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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诗·面孔（9）

管管（1929-）
□胡亮

余光中太雅，郑愁
予太雅，洛夫太冷又太
雅：他们共同筑就了雅
的十面埋伏。

管管与他们参差同
龄，避不开雅的矢镞。
诗人的皮鞭抽打着诗的
瘦臀，这一人一马，该向
哪条夹道求得一线生机
呢？痖弦？

管管为诗较晚，虽
然长于痖弦，却欣然决
定以后者为导师。痖弦
好写小人物小悲剧，因
为回涩，不至于雅不可耐。管管也能如
此，读其《月色》《放牛》诸篇可知也。

然而，民间疾苦，在管管，并非定然
转换成笔底波澜。

他不想要文人之雅，也不想要道德
家之重，只想要小孩之无邪，只想要鬼
脸和玩具之轻。且引来管管《自题小
传》，“爱花，爱山，爱水，爱画，爱电影，
爱女人，爱小孩，爱猫，爱春天，爱月亮，
爱夜，爱鸟声，爱哭，爱吐痰，爱怪异”。

此种心思，此种声口，绝似明人张
岱《自为墓志铭》，“好精舍，好美婢，好
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
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
鸟”。设若张岱再世，定是管管座上宾。

也许还可以稍作归总：这个老顽童
的镍币，一面是童心，一面是喜剧，两面
都是山水，而童心不妨就是喜剧。

自胡适以来，新诗不乏童心，却甚
少喜剧，有之，则始于管管也。

来读《斑鸠词》，“飘飘何所似/哈
哈，天地一斑鸠”。诗人打了个哈哈，就
用“斑鸠”，解构了老杜的“沙鸥”。斑
鸠，沙鸥，本来并无大不同。经过管管
的解构，斑鸠忽而出演喜剧，正如沙鸥
原本出演悲剧。

管管是诗人，也是有名的配角，出
演过悲剧，也出演过喜剧。有心的观众
应记得《超级市民》中的“疯子”，《金枝
玉叶》中的“老僧”，还有《梁祝》中的“教
琴师傅”。

然而，在文字里，管管偏不当配角，
偏要当导演，他要让万物共赴花团锦簇
的大喜剧。

与万仁或徐克相比较，在角色派定
上，管管没有匠心，只有胡闹，只有手舞
足蹈。好吧，也没有什么潜
规则，就让“夏天”出演“老
舅”，“秋风”出演“泼皮”，“白
昼”出演“爱厮杀的丈夫”，“月
亮”出演“剃头师傅”，“北风”
出演“老将”。可参读《蚊子》

《陶潜图》《夜》《敲门》和《丹枫
造反》。

这个大喜剧，谁是主
角？山水也，草木也，虫鱼
也；谁是配角？我也，人也，

文明也。
主角饱含着乐不可支的

自足性，而配角，却老是成为
此种自足性的障碍。

人在看石头，石头在听水，
定然是人挡住了石头的耳朵。

“耳朵！耳朵！”此种叫喊弥漫
于这个大喜剧，有时候，像极了
哀鸣。可参读《石头的耳朵》，
还可参读《污染了鸟声》。

可见，胡闹中自有深心，
手舞脚蹈中自有静气。

谁 是 候 补 主 角 ？ 美 女
也。管管爱美女，最爱章子怡。

他写美女，如写山水草木虫鱼。来
读《春天像你你像烟烟像吾吾像春天》，

“春天像你你像梨花梨花像杏花杏花像
桃花桃花像你的脸脸像胭脂胭脂像大
地”。还可参读《脸》。

两件作品，都用顶针，这是管管的
惯技；顺便要说，把喜剧写成电影或舞
台剧，也是管管的惯技。

自胡适以来，童心诗，喜剧诗，皆勿
如管管也，天真烂漫，风光旖旎，皆勿如
管管也。

只有管管，可以让小男孩尿得比月
亮还高，只有管管，可以让月亮在尿里
洗脸，只有管管，可以让洗完脸的月亮
顺着一袋烟爬上柿子树，只有管管，可
以让那个小男孩吃到叫月亮碰下来的
柿子。可参读《秋歌》。

