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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牛明是G县住建局建设质量
安全管理股的一位股长，职位不
高，但权力相当大，平时工作上有
求于他的大多数是老总。

这天，牛明刚到办公室坐下，
便接到杨总电话，“喂，小牛啊，今
天有空没有？我们一起吃个饭
吧，你都拒绝我几次了，这次可要
给我个面子哦。”

牛明心里明白，这个杨总三
番五次请吃饭，应该不是有什么
好事情，这样的饭局还是不去为
妙。于是，牛明便以在外出差为
由婉拒了杨总。

过了几天，牛明去W市学习，
刚报到完，便接到杨总电话，“小
牛，听说你来W市里学习了，正巧
我也在这里谈点生意，我给你安
排住处吧。”

牛明愣了一下，不会这么巧
吧？由于学习时间安排得特别
紧，牛明便没有多想。学习一周
时间，杨总前后打过三次电话邀
请牛明吃饭，都被牛明以各种理
由拒绝了，牛明知道，自己一个农
村的穷孩子，父亲过世得早，母亲
含辛茹苦才让他有一份工作，尽
管工资不高，但打紧开支还是够
用的，比起还在老家的那些面朝
黄土背朝天的伙伴，他很知足了，
所以他要好好珍惜。

可是最近，牛明遇到一点烦
心事。老婆坚持要把4岁的儿子
送去市里的一个私立幼儿园，一
学期费用不少，去年买房就掏空
了家里的积蓄，前几天母亲又生
病住院，还欠了一点债，最近一家
人都为钱发愁。

周末，牛明本想好好休息一
下，可是一早老婆就唠叨开了：

“儿子幼儿园那个费用你准备好
没有？那可是我托熟人好不容
易才争取到的名额哦，虽然费用
高 一 点 ，但 学 校 环 境 很 不 错
……”老婆说起来没完没了，有
些烦的牛明拿上钥匙，去办公室
加班去了。

牛明刚离开家不一会儿，杨
总就提了一口袋水果上门了，牛
明老婆招呼着杨总坐下，看到牛
明客厅里玩耍的儿子，杨总眼里
闪过一丝亮光。

“弟妹，孩子读书没有？”杨总
试探着问道。

“正准备送去市里的私立幼
儿园，但是费用有点高，马上就要
开学了，牛明还没同意，唉……”
牛明妻子语气里有些埋怨。

“能去市里读书多好啊，小牛
为什么不同意？是不是有啥困
难？”顿了顿杨总接着说，“这个小
牛，亏我和他还是朋友，有困难就
说一声嘛。”

牛明妻子见状心里暗喜，说
道：“也不是啥大困难，就是我们
最近手头有点紧，还在筹钱。”

“就这事哦，我还以为什么困
难，今天我正好来还小牛一点
钱。”说着杨总从包里拿出了五万

块钱递给牛明妻子。
既然是还账，牛明妻子就毫

不客气地收下了，心里还暗暗骂
了一句：“这个死鬼，还说没钱，竟
然背着我在外面放了账。”

杨总又坐了一会儿，电话响
了，便起身告辞。

晚上牛明回家，牛明妻子没
有说杨总还钱这事，她心里想，你
可以背着我借出去，我收回来就
不告诉你。

两天后，牛明妻子告诉他，她
找朋友借到了钱，孩子顺利地送
进了市里的私立幼儿园。

一天中午，牛明在下班路上
又“巧遇”杨总，杨总说有事找他，
非要请牛明喝茶，牛明见路上来
往行人很多，说话不方便，便极不
情愿地跟着杨总来到路边茶楼，
牛明有点不耐烦地说：“杨总有事
请讲，我家里还有事呢。”这次杨
总也不客气了，开门见山请牛明
帮忙……末了，轻描淡写问了一
句：“孩子读到书了哈？”

“孩子读书的事他怎么知
道？”牛明有些不解。

晚上回家牛明问老婆，“最近
家里是不是来过人？孩子读书的
钱找谁借的？”

