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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国鸿

一家子看电影《归来》时，把母亲也
叫上了，想让老人家找找自己年轻时候
的感觉。老人家看得很投入，我却想起关
于父亲母亲的一些事情。

外婆家和伯父家（父亲早孤，是放牛
娃，先是跟自己的奶奶，后是跟自己的哥
哥长大的）隔河可相望，但母亲和父亲打
小并不相识。上世纪50年代初期的某一
天，还是少女的母亲在浏阳河边上玩耍，
却蓦然发现，河对岸有一位气宇轩昂的
年轻人，身穿军装大步流星专注地走路。
几天后，母亲惊喜地发现，说媒人带来的
正是这个帅气的军人阿哥。原来父亲是
志愿军，刚从朝鲜战场归来探亲，伯父正
抓紧时间给弟弟张罗亲事。

后来父亲从部队转业到山西太原铁
路上工作，把母亲带到北方生活。但 50
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时，外婆担心一旦
开战，生活在大城市不安全，坚决要求女
儿女婿复员回老家浏阳。

回老家后，虽然女儿成群，日子过得
倒也舒心，因为父亲有工作。然而好景不
长，父亲因为在朝鲜战场严酷环境中埋
下了严重的风湿病的隐患，60年代后期
开始发作且日趋严重，家庭生活随之愈
来愈艰难。父亲只得忍痛把从朝鲜战场
上缴获的战利品如瑞士军刀等卖了贴补
家用。后来父亲病情加重，完全瘫痪在
床，家庭里里外外全靠母亲，但母亲从不
抱怨，始终不离不弃。

我 5 岁时，母亲带着我送父亲到县
城医院看病，因为父亲病情已到晚期，县
中医院和人民医院都拒绝收治。母亲用
一辆板车推着父亲，因为担心年幼的我
走丢，同时用一根长长的背娃带牵狗一
样的绑着我，另一端系在她的腰间，一趟
又一趟奔波在两个医院之间的县城大街
上，从一大早到天黑。眼看着就要带着重
病的老公、年幼的儿子露宿街头，母亲实
在无法忍受医护人员的冷漠，拿出农村
妇女的野性来，把父亲从朝鲜战场出生
入死换来的往常视若珍宝的军功章等掼
在医务人员的面前，才终于让县人民医
院接纳了重病的父亲，接纳了我们。这期
间，我没看到母亲流一滴泪，也没看到母
亲抱怨父亲半句。

面对自己拖累家庭，让妻子一个女
人承受这种生活的重压，父亲的心情如
何，因为太小我不清楚。但我清晰地记
得，父亲临终时对母亲说的话，“凤梅呀，
你还年轻（父亲比母亲大十多岁），我走
后你另外找个人家，我只有一个要求，就
是要找个对我崽好一点的人。”

不知是当年河对岸风华正茂的军人
形象，深深烙印在了情窦初开的少女心
中的缘故，还是怕亵渎了父亲临终时温
情、体贴的嘱托的原因，抑或是不忍看到
自己视若命根的儿子遭人白眼，总之，母
亲一个人含辛茹苦地把我们几姐弟拉扯
大了。

由《归来》忆及我的父亲母亲，我想，
这恐怕就是剧中陆焉识、冯婉瑜和现实
中我的父亲母亲他们这代人的爱与责任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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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想起湖北黄冈抗疫前线的
日子，刚获得怀化市首届“青年五四
奖章”的姚绍富总禁不住眼眶湿润。

大别山是我国著名的革命老
区。2020 年春，这片英雄的土地，又
以抗阻新冠肺炎疫情的艰苦卓绝和
突出贡献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2020 年春，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荆楚大地，黄冈，成了仅次于湖北省
会武汉的重灾区。山东、湖南两省派
出医疗队，逆行出征，紧急驰援。由湖
南邵阳、怀化两地组成的湖南医疗二
队派驻在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怀化市第二人民医院选派了13名高
素质的医护人员，系怀化市援鄂9个
参战单位中人数最多的一支劲旅，也
是怀化乃至湖南省第二批抗疫医疗
队驰援湖北黄冈的骨干中坚！

