意思不言而喻。可让我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孩子的奶奶说出
了更让我惊异的事实：神婆说了，不
换医生也可以，把神符烧成灰烬，让
孩子喝了，也能让病好起来。她的话
和脸上灿烂的笑容像是一记重拳，我
的心瞬间脆弱起来，浑身颤抖。我开
始想象着他们是怎么捏住孩子的嘴
巴，把一些纸张灰烬强行灌进哭闹着
的孩子的嘴里，半天没有缓过神来。

我们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最大程
度地帮助需要帮助的病人。然而注定
有一些事，比如潜藏在心底里的暗
疾，我们无法去除。它从隐秘的地方
浮出水面，汇聚一处，变大，变强，
波涛汹涌，掀起狂风巨浪。我就像在
夜晚里乘着一叶小舟，在起伏的浪涛
里颠簸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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