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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叔是商州城南上赵塬村里的赤脚
医生。奇叔一生干了一件赢人事——
治病救人。

奇叔在治病救人中成就了自己，奇叔
也在治病救人中折了自己。惊闻噩耗，我
回村里送奇叔的时候，已经盖了棺盖。

我是什么时候认识奇叔的？已记不清
了。奇叔是什么时候认识我的？应该就在
我出生不久后。奇叔叫王化奇，村里大大
小小的人尊称他为“王先生”。先生和医
生原本是两个概念，一村的人却都叫他先
生，只表达了敬意，没论过对错。我叫他奇
叔，叫了一辈子。

奇叔是子承父业当村医的。奇叔的
父亲王彦堂，兄弟里排行老三，我们叫三
爷。三爷刚出学堂那会儿，见村里人缺医
少药看病难，一连几个婴幼儿夭折，就萌
生了学医救人的善心。他从亲戚家借来

《寿世保元》《女科遍览》等医学专著，一边
研读一边对照村里人的症状反复琢磨，凭
着一颗善心和执着，谨慎尝试处方和药
物，不几年就自学成医。上村下院儿童妇
女的常见病，三爷都能医治得了，而且有
了不小的名气。

1961 年，三爷去世了，村里人都找奇
叔看病抓药，15岁的奇叔就勉强继承了三

爷的一杆戥子、一架药斗、一套碾槽和两
部药书，继续为乡亲们看病。奇叔受了三
爷的熏陶，立志要像父亲一样当一名好医
生。他生性聪慧，把父亲教的医学知识、
治病方法和上百例处方反复体悟，细心地
运用到给村人的治病实践中。加之政府
也在农村开展了半医半农的卫生员业务
培训，奇叔聆听了医师的授课，实习完后
拿了结业证，而且在行医中还有了自己的
尝试和独到见解，奇叔很快成了名副其实
的赤脚医生。

我五六岁的时候，患过一次急性黄疸
肝炎，奇叔天天到家里来给我打针。那时
候，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很差，医疗器具
缺乏，一支针管一根针头，只要不碎不弯
就用几年。给张三打完了，倒一碗开水烫
一烫冲一冲针管，用酒精擦擦针头，再给
李四、王五、赵六打，现在想起来不可思
议。奇叔给我打针，尽管用心用意给我换
上细些的针头，我依旧疼得大声叫唤，边
哭边骂奇叔。奇叔不恼，仍笑笑地打完针
再把我逗笑了才走。

少时的我，身单力薄，我常去奇叔家
玩，也看病抓药。奇叔用戥子把中草药
称好，让三婆在锅里焙干，我在灶里拉着
风箱烧火，奇叔又捣成面和着蜂蜜制成
丸药。奇叔家三间窄小的房子，炕铺、锅
灶、粮食柜和中药架一占，要再来上三四
个看病的，就挤得人转不过身，奇叔就这
样过了几十年。

随着儿女逐渐长大，奇叔家里住不开，
想批个宅基地却艰难得很，加上手头没钱，
就一拖再拖。我参军前的那些年，有多少
个夜晚，我都叫奇叔来我家，和我同铺睡
觉。奇叔曾在县药材公司实习，又在北宽
坪种药，到商洛地区参加会议，是见过世面

的人，在村里算得上是有知识的人。我们
聊人生、聊社会、聊村里大事、聊谁家儿子
孝敬老人，不觉然，天就大亮了。奇叔有自
己的思想，对村院的家长里短有自己的见
解。奇叔对医疗事业很敬重，很虔诚，也很
忠心。奇叔对妇科病有拿手之处，治好了
上村下院不少疑难杂症。他很早就多次给
我讲过，世有妇科，也应有男科，他用几年
时间写了几万字的《男科论》，并运用到治
病救人当中。那时候，刊物少，可能最终也
没有发表。

有一年，奇叔窄小的三间瓦房突然莫
名其妙地失火了，消防队的车进不了村里
的巷道，眼睁睁看着房子烧完了，值钱的铺
盖粮食、中西药物、锅碗瓢盆一样都没抢救
出来，幸亏没伤到人。常言说，水冲火烧当
日穷。奇叔一下子穷到了负数，烧毁的那
些中西药物可都是赊账而来的啊！

