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鹧鸪天·惊蜇
吴琳 （通城）

九九春阳携暖来，
夭夭桃蕊是时开。
天穹乍破新雷起，
地穴徐宽伏豸呆。

酥雨落，软风差，
黄鹂鸣唤柳尖裁。
荣荣万物今朝后，
田户无闲汗下栽。

清晨，在故乡陈彩麟的老宅，我一觉醒
来，掀开窗帘，欣然看到古诗《春晓》里的意
境。我想，山里的春雨，飘飘洒洒，也许会催
生落花流水的情景，那是江南早春多么迷人
的景致呀！我便出门看山，只见薄薄的一抹
雨烟笼罩着竹海，四野山峰，山里的小溪水哗
哗地流动，田间到处都是犁耙水响，到处都是
披蓑戴笠，忙于耕作的农人。山里的生态良
好，空气清新到纤尘不染，使人不禁贪婪地大
口呼吸。林间到处是小鸟清脆婉转动听的啼
鸣。那声音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在我的心
海划下一道道快乐的涟漪。

赤壁的春天已经来临，山里的一切像刚刚
苏醒的样子，陆水河开阔的河面上氤氲着缭绕
雾气，朦朦胧胧。成群结队的水鸟泛波荡漾，
沉没其里，渔夫的船桨划破了平静湖面的清
波，此情此景，如一幅动人的水墨画。这别样
的乾坤使我陷入了唐诗宋词一样的遐思。

雷雨时节披蓑衣，口占余韵九张机。
一夜东风春水阔，翌日陇上酒力微。
布谷叶底鸣不止，乳燕堂前衔泥飞。
篱间碧桃花初红，溪下流水鳜鱼肥。
小时候，最喜在老宅里围炉读一些脍炙

人口的唐诗。如果有人问我赤壁老家的春天
是个什么样子，我会告诉他，一定要读一读这
一首唐诗，里面的文字和意境，正是赤壁春天
的真实写照。

太阳从山嵴上冉冉升起，绿色竹海里弥
漫的晨雾，很快消融殆尽，我沿着一条弯弯曲
曲的古驿道，走向大湾岭，那竹海丛林的深处
……沿着大湾岭走出竹海，视野也逐渐开阔
起来，游目骋怀，远山如黛，山水田园，一切景
致变得格外亮丽。尤其是山里的雪樱花、山
桃花，一朵接着一朵的、毫不犹豫地次第开
放，如来自天穹的圣洁的花儿，在向南的树枝
上寂寞地开放着，十分野性，芬芳诱人。

老虎岩的樱花一般开得最早，桃花、李
花、梨花、杜冲花、桐花、杜鹃花等，在春风的
轻抚下，迫不及待地绽放，红的、紫的、绿的、
姹紫嫣红，漫山遍野，远远望去，像在山里铺
了一张五彩缤纷的锦绣，把整个大山装点得
分外妖娆。

去年的大雪封山，融化的雪水开始滋润
着山里的草木，在水沟坑榨树下飞珠溅玉，日
夜奔流到崇阳板坑村里，滋润焦渴的土地。
那不绝入耳的欢鸣的溪声与林涛起伏的春潮
汇成一曲雄浑的交响曲。洗去了尘埃后的四
周山林，闲花野草，苍松翠柏，还有与桂花林
场接壤的杉树林，绿意渐浓，行走其间，引人
幻觉，更像是走进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老虎岩村陈彩麟在崇山峻岭的怀抱里像
婴儿洗浴过后,躺在一个古香古色的摇篮里，
显得清爽、明朗、自在。几棵千年的古银杏
树、四季常青的朴树，飘风急雨，屡经风雷摧

折，时值早春二月，古树又在年复一年的萌
芽，想必今年又会是枝繁叶茂，这旺盛的生命
力让我每每叹服，钦佩不已！

春日的太阳从巍峨高耸的雪峰山艰难升
起时，已近11点半，葛仙山沐浴在阳光中，这
份和煦的春光温暖着每一个进山看花的人。
伫立在雪峰山俯瞰陆水河。阳光下的陆水河
碧波粼粼，紧贴着大地，在河床的胸膛里缓缓
流淌着，一副细水长流的样子。河两岸是青
峰和隐藏在翠微深处的陆水人家，红墙碧瓦，
却也非常可爱!

