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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林巧稚
□杨新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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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东旭

栀子花

世界很大，总会有那么多的不期而
遇；人生很美，总会有清风拨动弦音。与
有“万婴之母”称誉的林巧稚邂逅，就是
我人生中的不期之喜。

去年金秋十月，我到厦门旅行。清
晨，我在闻名中外的鼓浪屿游览时，意外
发现在一条僻静的小路旁，竟然建有纪
念林巧稚的毓园。

我虽然与林巧稚从未谋面，但对这
个一生未婚的妇产科大夫一直怀有深深
的敬意。她一生中接生了 5 万多名婴
儿，因此，林巧稚被人们称为“万婴之
母”，虽然她自己没有儿女。

林巧稚 1901 年 12 月出生于福建厦
门鼓浪屿。她生前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
科主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兼
任中华医学会副会长。她是中国现代妇
产科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上世纪 30
年代，她潜心研究胎儿宫内呼吸窘迫、女
性生殖道结核；40年代，她刻苦研究滋养
细胞肿瘤和其他妇科肿瘤；50年代，她又
提出和组织北京地区大规模的子宫颈癌
普查普治，成功诊治新生儿溶血症；80年
代，她已进入耄耋之年，还主持编纂了
《妇科肿瘤》。她筹建了北京妇产医院，
为我国妇产科学界培养一代又一代优秀
接班人。2009年，她被评为“100位新中
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毓园位于鼓浪屿东南部的复兴路，
占地 5700平方米。毓园之“毓”，就是培
育养育之意。

我们沿着园中石路缓缓前行。只见
园内花木葱茏，十分幽静。一本翻开的
石书上，镌刻着林巧稚的遗言：“平生积
蓄的三万元捐献给首都医院幼儿园、托
儿所；遗体献给医院作医学研究用；骨灰
撒在故乡——鼓浪屿周围的海面上。”
1983年 4月 22日，林巧稚去世。弥留之
际，她仿佛又回到了紧张的手术台前，喊
道：“快拿来！产钳，产钳……”护士拿来
一个东西塞在她手里，几分钟后，她的脸
上露出了平静安详的微笑，“又是一个胖
娃娃，一晚上接生了 3个，真好！”这便是

她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
林巧稚汉白玉雕像矗立在园中。在

鲜花丛中，林巧稚身穿白大褂，笑容可掬
地站立在那里。她的身后，当年由邓颖
超同志亲手栽种的两株南洋杉，已长成
参天大树，象征着林大夫秀逸高洁的品
格。1988年，林巧稚的骨灰从北京运回
鼓浪屿，除了一部分按照她的遗愿撒在
鼓浪屿海域外，其余的就葬在这里。

毓园中的林巧稚纪念馆是一幢红色
的建筑。馆内展出其生前用过的部分实
物，著作，社会活动和工作、生活照片，外
国友人赠送的纪念品，各种证书和其他
珍贵资料。纪念馆内很安静，人们都怀
着深深的敬意，观看着林巧稚留给我们
的一笔笔精神财富。

在纪念馆内，我发现了两件有意思
的事情。

一件是当今的名医钟南山，竟然要
尊称林巧稚“姑婆”。原来，钟南山的老
家也是厦门鼓浪屿。当年，钟南山的舅
舅廖永廉结婚时，担任女傧相的是廖永
廉的堂妹廖雪琴。这位雪琴姑娘后来就
嫁给了林巧稚的侄儿林嘉泽。因此，钟
南山与林巧稚就有了这一层亲戚关系。
小小的鼓浪屿，一前一后出了两位闻名
世界的良医，而且还是亲戚，这不能不说
是一个奇迹。

第二件事情也很有趣。袁隆平为中
国的粮食生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照
片看起来像一个农民，一般人也认为他
应该是农民出身。实际上，他于 1930年
9月 7日出生于北京协和医学院，接生的
医生是林巧稚。当时，林巧稚刚刚大学
毕业，29岁 ，是一个年轻的医生。