“你还好意思问我？你外面
明明放得有账，你还一天到晚说
没钱。”牛明妻子开始数落。

“放账？什么账？放给谁的？”
“你不是借得有五万给杨总

吗？孩子读书那个钱就是他还
的。”牛明妻子见他生气，便一五一
十地说了那天杨总“还钱”的经过。

牛明恍然大悟。“不行，这是
明目张胆的行贿啊，必须还他。”

“还？钱都用了怎么还啊？”
妻子哭丧着脸。

牛明也明白家里现在这状况
没法还，犯愁道：“那怎么办呢？”

老婆见状凑上前说：“这事杨
总不说又没有人知道，他应该有
事找你帮忙才这样吧，你就帮他
一把吧，这样就两清了嘛……”在
老婆的极力鼓动下，牛明想想自
己现在确实也还不了这笔钱，便
答应帮杨总审核确认了一条虚假
信息上报至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
一体化工作平台。

杨总很是“感激”，一定要宴
请牛明，牛明也不再强烈拒绝。
于是两人约定下午下班后在如意
酒楼吃饭，席间喝了一点小酒。

牛明回家已是晚上10点，他
倒上床便沉沉进入了梦乡，梦里
他走在一条泥泞路上，越走路越
烂，自己不小心摔了一跤，满身泥
浆……正当他不知所措时，慈祥
的父亲出现了，亲切地对他说：

“儿啊，你是父母的骄傲，从小到
大，你都很听话，也很勇敢，每一
次摔下都是自己站起来，这次你
也自己站起来吧……”牛明醒了，
一身冷汗。

第二天，他准时来到单位，推
开了纪检组长办公室的门……

梦醒时分
□张艳

表哥在县中医院当医生，医院派
他到省上进修，从师名老中医上官先
生。上官先生年过七旬，对治疗疑难
杂症特别有办法。

上官先生开出的方剂，每次都让
表哥规规矩矩誊抄在处方笺上。而
且基本上都是由一个古方“逍遥散”
加减而来，只不过每服用药用量略有
差别。表哥纳闷了，再怎么看，这方
子也普通得和秘方不搭啊。

表哥再观察，终于注意到一个细
节，每遇疑难杂症的重症病人，上官先
生都在开完药方后，把他们送到诊室门
外，在病人的手心写上几个字。不用
说，在手心上写的，一定是一味神秘的
中药，这味中药就是整个秘方的核心。

表哥更加认真谦恭，相信最终会
赢得老师的信任。可进修快结束了，
上官先生也没有告诉他秘方的意
思。表哥知道问也是多余，上官先生
也许靠的就是写在病人手心的那味
中药，如果说透了，头上的名医光环
也就消失了。

表哥回到医院，受到更多病人的
信任。一天，诊断室走进来一对父
女，父亲一脸焦虑地说，女儿大学毕
业后，找到一个并不喜欢的工作，男朋
友也掰了，女儿从此沉默寡言，到市上
医院检查，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

表哥望闻问切查完，照例开出两
剂“逍遥散”，并很有把握地叮嘱：“吃
上两服药，基本上药到病除。”不料，
病人吃药后，病情不好反重。表哥没
辙，赶紧打电话向老师求救。

上官先生被接到医院。诊疗后，
开出的处方依旧是“逍遥散”，只不
过，他在送父女二人出门时，在女孩
手心中写了几个字。就这样治疗几
次后，女孩身体好了许多。上官先生
最后一次为女孩开了药，告诉她可以
回去上班了。

看着开心离去的父女，表哥的情
绪上来了：“老师，其实我们开的药都
差不多，为啥我的就不如您的见效
呢？是不是您在病人手上留下的那
味神秘的中药不愿告诉我？”

上官先生想了想说：“你一直想
知道我在病人手心上留的是什么神
药吗？告诉你吧，千百年来，中医治
病推崇的是医圣孙思邈‘上医医心，
中医医人，下医医病’的行医之道。
很难相信一个人心病不治，能有真正
意义上的痊愈。从全国各地找我看
病的人，基本上都是在各地医院看了
不见好的疑难杂症，久病成郁，有很
重的思想包袱。逍遥散就是专门治
疗心病的。我留在病人手心里的，不
是什么神药，就是两个字：加油！”