此后的几年，奇叔一直住在生产队大
窖旁的小磨坊里。磨坊似乎要比奇叔家的
房子宽敞些，我常去玩和买药，也给奇叔宽
心。说到高兴处，奇叔还给我出了一句上
联：北宽坪广东坪坪上有坪，我想来想去都
没能对出下联。

1987年底，我承头和几个热血青年成
立了南秦文学社，创办了《百草园》油印刊
物，除了稿子一无所有。我把这事说给奇
叔，奇叔很支持，当即给了我一块钱，说让
买纸，我很感激，又不好意思接钱，奇叔说：

“你弄的是正经事，多的我没有，一块钱嫑
嫌少，不添斤添两。”我接过一块钱，觉得沉
甸甸的，含着泪花给奇叔鞠了一躬。当时，
一块钱能买20张整开白有光纸，可以印十
本《百草园》油印刊物。有了奇叔的支持，
我再找人集资一些，借用了杨峪河区文化
站的铁笔蜡纸就干开了。每期《百草园》出

刊后，我先要给奇叔送一本，还给他发过一
篇小稿子。奇叔用了“冰山”二字做笔名，
我开玩笑说：“没这么寒吧？”奇叔笑着说：

“比冰山还要寒！”
人说，盖房子是衰运。奇叔一生盖

了两次房，自然也受尽了苦头。在塬上
兑换不到盖房的地方，奇叔贷了款把房
子建在社沟口的小河边。过了几年，由
于屋漏等原因，奇叔又翻建了一次。本
来就身单瘦小的奇叔，一下子瘦了几
圈。刚刚建起房子那阵儿，离村子远，群
众看病不太方便，奇叔回村里出诊也得
好一会儿走。后来，改革提速，村里人富
了，家家户户给娃娶媳妇盖新房，呼呼啦
啦盖得几乎连住了奇叔的房子，奇叔家
周围变得热闹起来。儿子王强卫校毕
业，奇叔有了帮手，国家对公共卫生事业
加大投入，农村医疗站升级改造成了社
区卫生室，设了几张病床，整天忙个不
停，奇叔的事业红火了，日子活泛了。

再后来，城市建设框架拉大，奇叔的房
子被征迁了，赔了奇叔家几辈子都没见过
的钱，还要给两套房子。这样的好光景，奇
叔却不知道了。

2015年腊月十三傍晚，南秦川道的公
路上，大车小车摩托车像往常一样川流不
息，灯光忽远忽近、忽明忽暗，奇叔在急匆
匆给下赵塬社区患者送药途中遭遇车祸，
这年，奇叔69岁。

我后来才听说，那个患者当晚是有药
吃的，奇叔完全可以在第二天早上出诊。
奇叔临出门时对儿子王强说：“病家是急
家，给人治病，不能拖沓，不光要医病，还
要医思想。医生到了，药到了，病人心里
不慌慌，就有了精神支柱，痛苦少些，病也
就好得快些。”

奇奇 叔叔
白白 杨杨

太阳的运行轨迹越向南
偏，旬河就显得越纤细。阳
光照射下，河面波光粼粼的,
像一个调皮的孩子，拿面镜
子不断向着太阳挥动，把冬
阳明亮温柔的光辉，泼洒得
满河里都是。

旬河在崇山峻岭中蜿蜒
奔流。高山流水演绎的是一
曲无始无终连休止符都省略
了的风花雪月。只有水能幻
化出千般姿态、万种风情，河
水在哪里一跌宕、一逗留、一
回眸、一拐弯、一荡漾，哪里
指定就有一段美妙动人的传
说或故事。

旬河拐弯的地方，河面
陡然宽阔了许多，河水也就
舒缓平静了许多。河湾一刻
不停地吸纳、吞吐着推拥而
来又蹒跚而去的河水。河水
来得很急，气喘吁吁的，到了
这个河湾，便延宕、徘徊起
来，相互拥挤、叠压、揉搓、翻
滚，搅得原本寂静的河湾热
闹了许多。急急而来又不想
快快走的水，在这里积成了
一个很大很深的潭。看着旋
转、徘徊的水，突然感觉到水
也是很累的，河水承载了太
多的期盼：山岳、舟楫、鱼虾、
飞禽、岁月、季节……眼下，
河湾这熟稔、厚重、绚丽的初
冬美景，也是河水从秦岭深
处驮载来的。