赤壁的春天，阳光灿烂，河水清澈，山风
徐徐但没尘霾，一切都是那么的清新自然，美
丽脱俗。不像那些精雕细琢的景点，让人感
到庸俗不堪，而是用她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妆点着原汁原味原生态，令人倾心神往。

赤壁野花的诱惑，让游人不知不觉闻香
而来，甘愿醉在这多姿多彩的大山里。

像花儿一样盛开
彭文瑾 （市直）

你从三月里缓缓走来
沐在春风里，那些浅红的，粉红的
深红的花儿次递开放，绚丽而多姿
在这个只属于你的节日里
世界因你而美丽，生命因为你而精彩

宛如春风浩荡，映十里桃红
在这个春光灿烂的日子
你撑着油纸伞，从古巷中缓步而来
我似乎闻到了丁香花清新而淡雅的

味道
你用柔情润物如酥，安详且静谧
如淙淙清泉流淌着爱和希望
轻轻弹唱世界上最美的赞歌

你像天使赋予心灵的善良和美德
在春天里播下慈悲和希望的种子
你端坐在江南的水乡
纤纤素手描绘出一幅家和万事兴
你穿行在广袤的田野
柔弱的双肩担起一路风尘一路歌
你忙碌在车间里，办公楼里、田园里
以勤劳与智慧的双手抒写着春秋
你像大海里飞翔的海燕不畏风雨
以执着的信念迎向生命的热望
你像凌寒独自开的红梅笑对人生
蕴藏着不忘初心的志气迎接春天
你如同檐下的燕子衔来春泥
母爱的天性让孩子感受到家的温馨
像三月的春风明媚，性情沉静的女人
你的坚强多么像悬崖上的那棵树
为心爱的人站立成向隅的风景

你如出水芙蓉纯净端庄、仪态大方
紫藤树缠绕，轻触你指尖的温柔
如同三月的风信子，充满爱和温暖
让家园更和谐，让回家的感觉更美好
你是一缕灿烂的阳光，照耀着生命的

律动
如春蚕般为孩子无私地奉献
你像大地一样宽广，用孝心善待双亲
宛如盛开的玫瑰，妩媚且神采飞扬
像天空一样明朗辽阔，用爱编织幸福

他们锐意创新，克难攻坚，行走在肿瘤治疗领域的前沿；
他们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用贴心服务赢得了患者的信赖……

他们，就是咸宁市中心医院肿瘤科的医疗团队。
2月12日，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下发《关于公布

2018年度湖北省三级医院、县级医院临床重点（建设）专
科名单的通知》，咸宁市中心医院肿瘤科被评为湖北省临
床重点建设专科。

“这份荣誉是对我们科室的肯定，也是压力和动力。”该
科主任舒诚荣自豪地说，经过近10年的发展，肿瘤科已成
为患者信赖、群众赞誉的医院重点科室，全科医护人员将以
高度的责任心、满满的爱心，为肿瘤患者架起生命之桥。

建设人才梯队，激发创新活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作为鄂南地区最先开展肿瘤精

确放疗、化疗、生物靶向治疗等综合治疗为一体的临床科
室，近年来，该科高度重视人才梯队建设，建立和完善人
才培养机制，通过制定有效的关键岗位继任者和后备人
才甄选计划，合理地挖掘、培养后备人才队伍，建立人才
梯队，为肿瘤科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力支持。

通过“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肿瘤科吸引
了一大批有能力、有担当的人才。目前，该科有主任医师
1名、副主任医师3名，医生22名，物理师3名，护士29名，
技术员8名，全日制博士1名，肿瘤学研究生13名。

该科主任舒诚荣现任湖北省医学会放射科肿瘤分会
常委，系湖北省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委员，湖北省抗癌
协会放射肿瘤专委会、食管癌专委会及肿瘤内科专委会
常委，咸宁市医学会肿瘤分学会主委。

继续教育能对专业技术人员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更
新、补充、拓展和提高，进一步完善知识结构，提高创造力
和专业技术水平。该科高度重视医护人员的继续教育，
去年选派医师、护士、放疗技师共8人次外出进修学习。
科内年轻医生及护士加强三基学习，打好基本功。高年
资医师重视学习肿瘤治疗新进展和新的诊疗规范。副高
以上医师积极参加国内肿瘤学科年会及各种研讨会，了
解国内外肿瘤治疗新动向，熟悉新的靶向治疗及免疫治
疗药物，随着国内谈判药品在该院的落地，该科医护人员
普遍应用并学习药物的适应症及副作用等。

2018年11月23日，在市卫计委的领导下，成立了咸
宁市肿瘤医学质控中心，明确该中心挂靠咸宁市中心医
院，由舒诚荣担任质控中心主任。该中心的成立，将促进
咸宁市肿瘤专业的发展及规范肿瘤治疗。

深化学科建设，提升医疗水平
近年来，肿瘤科紧跟国际前沿，以建设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的省级临床重点专科为发展目标，从加强业务学习、
开展优质护理、加强继续教育等方面入手，深化学科建