从挟裹冬寒出征，到身沐春阳
凯旋，鏖战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那
50 多个日日夜夜惊心动魄的情景，
总是在姚绍富脑海里不断浮现——

农历正月初三，一大早，怀化市
卫健委发布紧急通知：组建重症患
者救治医疗队支援湖北。怀化市第
二人民医院迅速吹响集结号，仅 20
分钟就有120多人激情请缨。经过层
层挑选，确定 13 名医护骨干组队出
征。姚绍富，就是这“13勇士”中的一
员，作为湖南二队专家组成员，受命
担任怀化二医院援鄂医疗队队长。

经过两天紧张培训，医疗队正
式进驻被称作“黄冈版小汤山”的大
别山区域医疗中心。湖南二队被指
派接管两个病区，共 110 张床位。据
医疗队员张田慧医生回忆，当时病
人一车车连续不断从黄冈市各个救
治点转送过来，不到 30 小时，病房
全部爆满！

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人满为
患”，黄冈市所辖各县疫情还在频频
告急。姚绍富立即被黄冈市卫健委
委派去红安县、麻城市支援危重症
患者的抢救工作。

2月 8日是元宵节，姚绍富上夜
班。零时许，突然传来护士的呼救
声。他赶紧跑去病房察看，发现住22
床的老大爷呼吸极度费力，已经呼
之不应了。姚绍富立即吩咐：“赶紧
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医护团队迅
速投入抢救，吸痰、推药、插管、上呼
吸机…… 终于把奄奄一息的重症
患者从死神手里夺了回来。接着是
查房，开医嘱、写病志，完成第二天
出院患者的病历整理…… 一直忙
到东方发白，天色微明。完成交接
班，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住地，心
想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不料，
还没来得及上床睡觉，又传来抗疫
指挥部下达的紧急任务：浠水县疫
情告急，马上前往支援！姚绍富与另
外两名专家组成员立即上路，赶往
几十公里外的浠水县人民医院，参
与危重患者的病情会诊。他根据以
往的专业见解和最近抗疫的工作经
验，给出了多项指导性建议。待讨论
完所有的病例，已经是掌灯时分。一
天里，马不停蹄——饥肠辘辘——
盒饭果腹…… 姚绍富与他的同事
们，在抗疫一线的战场上，就这样度
过了一个别样的元宵节！

一位老奶奶呼吸衰竭，胸闷憋
气，十分痛苦。姚绍富给她上无创呼
吸机，精心处置后症状减轻了许多。
虽然戴着呼吸机不能说话，但从老
人的眼神里，姚绍富分明感觉到了
患者对他的依恋与感激。他经管治
疗的一对父子，一家 5 口人全部感
染，姚绍富陪同他们在 ICU 度过了
一段最艰难的时光，直到病情稳定
转入普通病房最终痊愈出院……

在黄冈的每一天，他都被一种
精神力量鼓舞感动着。在这里，他看
到了人们珍爱生命和对自由的渴
望，看到了热情向善的友好人际交
流，体察到一种互为珍重的新型医
患关系，更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坚
强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给人民带来
的福祉。

3 月 18 日，大别山医疗中心所
有病区清零。55 个日日夜夜的以命
相搏，终于圆满完成工作任务。湖南
医疗二队共收治新冠肺炎病人 235
例，其中，重症 29 例，危重症 8 例，
231例治愈出院。中医药覆盖率98%
以上，各项指标在支援黄冈各医疗队
中名列前茅，实现医务人员零感染。

3 月 22 日，是姚绍富和他的队
友终生难忘的一天。10 多万人，10
多里路，黄冈百姓自发来给医疗队
员凯旋送行。姚绍富看到好多熟悉的
面孔，其中最显眼的是他们病区最小
的那个小女孩，才 5 岁，一直站在马
路边上，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心”型
图案；一位父亲骑着摩托车载着女
儿，举着感谢标语牌跟着医疗队员乘
坐的车队，一直送到高速路口；之前
救治过的那对患者父子专门发来微
信，由于还在出院后的医学观察隔离
期，不能亲自前往，但已安排所有亲
戚和朋友前来代为送行……