林巧稚能从鼓浪屿走进北京协和医
院，完全是一种机缘巧合。1921年 7月
下旬，林巧稚和女伴余琼英到上海参加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考试。在考英语时，
由于天气酷热难耐，余琼英中暑晕倒在
考场，林巧稚立即中断考试，与另一女生
一起，将余琼英迅速抬到阴凉处，仅用十
来分钟，便迅速敏捷地处理完了这起突

发事件。然而，当她回到考场时，考试时
间已过了。

所幸，在考场之外，她被考官发现了
其难得的素质：第一，会一口流利的英
语，这对在协和学习至关重要；第二，处
理突发事件时沉着果断有序，这是当医
生不可缺少的；第三，她的各科总成绩并
不低。主考官被她舍己为人的精神以及
卷面的才华所感动，破格录取她入学。
林巧稚有一个理想，那就是：“怀着平凡
的爱做平凡的事。”1929年，经过 8年的
刻苦学习，林巧稚成为北京协和医院第
一位毕业留院的中国女医生，开始了她
54年的从医生涯。

冰心老人在《悼念林巧稚大夫》一文
中写道 ：“她是一团火焰，一块磁石。她
的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极其丰满充实
地度过的。”为了挑战女性不能拿手术刀
的偏见，为了那些对妇产科疾病一无所
知的中国妇女，她毅然选择了那时被许
多人看不起的妇产科。在孕妇临产的时
候，林巧稚总是握着她们的手，帮她们擦
去脸上的汗。当时，协和妇产科主任、美
国人惠特克不屑地说：“林大夫，你以为
拉拉产妇的手，给产妇擦擦汗就能成为
教授吗？”而就是这一握手、一擦汗，让病
人无条件地信任、信赖她。数十年后，她
成为了妇产科首屈一指的专家，但她仍
会握着产妇的手，给她们擦擦汗。

林巧稚曾经连续工作七天七夜，就
是为了抢救一名“新生儿溶血症”患儿。
那是在 1962年，林巧稚收到了一位孕妇
的求助信：“我是怀了第五胎的人了，前
四胎都没活成，其中的后三胎，都是出生
后发黄夭折的。求你伸出热情的手，千
方百计地救救我这腹中的婴儿……”林
巧稚明白，新生儿溶血症作出诊断并不
难，但这种病当时全国没有治愈的先
例。林巧稚本可以拒绝，但她遍查资料，
彻夜难眠，最后决定试一试。孩子出生
很顺利，可是不到三个小时，就出现了全
身黄疸，生理指标越来越糟。林巧稚冒
着风险决定，给新生儿全身换血。换血

开始，林巧稚先把听诊器在自己手心里
焐热，再轻轻贴到婴儿胸前，同时用手示
意，控制抽血、输血速度。终于，婴儿的
肤色由黄转红。接着她决定做第二次换
血。三天后，第三次换血。孩子全身黄
疸明显消退——成功啦！整整七天，林
巧稚没有离开孩子身旁。大胆的判断和
精良的医术，让这个婴儿成为有记录以
来中国首例手术成功的新生儿溶血症患
者。

我看到，在林巧稚用过的实物中，有
一部老式的电话机。这部电话机，曾陪
伴林巧稚度过无数的不眠之夜。林巧稚
说：“我唯一的伴侣就是床头那部电话
机。我随时随地都是值班医生。”在几十
年的从医生涯中，只要医院里有危重病
人，她就整夜守着电话等消息。一有情
况就立即出发到医院救治。当年逾古稀
时，林巧稚也开始忘事，她经常忘记自己
说过的话，安排过的事，但是，只要涉及
到病人，她又记得比谁都清楚。有一次，
一位病人家属推开妇产科办公室的大
门，问道 ：“我想找个人，前天住进来的，
不知在哪个病房。”有人回答：“这里不是
病房，你去护士站打听。”那人刚要离开，
林巧稚叫住他：“请你等一等。”她打听了
一下病人的年龄和病症，立刻告诉他要
找的病人在几病房几床，一点都不含糊。