设，提升医疗水平。
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舒诚荣坚持带头钻研业务，学习

国内外的新知识、新技术。同时，带领科室人员经常开展
业务学习，通过传、帮、带，把学习的内容教授给每一位同
事，做到医生个个能讲，个个能得心应手应用于临床实
践。此外，他们加强与上级医院专家的联系，学习他们的
新技术、新理念，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多学科协作，是指针对疑难疾病，由临床多个学科，
通过跨学科综合讨论后制定出最优化治疗方案的临床治
疗模式。

近年来，肿瘤科积极践行这一诊疗模式，加强与各科
室的密切联系，经常与介入科、普外科、胃肠外科、妇科等
共同参与肿瘤的综合治疗，选择最恰当的方案，以达到最
好的疗效。

如今，在舒诚荣的带领下，肿瘤科医护人员积极探
索、锐意创新，目前能开展常规放疗、三维适行放疗、调强
放疗（TMRT）、X-刀立体定向放疗，能开展肺癌、宫颈
癌、鼻咽癌等肿瘤的同步放化疗，肺癌、恶性淋巴癌、肝
癌、肾癌等肿瘤的分子靶向治疗。护师有多人参加了湖
北省肿瘤专科护理培训，能进行静脉PICC穿刺化疗。作
为湖北省首批“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能规范化为
晚期癌痛患者止痛对症治疗。

优化医疗服务，赢得患者信赖
古人云，医乃仁术,无德不立。对医院而言，必须坚

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近几年来，肿瘤科推行以改革护理服务模式、落实责

任制整体护理为核心的优质护理服务，深化“以病人为中
心”的服务理念，将人性化护理服务理念渗透在护理工作
的每一个环节。坚持在执行每项护理工作的细节中，使
患者能感受到方便、快捷、安全、舒适的全方位、多层次、
无缝隙的优质护理服务，从而满足患者健康需求。

几年前，一位肿瘤病人在该科治疗后，病情好转，对
这里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很是感激。此后每年，该患者
的儿子都会带上些水果到肿瘤科，看望并感谢大家。

“以前得了肿瘤疾病，大家都想着要去武汉，如今都知
道在咸宁就行。”舒诚荣说，对每一个病人，科室医护人员都
坚持以病人为中心，使他们的治疗更安全、更有效、更经济，
同时，坚持对患者进行随访，贴心服务赢得了患者的信赖。

如今，患者的信赖，演化为良好的口碑口口相传。2018
年，肿瘤科门诊人数和住院人数同比分别增长25%和68%。

对于科室下一步的发展计划，舒诚荣介绍，今年扩建
新病区后，高年资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将分批选派到
国外或国内顶尖医院再次进修培训，进一步坚强人才队
伍；科室将分为胸部肿瘤、头颈肿瘤、妇科肿瘤、消化系统
肿瘤、综合肿瘤五个亚专科，提升医疗精细化水平。同
时，将与同济医院等国内大医院协作，开展肿瘤免疫检测
点的检测，学习肿瘤免疫治疗的基本理论，为免疫治疗开
展做好知识储备，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能力与水平。

大医精诚，医者仁心。舒诚荣说：“为肿瘤患者架起
生命之桥，给肿瘤病人多一些生的希望，是我们始终不懈
的追求！” （通讯员 汪姣慧 沈隽宁）

为肿瘤患者架起生命之桥
——咸宁市中心医院肿瘤科被评为湖北省临床重点建设专科

赤壁春韵
陈泉辛 （赤壁）

春别桑梓
凌宇 （市直）

方塘鸭戏暖春融，
鸣鸟衔巢柳亦葱。
冉冉日升无皓月，
依依燕去卫寒松。

男儿有志乡千里，
客路当歌水一重。
遥念椿萱思更远，
锦书何寄系飞鸿？

温煦的空气里有了南方特有的早春气
息，安静的远处时有一声鞭炮传来，隔得太
远，没有刺耳只有悠远和过节的温暖。推窗，
有薄雾如轻纱笼罩山野，铺覆河面。阳台上
一树养了三年的腊梅，融入了我无数的守望
与呵护，终于等得一枝花开；一钵红梅，挂满
枝头；几树月季，花儿朵朵。早起的鸟儿，叽叽
喳喳欢快地在花枝间跳上跳下，仿佛快乐过年
的孩子。这是已亥年年初一醒来的早晨。眼
前所视之物，让我默念起《六祖坛经》里的偈语：

有情来下种，因地果还生。
无情既无种，无性亦无生。
此偈是五祖弘忍法师三更传衣钵给惠能

时所说，说偈语之前他对惠能说：“不识本心，
学法无益。汝为第六代祖，善自护念，广度有
情。”因为有了五祖的慧眼识珠，看上不识字
的惠能接承衣钵，从此，佛教才有了《六祖坛
经》的传世经典之作，五祖看上的正是惠能的
本心和有情。