河湾的冬日美景在深山里孕育、生长着，色彩斑斓隐藏在秦
岭深处的七谷八岔、千沟万壑之中。风一起，挂在树梢上点点滴
滴的寒露聚合成水，沿条条小溪流淌进旬河，便一往无前地向东
流去。旬河水流进旬河湾，让摇曳在水里的树影一搅拌，便成了
一块摊满赤橙黄绿的调色盘。

初冬时节，河湾里的美景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平面，它是经过
精心组合的。细细端详，河湾里的美是一个个层林尽染和一个
个万山红遍的叠加，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一种又一种，一片
又一片，一层又一层的颜色叠加在一起，就染成了这绚丽多姿的
美；河湾里的美是花草从叶芽萌发到残叶凋零，化作春泥更护花
壮美。草木虽只一秋，但逢春生发并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涅槃
和重生。美景虽然短暂，但大红大紫却是一种对生命本色的喷
薄、对生命能量的宣泄和生命意义的诠释；河湾里的美有着红的
炽热、橙的温暖、绿的清凉、青的冷峻。站在河岸边，嗅一嗅风，
就能感到季节变化。

河湾里的美也是有滋有味的，就如一坛坛贮存在石瓮中醇
香的酒。这酒，应该是秦岭山上的仙草、百花、野果、清露、甘泉，
经过拌和、发酵、蒸馏后流淌出来醇香诱人、甘洌无比的琼浆玉
液。这个季节，沿着旬河行走，两岸的农夫都在收获着成片成片
的、储足了糖分的甘蔗。假以时日，这些甘蔗就变成了拌和着大
曲的酒糟，旬河两岸处处都氤氲着开缸的酒雾，四下都弥漫着醇
香的酒气，不用表哥表妹劝饮，人早就醉了。

秦岭深山中那万仞绝壁上的石窟里、数以亿万的野生蜜蜂
忙着采蜜，当悬崖上洞窟里的蜜贮满了，便往出流进旬河里。挂
在山崖上黏稠的蜜汁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奇香无比，引来无
数的鸟雀、虫兽聚集取食。这时，旬河里的水就甜就香，用来酿
酒，酒是甜的；用来泡茶，茶是香的。旬河两岸众多的百岁翁妪，
他们身体硬朗，也是因了常年饮用旬河水。

这个时候，河湾里的美景就像是不同风格的画家在画纸
上涂抹出来的一幅幅精美绝伦的画，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光
影、色彩和构图。早晨的薄雾中，河湾被描绘成一幅淡淡的素
描，灵动的河在若隐若现、似真似幻中舞蹈着婀娜的身姿；中
午的艳阳下，河湾被描成毫发毕现的工笔，有五彩的山峦、清
晰的树影、牵牛的农人、浣衣的村姑；傍晚的晚霞里，河湾又被
涂抹成浓墨重彩的写意，黝黑的深潭、浓密的竹林、缥缈的远
山……那么恬淡、悠然、静好。

暖阳下，躺在河湾那片温暖、柔软、细密的沙滩上，看蓝天上
流云飘逸，听河水在推沙移石，轻嗅果香酒醇，想这条五彩的河
与那个五彩的梦……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和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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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吴履山

戴云山也叫松朵山，商洛电视载波台
就在那山上面。每每雨后初霁的早晨，戴
云山上就会升起层层叠叠雪白云雾，轻柔
的云雾和氤氲的水汽交相缭绕，营造出一
种如梦如幻的仙境。如果时间卡得刚刚
好，还可以看到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穿
透云海，景色十分壮观，那里是摄影爱好者
的乐园，发在各种媒体上的照片、视频令人
看了十分向往。

戴云山不高，一条简易便道七绕八绕，
车子几乎直达山巅。山顶上东、西两座山
头，一座山头稍低，电视载波塔就修在那
边。还有一座院落，估计是载波塔的办公
地点，深门独院，监控护卫，游人是不好近

前的，稍一靠近，电子报告声声告警，令人
望而却步；另一座山头稍高，有庙，戴云山
著名的“云海日出”便藏在那里。

戴云山我去过几次，次次都未登顶，
脑海中的日出云海、怪石乱滩、远湖近树
魂牵梦绕，不肯饶我。索性选了个空闲
得偿所愿，这一次终于登顶临渊，视野所
触，豁然开朗。

极目远眺，仙娥湖全景尽收眼底。站
在高处，好比在眼底架起广角镜头，眼前的
仙娥湖速速浓缩退后，二龙戏珠的山川脉
络纤毫尽显，一湖碧水静如玉，俯仰之间，
山高树低，万物皆浩渺起来，心中也热情澎
湃，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会当凌绝顶，一览