林巧稚一生爱孩子、爱鲜花。我的
朋友韩小蕙在《三位大医女神》中是这样
描写林巧稚的：“林奶奶一生爱花，她居
住的 28号楼在大院门口东侧。从细碎
灰白点的花岗石台阶下面，到小楼南、
北、西三面周边，从春到秋，三时鲜花不
断，都是她率领家人亲手栽种的，有海
棠、月季、蔷薇、美人蕉、太阳花、老头花
和一串红。最美丽的，还属伸出一尺多
长白色大花颈的玉簪花，那白瓷似的大
花纤尘不染，似乎就是为了衬托她的冰
清玉洁而绽放的。”

她终身未婚，却拥有最丰盛的爱；她
没有子女，却是最富有的母亲。她是母
亲和婴儿的守护神。

夏天不由分说地无限逼近，开空调
还是不开空调，依然是个相当纠结的问
题。

如果有人告诉你，有一处绿水青山，
冬暖夏凉，年均温度 15.4℃，重点是 7月
份的均温为25.8℃，只有温暖没有热。你
是不是会有一点点动心？

江西省上饶市广丰区境内的铜钹山
国家森林公园，就是这样的一方水土。
那里一片片山峰，层峦叠嶂，连绵起伏。
莽莽林海，草木繁茂，苍翠欲滴。一泓泓
湖水，碧玉般镶嵌在山谷间，美丽而神
秘，给大山增添了无限的柔情。

树木，注定是森林公园的主体。而
在夏季，绿，注定是森林公园的主色调。
抬头低头，远远近近全都是看不够、看不
完、看不透的各种绿：葱绿、柳绿、豆绿、
湖绿、水绿、油绿、果绿、草绿、碧绿。深
深浅浅的绿，浓浓淡淡的绿，层层叠叠的
新绿、嫩绿和墨绿。

这些绿，渗透于险峻兀傲的九仙山、
白花岩、龟寿峰、军潭山等山峰间；这些
绿也糅合于七星、军潭、铜钹等高峡湖
中。森林让山更青、水更碧、天更蓝、土
更净，让风景更秀美。

在草木葱茏、绿意盎然中游山玩水，
远眺怪石林立、奇峰突兀、形状迥异、栩
栩如生的山峦；亲近婀娜多姿、曲折蜿
蜓、碧波荡漾、涟漪阵阵的湖水。你可以

忘记它们的名字，只管尽情地展开自己
想象的翅膀，飞过山、飞过水。你会看见
卿卿我我的情侣、纤细窈窕的少女、伟岸
雄壮的英雄、相对而谈的老者，神话传说
中的神兽，定海神针、擎天柱、花草鸟兽
鱼虫，还有更多，只要你能想得出来人和
物。

有一群罕见的特大野生红豆杉，是
一定不能错过的。8万多株，最大树王围
径达 5.6米。周边还有多处野生红枫、银
杏等珍贵树种群落。红豆杉由于生长迟
缓，且再生能力差，野生红豆杉在全球分
布极少，是我国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
属于世界珍稀树种。红豆杉具有很高的
开发利用价值，从其树皮和枝叶中提取
的紫杉醇为目前国际上公认的防癌抗癌
药物，枝叶和种子还可用于治疗白血病、
肾病和糖尿病等，其板材是珍贵的家具
用材。就算没有这些神奇的功效，光是
看看这一大群红豆杉，已经是很治愈了。

铜钹山这个地方，远离城市的喧
嚣，唯有炊烟袅袅，白云飘飘，岚雾缭
绕。有赏不完的湖光山色，抒不尽的风
光情怀。虽然那里曾有徐霞客走过的足
迹，也留下了他写过的游记，但你完全不
必拘泥于此，你可以另辟蹊径，用你自己
的眼睛和心灵去读山、读水。也许，你会
感觉到，在小雨时不时的撩拨下，森林频
繁地以云海回应，那就是青山的心花在