姚绍富流泪了。他把长大成人
后第一掬感怀、感动、感激的热泪，
流在了湖北黄冈，留在了永远的大
别山！

李龙生 覃盟

张家界市最美师魂覃东荣已去世 24
年了，可每年清明节，都有许多学生、家长，
跋山涉水为他扫墓。就连海外学子也不忘
发来唁电、短信，悼念这位山区小学校长。
他虽然走了，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覃东荣 58 年的短暂生命，却有 34 年
教龄、31 年小学校长、23 年拐杖人生的经
历，人称“拐杖校长”。他先后在7所山村小
学任教，热爱大山，关心教师，疼爱学生，把
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捧着一颗心来，不
带半根草去”，真正兑现了“让所有穷人子
弟都能上学读书”的初心。

覃东荣的感人事迹在《光明日报》头版
头条刊发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时
任湖南省副省长李友志为他题词“拐杖人
生 不朽师魂”，千余名党员群众曾联名为
他请功。他的 6 个“校长”称呼在当地更是
传为佳话：

“拐杖校长”。1973 年 5 月 10 日，山洪
暴发，甘溪峪小学六年级学生杨贤金在回
家路上，从独木桥掉到离桥 3 丈多高的土

门潭中，漩涡汹涌，人渐渐下沉。时任校长
的覃东荣从独木桥上纵身跳入洪流之中，
抓住了杨贤金，在与滚滚的洪水搏击中，左
腿撞击到乱石上。学生杨贤金得救了，“而
立”盛年的他失去了一条腿，终身残疾，以
拐杖为伴。

“爱心校长”。1981 年，组织上调覃东
荣任教字垭镇中心完小校长。为了不让一
个贫困孩子失学，覃东荣拖着残腿拄着拐
杖，踏遍了教字垭镇的每一个角落。上坡
时，他手脚并用往上爬；下岭时，他手脚并
用往下滑。他家访的学生在1万人以上，为
贫困生垫付学杂费、生活费达3万多元，教
字垭镇中心完小没有一个学生因贫困而失
学，率先在贫困山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他
妻子伍友妹是农民，属“半边户”，家里本就
过得紧巴，但他先后收养了6名贫困儿童，
与自家3个儿女组成9个“异性兄妹”，供他
们读书，抚养他们成人。

“包袱校长”。覃东荣任七家坪小学校长
时，学校只有教室，没有办公室。他让裁缝缝
了一个大布袋，放学后他把教科书、备课本
及学生作业本背回家，在家备课、批改，第二

天背回学校。7年如一日，肩上起了一道深
深的痕迹，甚至背偏向一侧变了形。

“讲台校长”。覃东荣担任校长 31 年，
可他一直没离开过讲台，哪怕身体状况非
常不好也咬牙坚持，曾5次晕倒在课堂上。

“无私校长”。覃东荣担任教字垭镇中
心完小校长的12年间，常不计报酬加班加
点义务守校，折算成标准工作日2500多天，
有时遇到开会或生病，就要家人替他守。
1989年，上级将一个“省劳动模范”名额下
到教字垭镇联校，全联校教职工大会上，许
多老师提名覃东荣为“省劳动模范”候选人，
可他坚决推辞，不参加竞选。教育局领导看
到他拄着拐杖带病坚持工作，为照顾他的身
体想调他任某学区主任，他也拒绝了。

“碓码校长”。至今，他清正廉洁，不接
受招待的故事还被人传诵。1989年6月，覃
东荣随联校检查组去一所小学检查工作。
中午，他看见餐桌上摆了几道比较丰盛的
菜，便严肃地批评该校负责人说：“我身为
本联校纪检组长，今天要批评你。我们不
饿，你们自己吃吧！”说完，拄着拐杖走了，
宁愿不吃饿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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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 2002 年的元宵节，省委办公
厅给醴陵群力瓷厂打电话，说黄永玉大
师已抵达省委蓉园宾馆，要求我将瓷坯
送到长沙并陪黄老画瓷。