众山小”的快意！
脚下怪石嶙峋，形成万千沟壑，几疑似

人工堆砌，就像是为美景造势，于美处，偏
要历险。非手脚并用，匍匐“膜拜”不可靠
前。女孩子逞强好胜，小心翼翼地绕到那
块突悬在半空中的石峰之上，让男朋友给
拍照，拍完还要验收：角度要选好，远景是
仙娥湖，要取全景。你看你选的啥景？枉
费我这么历险！要有深渊的感觉。哎呀我
两腿发软，瑟瑟发抖，吓人得很。

人心不足，平平常常的美轻易触动不到
内心深处。于平凡中要见奇，于安妥处要涉
险，于欢悦尽头要感到怕。大自然何其坦
荡，何其恩宠，你所要的，都能给予你。

要说绝美，戴云山更有一处好景观，那
便是冬日里的雾凇。戴云山虽不高，却遍
布高大树木，婆娑灌丛，攀缘藤蔓。某个天
时地利的冬季清晨，戴云山从一夜酣眠中
醒来，晴光乍泄，满眼满目白茫茫一片，高
枝挂琼，低枝凝晶，银波闪闪，通体发光。
兽虫在地上郑重地踩下爪痕，像签印留
名。此情此景，足显出人的渺小，有意追寻
者，像乱闯入的不速之客，叽叽喳喳的也显
得肤浅了些。

戴云山距商州城不远，隔着车辆人流，
钢筋水泥，隔着一条马路，每日里与我们遥
遥对视着。我每每推窗瞭望，一抬头，便可
见它，仿佛一探手，就能感受到它的美。

奇 险 戴 云 山
姜军娥

州城的秋在金黄色的银杏林中，在丹江河边那一片波斯菊
花海里，在山峦上如同调色板一样的红黄叶中，在公园里小孩子
的嬉闹声中恬静而温柔地离去。高远的蓝天，上涨的河水，气温
骤降，小城初冬的景色也慢慢地点亮了大家的眼眸。

单是丹江河边上的那片银杏林就足以让人沉醉，顺着丹江
河东西走向慢慢向前延伸，两边是银杏林，中间不大的空地上有
座椅、长廊，草坪铺地，绿草茵茵，树环绕着水，水滋润着树。丹
江绿水、金灿灿的银杏树，缤纷的花海，吸引着州城人的脚步。
金黄的银杏树，昂首挺胸地站在瑟瑟凉风中，直到绿叶变黄，从
秋的调色板中脱颖而出点缀着州城。

走在落满银杏叶的小路上，好似走在了一方拥有神奇
魔力的地毯上，银杏叶包裹着脚踝，抚摸着行人的足印，温
柔从脚底传到心里，是那么舒服，那般妥帖。公园里的鸟雀
在银杏树上欢快地跳跃着，不远处的波斯菊花海却吸引着
更多的游人。

成片成片的波斯菊随风轻摆，像美丽的花蝴蝶翻飞在
草丛间，花瓣温婉可人，散发着淡淡的芳香。如果说银杏树
是沉稳独立的男子，那么波斯菊就是活泼美丽的姑娘。粉
色、淡紫、深红、橘红、白色、浅红，浓淡相间，点亮了岸边的
风景，衬托得绿色的草和金色的树都有了动感，有了美
感。蜜蜂踩着金黄色的花蕊，快乐地飞舞在花朵之间。阳
光下，这群精灵闪着光，晃着脑袋，仰着娇嫩的笑脸，纤细的
腰身在风中站立成独特的风景。旁边的一位穿着粉色衣服
的美女在花丛中拍照，妩媚的笑脸与娇艳的花儿相映成趣，
和谐而又美好。

河边的风景醉人，山上亦是。沿着老312国道往秦岭里走，
山上那红叶、黄叶、绿叶，一层层、一片片……红的温暖，黄的鲜
亮，绿的沉稳。这儿一簇红色，那儿一簇黄色，还有一簇渐变色，
像是调皮的孩子在山上绘就了一幅五颜六色的画，那么妩媚，那
么缤纷，那么妖娆！大自然的馈赠啊，如此丰厚、多彩！秦岭南
麓的小城和小城中的人们，在如此美妙的州城美景中徜徉，在一
隅宁静中平安详和地生活着。

州 城 美 景
杨丽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