怒放！
夏天的铜钹山，真是个避暑的绿

洲。茂盛的森林是细密的过滤网，滤去
了山水尘世中所有的杂质，使空气格外
纯净，风特别清新，雨非常洁净，湖分外
澄澈，让一切都纯粹无尘。黛山如洗，碧
空如洗，大地如洗。在那个地方呼吸久
了，你的肺也终将被洗。这是不是你最
想要有的效果？

铜钹山，山明水秀，无不浸润着树的
颜色。山是绿的，水是绿的，风和空气都
是绿的，吃的喝的也全是绿色的。在那
里，房子、道路、人、车，一切全都淹没在
绿海中。置身其中，于不知不觉间，满
眼、满心、满脑子的绿如茵，绿如蓝，绿如
黛，绿如翡翠。

如果，朱自清的散文《绿》中所写的
梅雨潭潭水的绿，是“女儿绿”，那么，铜
钹山国家森林公园的绿，应该是“祖母
绿”吧？因为她绿得资深，绿得丰厚，绿
得深远而悠长，绿得绵延不绝，绿得生生
不息，绿得欣欣向荣。

我已经把我能想出来的所有关于绿
的词和句子，全部挖出来用上了，却依然
远没有表达出铜钹山各种丰富的绿。只
有劳烦你自己去看一看，或者，等你去过
之后，我们再一起来探讨，看看还能怎么
绿？

乡村里，很少有人刻意去种花，
多半是无心插柳。去买花种是极少
的，不过见着邻家的花好看，偶尔移
植一些，大都不是啥名贵品种，一些
可能是做药用的。

栀子花，我们乡间俗称作玉荷
花。洁白如玉，又有淡淡的清香。栀
子花五月开，端午节的时候，女人们
多会摘一朵戴头发上，或挂在衣服
上，或是养在瓶里、杯子里，一屋子的
香。我有一次去天台，天台人用干栀
子花炒菜，有些苦味，只是没吃过，尝
了一下，并不是十分好吃，但有点野
趣罢了。我们老家的人则用栀子花
干来做药，端午节采摘了的艾叶及梗
子，加上栀子花干，煎了喝，是极苦
的，伤风感冒，喝了发个汗即好。我
小时候，我们家几户熟悉的邻居都没
有种栀子花的，而端午节都要用栀子
花，于是向一户我不熟悉的人家去
讨。

他们家的房子是一个三合院的
后进，朝南，在东边开了一个门，这样
一来似乎可以成为一个独立院落，而
东侧门外的地势则比门还高，出去有

一个台阶，台阶下，沿着墙是一条排
水沟，平时是干的，逢上阴雨天，就会
有水。而栀子树就种在了门外，一边
靠着石头垒起来的墙。有时候，主人
会挖一些水沟里的淤泥培在树下，这
样一来，大概花会长得更茂盛些。或
许这株花也是前人所植吧，枝干已经
很粗壮了，三五年是绝对不可能长成
这么大的。而每到端午节近，邻人多
会向主人来讨栀子花，虽然是不值钱
的，但讨的人多了，自然是奇货可居，
而主人益发觉得体面起来。小孩子
自然是不能去乱摘的，不然要向大人
去告状，这样一来又不免吃教训。再
者花又不是什么桃子李子，可以直接
拿来吃，没必要冒了风险去摘的。于
是我去讨的时候，总会说：“阿姆，是
我妈叫我来的。”她便会说：“你原来
是某某叔的儿子哦。”在乡里女人的
称呼，大都照着孩子来，这样大概会
低了一辈。她于是会去拿剪刀，剪几
朵已经半开的栀子花给我。

栀子花也是一种佛教上供花，她
还有一个薝葡的名字。梅兰芳先生
的《天女散花》是这样唱的：“观世音

满月面珠开妙相，有善才和龙女站立
两厢；菩提树薝葡花千枝掩映，白鹦
鹉与仙鸟在灵岩神岘上下飞翔。”《长
物志》里说：“古称禅友。出自西域，
宜种佛室中。”