表哥一下明白了，上官先生看似
是一种很平常的举动，其实是给病人
精神鼓励啊。再好的药，都离不开爱
的关怀，如果只把病人当工作，他每
天重复的就是机器人一般的程序。
而两个很普通的字眼，拉近了医患距
离，让病人得到更好的精神慰藉，这
就是为什么开同样的药，效果却不一
样的原因。

表哥愧疚地说：“老师，我明白
了，行医之人最可贵的品质，不仅仅
在于用药精准，更在于始终保持那份
无私和仁爱，这才是您想传承给年轻
医生的真正秘方！”

老吴家是村里最后一家没修通院
落路的农户了。村干部把石灰线放到
他家菜园地埂3棵老桑树下时，被老吴
阻拦了：我家不需要修路。

村上修院落路，大家都拍手欢迎，
占一点田边地角也不计较，偏偏老吴
怪得很，拒绝修路。问原因，他说，我
女儿嫁出去了，家里就我和老婆，自己
又不打算买小车，修那么宽的路干
啥？既浪费地盘又浪费国家钱财。

上面有文件精神，要求每一户贫
困户必须达到“三通”。老吴的固执让
村干部为难了，驻村第一书记蒋芸决
定去老吴家做思想工作。

老吴独门独户，住在野桑弯，离村
公路也不远，一里多。野桑弯有3户人
家，一户搬进县城去了，一户把新房子
修到了村公路边。老吴家前些年也修
了几间火砖青瓦房，房子建在原地。
建材运不到位，他用鸡公车一车一车
推回去。5间房子的火砖、砂石、水泥，
他断断续续花了3个月时间，硬是用鸡
公车从那条两尺宽的泥巴路转运到了
宅基地。

老吴修新房时，女儿喊他搬到村
水泥路边。老吴倔强，舍不得房后那
一坡桑树，他要留下来继续养蚕。多
年前，老吴在住房旁边的荒坡搭了两
间茅草房，专门用来养蚕。这样好消
毒，蚕也不容易被感染得病。他没外
出打过一天工，他养蚕的收入不比那
些打工的人少。

那一坡桑树在老吴心里，就是他
家的摇钱树。要不是老婆有气管炎、
低血糖、心脏病和风湿病缠身，需要长
期吃各种药物，老吴敢说，卖蚕茧的钱
够在城里买一套房子了。

那3棵老桑树，老吴很小的时候，
就生长在菜园地埂上了。这3棵桑树
在老吴心中，有着特殊的用途和意
义。上小学时，3棵桑树的叶子够他养
两簸箕蚕宝宝，他的新华字典和算盘，
都是靠这3棵桑树养蚕卖钱买回的。
后来包产到户，他承包了后山坡的桑
树林地养蚕，3棵老桑树一直是他的

“秘密武器”。农忙时，都是很晚才回
家，天又黑，上山的路不好走，他就采
摘桑树上的桑叶喂蚕。

村上要给他家修院落路，这3棵老
桑树正在路基中间，保不住。老吴对
这3棵老桑树已有了老朋友般的感情，
要挖掉它们，有如砍他的手和脚。但
他没跟村干部说出这层缘由，反正，他
不答应修路就是了。

蒋芸和村文书来到那3棵老桑树
下，正要开口喊老吴，却见他吃力地抱
着老婆走出门来。蒋芸大吃一惊，怎
么了？

老吴哭丧着脸说，她杂病缠身，我
也不知道是哪种病发作了，突然就不
省人事了。村文书摸出手机说，我给
你打120。蒋芸说，来不及了，车子开
不进来，弄到公路上要半小时。先回
屋，我来看看。

蒋芸是县卫生系统下派来的第一
书记，是学医的。蒋芸检查后说，是低
血糖晕厥，喂点糖水就能缓过来。一
番急救后，老吴的老婆苏醒过来。

蒋芸说，吴叔，你们年纪都大了，
万一有个啥急病，路不通，多危险啊。

蒋书记，我修，我不保这3棵老桑
树了。老吴连声说。

老吴不修路
□杨俊富

秘方
□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