2009年，在坎布拉，管管曾对笔者
说，“张默既无贼心，也无贼胆；洛夫虽
有贼心，却无贼胆；吾呢，既有贼心，又
有贼胆。”又附耳说：“有诗为证呢，你去
读读《鱼》。”

贼心者，花心也，亦诗心也；贼胆
者，花胆也，亦诗胆也。有此花心花胆，
故有香艳的情史；有此诗心诗胆，故有
邋遢的趣诗。

清人傅青主论书，有段好言，可以
借来形容管管：“又见学童初写仿时，都
不成字，中而忽出奇古，令人不可合，亦
不可拆，颠倒疏密，不可思议。才知我
辈作字，卑陋捏捉，安足语字中之天！”

学童作字，管管为诗，空无依傍，乱
拳打死老拳师。

白谦慎先生所谓“娟娟发屋派”，其
妙，每在程式之外，其妙，每在不成熟与成
熟之间也。故而可以这样说来：未有管管

以前，则余光中是余光中，郑愁
予是郑愁予，洛夫是洛夫，痖弦
是痖弦，张默是张默；已有管管
以后，则五者共为一派，斯人独
成一家矣。

管管晃动着三岛由纪夫
式的脸，戴着红绒帽，围着小
丝巾，穿着牛仔服，哼着“苏
三离了洪洞县”，他来了，我
们还有机会马上开一瓶黑钻
香槟！

更多当代诗·面
孔扫码上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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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薯，也叫红苕，可谓全身是宝，
曾陪伴着我们家祖孙3代度过一个
个青黄不接甚至是饥荒的年月。

爷爷跟我讲过他小时候与红
苕的故事。那些饥荒年岁，他们读
私塾，吃不饱饭，就在上学路上悄
悄去刨人家地里的红薯解饿。结
果被老师知道后，打屁股。那时是
真打，打得直哭。

皮肉之苦与饥肠辘辘，皆难
忍受。在那个饿得偷吃的年代，
已经很少有人能真正体会穷困和
艰难。

到了父亲这一辈，温饱依然是
问题。父亲三兄妹，在那个吃大锅
饭、挣工分的岁月，半大小子也能
吃穷老子，何况那么多张嘴吃饭。

幺姑就是因为抢着吃红苕，没
来得及细嚼慢咽，直接卡到喉咙，
一下被噎住，差点没抢救过来。

当时临近午饭，她在家偷吃了
一个红薯，害怕大人回来发现，没
来得及咀嚼就吞下去了。后来送
到医院，直到下午才“哇”的一声哭
出来，着实把家里人吓了一跳。

到了我们这一辈时，因为刚分
家，父母外出打工挣钱修房子和养
家，奶奶又去世得早，我和爷爷相
依为命。

那些年靠天吃饭，收成也不是
很好，老是青黄不接，很多时候没
米下锅。爷爷就把红薯放在锅里
的碗里蒸，锅里再放些水，等红薯
蒸熟时，可以将锅底的水用来喝。

后来，舅婆看到我在院子的板
凳上吃红薯，告诉外婆后，外婆心疼
我，把我接过去，在她那边吃了几天
大米饭，我高兴得跟过年似的。

因为家里吃的除了红薯，只有
红薯，红薯成了主食、零食和一切
能进的食物。每每忆及此事，颇为
心酸。

后来生活好起来，红薯变成了
零食，变成了一种乐趣。煮饭时，
当灶膛里的柴灰变得通红后，将红
薯扔进去，继续添加柴火做饭。饭
还没煮熟，已经开始享受红薯的美
味了。

烧熟的红薯刚取出来滚烫，不
能用水来降温，只好借助木棍、烧
火棍或其他植物叶等将其转移到
木凳上，有时甚至直接将其“就地
正法”。稍微硬的外壳和粉嫩的果
肉都不会被“口下留情”，尽成美
食。大人说，烧熟的红薯皮还有健
胃功效，当然舍不得丢掉了。