李笠翁则说栀子花没啥奇特，但
他喜欢拿栀子比玉兰。玉兰忌雨，栀
子花不怕下雨，玉兰花一起开，一起
凋，而栀子花则是按次序来开，花期
略长，只是树比玉兰树小。否则可以
补“三春恨事”。高濂在《遵生八笺》
里则更关注枙子的品种与栽培：“（栀
子花）有三种：有大花者，结山栀，甚
贱。有千叶者，有福建矮树栀子，可
爱，高不盈尺。梅雨时，随时剪扦肥
土，俱活。”今年回象山老家过端午的
时候，栀子花并不曾开，因为今年的
天气比去年热得迟，还有一个闰月，
古代说的花信、潮信，自然界的万物
对气候都是很敏感的，也是很守信用
的。而我返回宁波的时候，小区里便
弥漫了栀子的香味，这种栀子大概是
高濂所说的矮树栀子，随插随活的
吧！

苦肉计乃三十六计中的一计，属
败战计，是一个故意伤害自己的肉体
以骗取敌方信任的计策。这是一个
非常残忍的计谋。

大家最熟知的苦肉计当属《三国
演义》里的“周瑜打黄盖”。演义第 46
回说，孙刘联军与曹军在赤壁对峙，
曹操势大，周瑜、黄盖谋划由黄盖诈
降，然后以火攻消灭曹军。黄盖故意
在军事会议上鼓吹投降，周瑜佯怒，
要杀黄盖，众将求情，周瑜这才命人
打了黄盖50脊杖，把黄盖打得皮开肉
绽，鲜血迸流，一连昏死过几次。阚
泽看出蹊跷，探望黄盖，黄盖道出实
情，由阚泽到曹营下诈降书。曹操果
然中计，这才被火烧赤壁，大败而回
北方。

《说岳全传》里也有一出苦肉
计。小说第 55回，宋金交战，金将陆
文龙十分骁勇，岳飞一筹莫展。宋将
王佐自断右臂，去金营诈降，金兀术
看他可怜，便收留了他。王佐明察暗
访，说服了陆文龙弃暗投明，扶保宋

朝。
元杂剧《赵氏孤儿》近年因同题

材影视剧的热映，其故事让许多中国
人耳熟能详。《赵氏孤儿》里其实也有
苦肉计。赵家遭遇灭门之祸，程婴、
公孙杵臼营救出赵氏孤儿赵武。赵
家的仇家屠岸贾得知孤儿逃离，竟下
令要杀死晋国所有一月以上、半岁以
下的婴儿。为救孤儿和全国的婴儿，
两人只能祭出苦肉计，程婴故意举报
公孙杵臼，并指自己儿子为孤儿。程
婴眼见好友和儿子遇难，心如刀绞，
却又不得不忍辱负重。20年后，孤儿
长大成人，为赵家报仇雪恨。

也许有人说这些都是小说家言，
不足为信。那就让我们看看历史上
真实的苦肉计吧。

春秋时，郑武公想灭胡国，他先
把女儿许配给胡国国君，接着杀了主
张伐胡的大臣关其思。胡国放下心
来，不再防备郑国。郑国出兵，很快
就灭了胡国。

唐高宗时，武则天为一举铲除王

皇后，不惜扼死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女
儿以嫁祸。这条苦肉计果然奏效，唐
高宗十分震怒，不久废黜王皇后，立
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能长期执掌
权柄，女儿的鲜血无疑起了催化剂的
作用。不知一代女皇夜深人静时，是
否还会想起可怜的女儿？