眼前万象，让我看到的皆是有情。有情

的鸟鸣，有情的花枝，有情的鞭炮声，有情的
薄雾，有情的人间。由此，又想起年前去看望
《我是通山人》的作者，99岁高龄的李化民老
人时的情景来。

推门而入，和衣偎依在床上的老人看到
是我，高兴地用他不改的河北衡水乡音叫我：

“阿霞来了，好好好。”老人边说边让身体向床
头挪了挪，想以半依半坐的姿势面对我。我
疾步上前，握着老人温暖的手让他别动。老
人欢喜地看着我说：“这两天我还想着要给你
打电话呢，有事要跟你商量，你来了正好。”

老人用他温和好听的北方话语继续对我
说，今年我99马上一百岁了，可能要慢慢离
开你们了，我来通山68年了，对通山贡献不
大但有感情；我的自传是你帮我整理的，我还
有一个心愿要委托你，将来我离开的时候，你
和小平姐妹俩把我的骨灰抓一把撒到九宫山
迎客松上去，当年开发九宫山修路时，迎客松
是我努力保护下来的，我对它有感情，也以此
表达我对通山的热爱和留恋……听到这儿，

我突然泪湿了！而老人说这些话的时候，脸
上一直挂着笑意，眼里含着慈祥。

顿一顿，老人又笑着对我说，你当县作协
主席了。我惊讶地问您怎么知道？他笑着说，
电视新闻看到的，你们作协的活动，还有政协
会也看到你了，通山新闻我天天晚上必须看，
从电视新闻了解通山的动态和变化……老人
亲切的话语和敏捷的思维，令我唏嘘不已。
就连为我们拍照的一文听了老爷爷的话也笑
了，并乐意和这位神仙般的爷爷合影。

孩子进来喊吃饭，平日都在房间吃饭的
老人，说要到客厅陪我吃饭。我便去扶他，他
却说不用扶，你扶我我就依赖你了，我要自己
慢慢起来增加点运动。老人边说边慢慢下床
拿起拐棍，顺手在桌前拿了装有牙套和专用
筷子的杯子，一步步移走到客厅。吃饭时，老
人吩咐女儿，阿霞来了多做几个好菜。

霁儿几岁认大妈，二十多年来的亲情往
来，大妈成了我的亲姐姐，我成了大妈家兄长
们认可的阿霞妹妹，老爷子更是我们共同的

宝。她几十年如一日对老父亲的呵护，把大孝
放在行动上的可贵，是老人之福。记起著名作
家冯骥才在一篇《呵护百岁母亲如女儿》中的
一段话：“我似乎觉得母亲愈来愈像我的女儿，
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
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

2013年，老爷子用书信的方式郑重委托
我为他整理回忆录，我诚恳兑现承诺。如今，
老爷子再次深情委托！一位百岁老人，解放
初受委派到通山，任过通山两届宣传部部长、
五届县委常委，这份对通山的爱，和一辈子忠
诚党的事业之虔敬，都是赤诚和无私的，更是
值得后辈们学习的。几天后的昨天，受霁儿
大妈之邀，我一家齐聚她家陪老人吃年饭，当
重孙燑燑捧着太爷爷的《我是通山人》一字一
句读给我听时，那画面，美好而有情。

万物有情，各种有情是菩提的种子。心
中有情，便种下善的种子，成佛的种子。有
情，是慈悲是爱；有情，便有传承。一切有情
生万物！

有情百岁不虚度
倪霞 (通山)

光阴荏苒当珍视
钱思成 （赤壁）

今日无事，始是初考罢。昨夜闻
讯，一宿未眠。然非觉欣喜，只念余
终可读书，若大喜而过望。悦然而出
高墙，观天地之春来。丝条未发，柳
絮不飞，然已碧万顷。中间绯红之
色，不知名芳。终知“脱笼之鹄”确
矣。少有闲情，晓绕城郭，终至书舍
罢，无可论者，只道春色之大好，何不
惹起一丝春愁？购三书，欢极，跃走
还，不知流光已逝，逝者难返而已。
余之光阴可虚度者几何？当珍视。

夜寒，亲友欢饮，大人醉于其间，
潇洒若仙。余少不知事，难与言。笑
颜中忆平生十余载。

余少喜繁华，好风韵，且有吟唱，
能歌舞，好入山水，以遣怀。然终为
世俗所困，不欲改己性情，傲然以视
万物。或被痴人指笑，既罢。

今夜月寒星缺，云拢寒宫，望月
而心宁，已是久难之事，余当重拾旧
性，否则失此诸多良夜佳月。余谓
月，圆虽美甚，却难以动余情。唯一
钩弦月，若隐半现，以人畅思，可谓至
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