我们祖孙三代都跟红薯结下
了深厚情结，红薯成了传递着“勤
劳朴实、艰苦奋斗”的精神。

正是红薯充饥，让那些没有饭
吃的岁月熬了过来，正是那些贫困
岁月里养成的一些习惯，至今依然
难以割舍。如吃饭吃到碗里颗粒
不剩，再如看到吃红薯吐红薯皮就
会觉得浪费。

每当想起童年，成都宽
巷子26号大院的景象就会在
眼前浮现。那么清晰、亲切、
温暖。

1949 年前，外爷和舅父
住在宽巷子26号。周末或节
假日，父母带上我和妹妹去看
望外爷。黑漆大门前，有几级
石阶，进大门右侧，还有一道
二门，门上拴着一条麻绳。

轻轻一拉，拴在麻绳另
一端的小铃铛立刻叮叮当当
响起来，门里那只忠于职守
的鹦鹉，立刻大声叫唤：“开
门，开门，客来了！”

大院左边有两个长方形
鱼池，长约3米、宽约1.5米，养
了不少大尾巴、鼓眼睛的金
鱼。院里种了许多花果。印
象最深的是鱼池旁边那棵高
大粗壮的黄桷兰。每年夏季，
每天开花200多朵，满院幽香。

10 多年前，我曾去宽巷
子探访。恰遇一位正在街口
写生的街坊。他要把即将拆
掉的老屋，收入画册永久保
存。提起26号大院那棵黄桷
兰，他说：“走进街口就能闻
到香味。”

小时候，表姊妹们常常
围坐在石桌边，章骐表兄教
我们唱歌：“太阳下山，明朝
依旧爬上来……”不时，门外
传来诱人的梆梆梆声，那是
卖蒸蒸糕的来了，我们必定
会跑出去买两个来吃。

不一会儿，又有叫卖声
传来：“花生，新脆花生！”“核
桃，新核桃！”担担面、茶汤、
豆花、汤圆、椒盐粽子、马蹄
糕……叫卖声此起彼伏，不
绝于耳。宽巷子好不热闹，
是一条流动的小吃街。

在厢房后面的小天井
里，有一口水井。夏天，舅
妈常给我们搓冰粉，把搓
好的冰粉装在水桶里，用
绳子吊到井下冰一阵。经
过天然“冰箱”冰镇过的冰
粉，再加上适量的红糖酸
梅水，酸酸甜甜，味道好极
了。这才是大伏天纯天然
最佳冷饮。

每年赶花会，好动的我
们最积极，虽然来回都步行，
还是要去好几次。转一回糖
饼、吃一盘三大炮，再买个风
车车，会高兴得手舞足蹈。
当然，每次去，总不会忘记到
青羊宫大殿内去摸一下铜
羊，祈求保佑自己无病痛。

如今的宽巷子，现代、文
化、时尚，但我仍然怀念童年
时代印在我心中的那条窄窄
的宽巷子。

1990年代的川南小山村，几十
户村民房子散落在山沟里。山村
刚通电不久，停电是常态，村民用
得最多的照明工具是煤油灯。煤
油灯的光芒，跳动着微弱的光芒，
伴随着我的学习生涯，也给我的童
年升起一道明媚的霞光。

煤油灯大多数是家庭自造
的。用一个装过西药的小玻璃瓶
或墨水瓶子，倒上煤油，再找个铁
瓶盖或铁片，在中间打个小圆孔，
孔中嵌进一个用铁皮卷成的小筒，
再用纸或布或棉花搓成细捻穿过
筒中，上端露出少许，下端留上较
长的一段泡在煤油里，把盖拧紧，
油灯就做成了。