史上最残忍的苦肉计当归春秋
末年吴国刺客要离。吴王阖闾即位
后，顾忌前吴王僚之子庆忌，伍子胥
举荐要离去刺杀庆忌。为取得庆忌
的信任，他们布了个局，要离散布谣
言，阖闾将他和妻儿逮捕，要离右臂
被斩断，他逃狱后，阖闾又杀了他的
妻儿。要离投奔庆忌，成为庆忌的亲
随，乘机从背后刺杀了庆忌。庆忌临
死前说：“敢杀我的也是个勇士，放他
走吧！”付出这么恐怖的代价后，要离
也自刎身亡。

苦肉计很残忍，更残忍的是它漠
视人类的一般准则，这一点对我们现
代人而言，尤不可取。

在山水画中，以颜色来区分有
“青绿山水”和“浅绛山水”两种。青
绿山水就是以石青、石绿为主色，对
画进行点染，画中所用的石青，取自
蓝铜矿，是颜色厚重且不失明亮的
蓝色。

荀子的《劝学》里说：“青，取之
于蓝，而青于蓝。”这里的蓝指的是
蓼蓝。蓼蓝是一年生的草本植物，
它的叶子经加工后可以做染料，成
语“青出于蓝”的典故就由此而出，
青在这里就是蓝色的意思。

天青色只听名字就能听出无限
的美感，方文山在歌词里写过“天青
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更是将天
青色的美提升到了可遇而不可求的
境界。

传说宋徽宗曾在梦中看到大雨
过后天空出现美丽的天青色，于是
写下一句：“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
颜色做将来。”命令天下瓷工烧制天
青色的瓷器，最终汝瓷烧出了这种
颜色。而据《五杂俎》所记，这句话
出处来自五代的柴世宗，青色也是
历朝历代所追求的颜色，可以说自
古制瓷都以青色为贵。

青为何色？青，是远山的蓝；
青，是染衣的蓝；青，是天空的蓝；
青，是瓷的蓝。

小时候背古诗，记得最深刻的
是“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少
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诗意清浅
直白，却又满满的画面感。园中青
青的葵菜上，有露珠在破晓的阳光
下闪着晶莹的光泽……生命美好，
万物生辉，时间不能回头，如百川东
流到海，人也不能再少年，不及时努
力，等老年时只能徒留伤悲。青青，
在诗里是郁郁葱葱的绿色，也是青
春年少的亮色。

等到年龄渐长之后，又读了“青
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诗里的女

子以青草起兴，抒发对远行在外的
丈夫的思念之情。河边青青的绿
草，绵延无尽，就如她对远方亲人的
思念一般无止无休。青青是草的绿
色，也是相思的底色。

青为何色？青，是草的绿；青，
是春的绿；青，是缱绻思念的绿。

《晋书·阮籍传》中有一则典故，
书中写阮籍常对人做青白眼，看到
遵循礼俗的俗人就以白眼看之。他
的母亲去世时，亲朋前来吊唁，他也
是如此，嵇喜吊唁时他就白眼相对，
等到嵇康听到消息后，抱着酒、挟着
琴前来，阮籍就以青眼待之。成语

“青眼有加”和“白眼相向”就由此而
来。

“青眼有加”这个成语还演化出
“垂青”“青睐”等一系列和青有关的
词语。青眼其实就是黑眼的意思，
当两眼正视时，黑色的眼球直视对
方，表达对人的赏识和重视，青在这
里无疑就是黑色。

在许多的诗词里青也指的是黑
色。李白的《将进酒》里就有：“君不
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
雪”的句子，青丝是柔顺乌发的别
称。

青衫是古诗词中经常出现的一
个词，常常作为学子，或是低阶官员
的代称，白居易的《琵琶行》中就有

“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
湿”的句子，青衫在这里是黑色的官
服。

青，是一种很特殊的颜色，按照
光谱赤橙黄绿青蓝紫的顺序，它介
于蓝绿之间，是绿色的清新自然，也
是蓝色的冷静安宁，但却不仅限于
蓝绿，有时它也是眉色的黛、发色的
乌、眸色的漆、服色的玄、墨色的黑。

青为何色？青，是染了山色的
蓝；青，是洇了春水的绿；青，是映了
烟霞的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