服务员把我引进蓉园宾馆套房，门
口挂着一只鸟笼，两只红绿羽毛的鹦鹉
大声对我说：“先生您好，恭喜发财。”接
着又说：“不会说话，你是哑巴。”我正想
着这鹦鹉有趣，黄老闻鸟声走出来，边
跟我握手边对鹦鹉说：“是客人，没有礼
貌！”

落座后我们开始聊画瓷，他说，湖
南醴陵的釉下五彩瓷，色彩丰富琳琅多
姿，在国际上获奖，毛瓷中外闻名，他久
有心愿想画釉下五彩瓷。他指着博古架
上“芙蓉国里尽朝晖”的芙蓉花大花瓶
说，这是你们做的吧，瓷质很白，有韵
味。“来，我们先试个挂盘。”黄老拿出挂
盘泥坯，先用洗水笔洗了水，调好颜色，
然后在盘子上画了一棵树等景物，两只
鹦鹉鸟站在杆子上，只见鸟的头部满满
的青花颜色，眼睛呢？我正在纳闷。黄老
掏出一根挖耳勺，将颜色刮去，白色的
小圆圈，中间点上眼睛。妙！两只生动活
泼、憨态可爱的鹦鹉跃于瓷坯上，题款
写上：“鸟是好鸟，就是话多。湘西刁民
黄永玉。”老头子真幽默，他像是以这种
方式为鸟向我赔礼道歉，我对老爷子的
睿智肃然起敬。

两个小时盘子画好了，暂时休息。
老爷子递过来一支雪茄，他告诉我，他才
读到高小毕业。你猜猜，我小学同班同学
多少人。我说您那个年代，同班同学最多
30多个吧？他说100多个。这是个什么大
班呵，我不解，黄老说，我小时候很顽皮，
又不会读书，所以降了三次级。是的，黄
永玉没上过大学，也没受过专业的美术
训练，可他木刻、版画、雕塑、剪纸、中国
画、西式油画、水彩画、书法、文学诗词样
样精通，而且造诣极高，很有成就。28岁
就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这种高等学府的
教授，说他是鬼才、怪才，一点都不假。谈
话中，我们的距离拉近了。我对这位艺术
大家紧张之心荡然无存，总觉得老爷子
很有大家风范，偶尔说话尖锐，但大多时
候和蔼可亲，幽默风趣。

一天上午，某领导同志和夫人来三
号楼看望黄老。黄老正专心致志画瓷
器，没有起身，也没握手，说：“XX 同志
您先坐。”我想，老爷子架子也太大了。
后来从他们的交谈中，我才发现，他们
的交情至深，亲如兄弟。得知老朋友退
休后喜居岳阳县自己的一处老房子，黄
永玉便铺开宣纸，用写意的手法，画了
三间茅屋，一个老头躺在睡椅上，对面
站着老太太，手拿畚箕用谷子喂鸡，共
画了七只鸡，条桌上摆了些盆景。我多
了一句嘴，说画九只不更好吗？于是，黄
老又画了两只鸡跳到条桌上，旁边还有
搓衣板、木脚盆和一些坛坛罐罐。画没
有着颜色，属水墨画，但很生动，很有趣
味。老爷子题跋更绝：“茅屋三间，坐也

由我，睡也由我。老婆一个，左看是她，
右看是她。”后来，这位领导家里挂的就
是黄老的这幅画。

又一个星期日，老爷子没顾上休
息，依然用心画瓷。画累了，坐下来抽一
斗雪茄。工作人员牵着一个四五岁的小

男孩来看望黄老，老爷子乐了，逗着小
男孩玩，一下子告诉他写字，一下子告
诉他画画。他居然在小男孩嘴上画了几
根胡须，真是童心未泯。这就是现实生
活中的黄永玉，他以这种方式放松疲
劳，调剂精神，这是老年人快乐生活的
养生真谛。

画瓷的日子里还有个小插曲。黄老
喜欢狗，狗舔他，黏他，他则像个孩子乐
呵呵的。老爷子还常常一手提鸟笼，一
手牵着狼狗散步。一天爱犬生病了，他
很着急，要人找来医生，天天给狗打针。
狗的病好了，老爷子要这位医生坐下
来，拿来一张黑色的蜡光纸，为医生剪
头像，折腾了很久，头像剪出来了。他贴
在一张白纸上，签上黄永玉和时间。我
一看还真像，惟妙惟肖。这是真正的艺
术品。