待煤油顺着细捻慢慢吸上来，
用火柴点着，灯芯就跳出扁长的火
苗，散发出淡淡的煤油味。

煤油灯可以放在许多地方，如
灶台上、窗台上，也可挂在墙上、门
框上。煤油灯的光线其实很微弱，
甚至有些昏暗。由于煤油紧缺且
价钱贵，点灯用油非常注意节省。

天黑透了，月亮也不亮了，各
家才陆续点起煤油灯。为了节约，
灯芯拔得很小，发出如豆的光芒，
灯下的人也模模糊糊。

那时没书桌，吃过晚饭，碗筷
一捡，抹布一抹，饭桌变书桌，我们
开始在灯下做作业。

那时的乡村小学，老师布置的
作业大多是抄写生字或词语，一大
堆，我经常晚上坐在煤油灯下熬到
深更半夜。

有时做作业很专心，头自觉不
自觉地越凑越近，额头前的头发就
给烧掉了，哭笑不得。

母亲把灶上收拾完，坐到我们
身旁，共用一个灯光做针线活，缝
衣裳、纳鞋底，陪伴我。

母亲眼睛好，尽管在昏黄的灯
光下而且离得较远，但她总能把鞋
底的针线排列整整齐齐。偶尔还
看看我们的作业，与我们闲聊几句。

一家人日子虽清贫，却也其乐
融融，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与向
往。如今回想起来，倒不觉得是困
难心酸，而是生活的磨练，岁月的雕
琢，丰富了我们的人生经历和收获。

如今，我们几姊妹都已组成不
同的小家，生活在不同的城市。那
记忆里微弱煤油灯光跳跃在乡村
漆黑的夜晚和远逝的岁月，也都深
藏在了记忆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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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4月16日，2018年
四川省卫生健康科技创新工作
推进会对2017年四川省医学重
点学科（专科）科技影响评价排
名结果进行通报，综合评价科技
指标和临床服务指标，在骨外科
专业中，成都大学附属医院骨科
科技影响力综合排名全省第二，
仅次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也是
成都市市属医院唯一一家入围
该榜单骨科前十名的医院。

学科的发展不是靠某一个
人的努力，它需要一群人的支
撑。人才建设方面，科室一病区
主任汪学军教授、二病区主任兰
海教授、主任医师员晋教授等多
名专家担任国家、省、市骨科学
术专委会主委或组长。科室承
担了2项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
以及多项四川省科技支撑项目
和成都市惠民科技项目，形成了
一支实力超强的专业团队。

医学科技创新引领学术前沿
推进区域创伤救治体系承载社会责任
依托医用机器人研究中心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获骨科声誉排行榜提名

2018年11月17日，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2017年度七大区域医院专科声誉排行榜”出炉，成都大学附属医院提名
西南地区医院骨科榜单，这也是成都市级公立医院中唯一一个获提名的单位。

在荣誉的背后是该院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伴随经济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以医用机器人和医学智能化为代表的智
能医疗蓬勃兴起，引领着医学科技创新发展。该院参与研究并在全市首次引进“骨科机器人”开展手术、首次将3D打印技
术的术前计划运用于骨肿瘤保肢手术实践等新项目，为骨科发展提供了新路径，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近年来，医院推动建
立区域创伤救治体系建设，又在医疗救治之外承载了更深远的社会意义。

创新
领衔研发

成都首个骨科机器人
早在2016年5月24日，成都市首台

具备国际领先技术的“骨科机器人”在成都
大学附属医院正式上岗，在医院首席专家、
大外科主任兼骨科主任李开南教授操作
下，完成了第一台手术。

这台骨科机器人名叫“天玑”，是成大
附院与北京、天津、西安等地的医院、高校
以及四川省内部分县级医院，历时四年共
同研究的成果，李开南教授就是此项研究
团队中的领衔人物。

据介绍，“骨科机器人”主要用于髓内钉
远端锁钉定位、髋部骨折、骨盆骨折、脊柱椎
弓根螺钉定位、置钉等，机器人根据X光片
准确定位手术路径，通过机械臂的精确运
动，为医生提供稳定的导针置入路径，使医
生可以按照预期的规划，准确地置入空心
钉。而以往，医生通常都是根据X光片等检
查数据，再依托自身经验对手术位置进行判
断和定位，对医生的经验和技术要求很高，
一旦疏忽大意，螺钉置入位置不能达到预期
效果，就容易出现骨折移位、骨折不愈合、神
经血管损伤等并发症，导致手术失败，所以，
实现精确定位是骨科手术的核心所在，而骨
科机器人恰好解决了这个问题。

目前，在李开南教授的带领下，该院完
成的骨科机器人手术已超过了180例，在
同级医院中处于首位。第四代骨科机器人
也正在研发当中，“新一代骨科机器人在疾
病种类、精准度上将更有优势。”

除了医用机器人的研究和应用，该院
在骨科相关的科研和临床应用方面，也都
走在前面。2015年12月28日，该院骨科
关节医疗组成功完成一例左侧股骨骨肉瘤
患者的保肢人工膝关节置换手术。该例手
术在成都市首次将3D打印技术的术前计
划运用于骨肿瘤保肢手术实践中。

目前，该院拥有多项世界上先进骨科
设备，也有能够满足全面开展各类骨科手
术及疾病诊治的要求，在骨科机器人使用
方面已达到国际先进和国内领先水平。

作为中国医师学会骨科分会委员、四川
省医学会骨科专委会主任委员，李开南教授
是领域专业人才中的佼佼者，更是成都大学
医用机器人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领头羊”。
在他的带领下，医用机器人交叉学科研究中
心正逐步形成计算机辅助外科学、数字医学、
医学仿生工程技术、机器人手术学、机器人康
复学等特色学科和专业。

除了专注于科研方面，李开南教授也很
关心如何向基层推广运用手术机器人，让更
多人获益，以及如何在医用机器人平台进行
互动。

近年来，他为四川其他县市的一线医生
提供技术支持和专业培训，把骨科机器人带
到了双流区人民医院、郫都区人民医院等多
家基层医院。“刚开始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李开南说，基层医院能不能接受、有没有
适合的病例以及是否有专业的人员等，都是
影响这项工作推进情况的因素，“是一个很费
时间的但值得做的事。”

推广的难度一方面来自外界条件，另一
方面则来自需要改变固有观念。“骨科机器人
手术，与普通的手术在理念和操作上完全不
一样。”李开南说，想要用好机器人这个助手，
医生必须先跳出固有的手术思维，建立新的
理念，再进行技术上的打磨。

多方推动下，四川的骨科已经发展到了
一个很高的高度，在论文数和科研成果上，四
川紧随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之后排
名全国第四。李开南希望四川骨科的影响力
能辐射整个西部，把四川骨科打造成西部医
疗界的一个“高地”。

在骨科机器人临床应用方
面取得骄人成绩的同时，李开南
教授将目光投向了更广泛的领
域——创伤救治。创伤救治中
有很大一部分属于骨科范畴，而
道路交通事故是导致创伤最主
要的原因，也会给社会和家庭带
来沉重负担。面对日趋严峻的
道路创伤救治形势，如何建立区
域性创伤急救医疗体系，规范创
伤救治流程，最大限度地降低道
路创伤带来的危害，是政府和社
会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国家卫
生计生委也要求各地进一步提
升创伤救治能力。

据介绍，区域性创伤救治体
系中，I级创伤救治中心是当地
能力最强的综合医院，需具备对
所有严重创伤救治的能力；II级
创伤救治中心则包括周边数家
中型医院，设置的目的，是要最
快速的到达现场以及将伤员转
运到中心，以完成早期的损伤控
制，充分考虑严重创伤救治中

“黄金一小时”的重要性。
李开南教授介绍，该体系包

括院前、院内救治两个环节，以
及院前院内急诊、院内急诊与院
内各个专科直接的两个链接。
未来，在区域创伤救治体系下，
市民遇到交通事故除了拨打
120急救电话，还可以通过手机
APP呼救，手机定位将求救源的

位置传至所在区域的医院，最近
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到信息
后，由医护团队第一时间赶到现
场，通过专业知识快速科学评估
病情，并将患者情况传递到该区
域的创伤中心医院，根据伤情对
患者进行转诊。

这样的急救模式实现了资
源利用最大化和多方共赢。患
者能够得到更及时、专业的救
助，社区医院的医疗资源也被充
分利用起来，同时，一些可能集
中在大型医院的患者得到有效
分流，实现分级诊疗。

据了解，目前金牛区区域创
伤救治体系正在筹建之中，建成
后有望成为成都第一个落地区
域性创伤救治体系的区域。

推广
在基层推广手术机器人惠及更多人

探索
推进区域创伤救治体系建设

前行
专科科技影响力全省第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