黄永玉画釉下五彩瓷前后三次，我
也由此与大师结下了友谊。一天，黄永
玉的亲侄子黄立来电话，要我在醴陵等
待他，说是老爷子捎来东西，要他来看
我。心想，老爷子准又心血来潮，给我送
了什么好东西。那是一本黄永玉的画和
邮集，由中国邮政印制的邮票，100 多
枚，黄永玉亲笔签名，还有一本黄永玉
特制的挂历，12幅画组合，都非常精致，
让我爱不释手。黄立说，王震和黄永玉
合作画了幅荷花图，要醴陵陶瓷研究所
特制了两个大花瓶，由中日友好协会会
长王震副主席送给日本广岛市。

据说还有一个同模样的花瓶在醴
陵。我曾经在研究所展厅门口见过这大
花瓶，天蓝的底色，洁白的荷花，素雅大
气。黄永玉后来问这个花瓶哪里去了？
谁也说不清楚。10年过去了，我很愧疚，
总觉得没有完成老爷子交待的事。前段
时间，通过收藏圈的朋友，打听到了这
个花瓶的下落，是一位收藏爱好者保存
下来了，已经成为他最为贵重的藏品。

2004 年，国防科技大学建校 50 周
年庆祝宴会在省委九所宾馆二号楼宴
会厅举办。九所宾馆总经理张志君（特
级厨师，湘菜大师）在省委借来黄永玉
画的两个 60cm 的大瓷盘，用红木框架
装饰，挂在宴会厅里，洁白硕大的荷花，
寓意湘荷在水。宴会虽节俭，但气氛热
烈，特别是黄永玉画的瓷盘一点缀，很
有看点，形成了一道靓丽的景观，让人
赏心悦目。

2004 年 8 月 24 日，是黄永玉的 80
岁生日，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获得中
国美术金奖终身成就奖的老爷子在湖
南省博物馆举办了“黄永玉八十艺展”。
展厅的玻璃柜里，陈列着黄永玉画的瓷
器，有器型各异的花瓶和大小不一样的
挂盘，这无疑给画展增加又一亮点。画
瓷和纸画大不一样，所产生的视觉效果
更不一样。黄永玉独树一帜的画风和色
彩的搭配，让美术界的画家大开眼界，
拍手叫绝。从某种角度上看，黄永玉技
法的画瓷开创了先例。

（作者系群力瓷厂原副厂长，醴陵
市文联原副主席。）

黄 永 玉
为群力瓷厂
画的瓷盘。

天玺湖赋
朱建纲

秦制国玺，历朝相传。受命于天，既寿永昌。
居庙堂而令天下，视江湖莫姓皇家。

乾隆南巡，遗玺于此。村谓印山，湖曰天玺。
泱泱九州，藏宝之台众众；浩浩五湖，润玺之浆汤
汤！然则独遗于此，何耶？

景明春和，鹅黄拂堤；荇草浅底，锦鳞嬉戏。
九峰环伺，一湖春晓共氤氲；三光同天，百顷碧波
映杜鹃。

春去春来，四时焉能不易？花落花开，百草何
惧轮回!

赫赫炎炎，青梅煮酒；熏风入弦，绿槐新蝉。
紫燕翻飞，花径有意留客驻；炊烟袅袅，小院精心
具鸡黍。

小荷初露，心静不闻流响；清风徐来，玉簪且
添一枝。

渚清沙白，草黄枫红；台露湿衣古寺钟鸣。一
桥飞渡，九曲连环凌波开；三榭顾盼，双眼无暇看
秋香。

潇潇落木，但为鸿儒书签；澹澹秋水，且添钓
翁闲情。

雪映梅开，竹为松立；寒鸥不惊，柴犬缱绻。
薄暮冥冥，一骑白驹绝尘去；朔风阵阵，满湖涟漪
写残荷。

湖天寒彻，炉边绿蚁几盏；银龙盘踞，胸中气
象万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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