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我去看了《羞羞的铁
拳》这部经典国产搞笑剧。这部
电影的整体风格很接地气，就像

一个很地道的厨子，不用太多花
哨的食材，一样可以给你做出美
味的菜肴。这部影片几乎每隔5

分钟就有一个爆点，既博人眼球
又不低俗，甚至有些爆点还反讽
了一些社会现象，比如高速路上
发楼盘广告、练武功（讽刺房地产
销售），还有拉着小贩车跑路更快
（讽刺城管追小贩），都算是比较
新奇的，让人回头一想觉得更加
欢乐。

在这部影片中，演员的演技
是电影的加分项目。身体互换这
个创意在电影史上也许并不新
鲜，但是开心麻花团队就是能用
精湛的演技，巧妙的创意，让这种
并不新鲜的创意变得更有喜剧
性。影片里身体互换的创意之所
以能让观众入戏，是因为演员的
表演带来了一种真实感。夸张的
情节想要表现得不突兀，就必须
要靠演技来填充。比如电影中让
人觉得惊艳的艾迪生（艾伦饰），
从他演绎的表情、眼神、小动作，
甚至是挨打后摆手的细节中，都
会让人觉得，这身体里确实住的

是个女人。
影片中除了艾迪生、马小

（马丽饰）、张茱萸（沈腾饰）这三
大主演外，配角的表现也同样出
色。反派吴良（薛皓文饰）每次
被喊“小毛蛋”的炸毛感，马东
（田雨饰）每次没皮没脸的样子
等情节都为这部影片贡献了大
量的笑点。总的来说，影片中没
有一个演员是脱戏的，也正是因
为如此，观众才能被它的剧情深
深吸引。

当然，对于一部好的影片来
说，一味地搞笑是不够的，好的故
事一定要有个深度内核。

即便是在电影院全场毫无间
隙的爆笑中，观众依然能找到电
影的内核所在：身份变了，看待世
界的角度就会不同。从某种程度
上来说，人的身份、地位与他们的
所需、所得息息相关，当地位突然
发生变化，当他们顶着另一个人
的身份，知道了很多原本不可能

为从前的自己所知道的事情时，
所有的一切也会随之改变。影片
中，女记者马小当年的那句“我从
不出错”，最终也只不过被证明是
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笑话。

电影里最让我受触动的是那
一句台词：“不管他用了多少力
气，他再次站起来了”。我相信每
个人的人生路上难免都会遇到过
这样的遭遇：感情不顺，谈个恋爱
被甩，工作不顺，被老板辞退……

生活的挫折就像一记重拳砸
在脸上，如果不想被打倒，就只能
鼓足勇气一次次地爬起来。所
以，当影片中艾迪生拍着自己的
断臂向对手勾手指吼出那句：“你
过来啊！”时，你还是会一边觉得
好笑另一边又为他鼓掌，因为你
从电影里看到了那个摸爬滚打还
不愿对生活妥协的自己。

我想这就是喜剧的意义吧，
在笑过之后，你还能得到些东西，
面对生活时又能多了一些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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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宏伟 通讯
员王琳琦）近日，驻马店市 2017
年临床输血安全暨预防艾滋病经
血传播培训班在天龙酒店如期举
行。培训班邀请了河南省肿瘤医
院血液科符粤文教授和河南省红
十字血液中心李建斌教授到班授
课，来自驻马店市直医院、市中心
血站、各县（区）医疗机构的 150
多人参加。驻马店市卫生计生委
副主任段民夫参加开班仪式并做

了重要讲话。
符粤文教授是研究血液病和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专家，几十年
致力于血液恶性疾病的研究和治
疗，她为大家带来了《辐照血及其
临床应用》的专题讲座。符教授
从辐照血的原理、制备和临床应
用等方面详细讲解了辐照血对预
防移植物抗宿主病的预防是非常
有意义和有效的。

临床造血干细胞移植物抗宿

主病，特别是强烈化疗及放疗患
者发病率可达 15%~20%，死亡率
达90%以上，是输血最严重的并
发症之一。虽然移植物抗宿主
病的预后是非常不乐观的，但
却是可以预防，预防发病的最
有 效 的 方 法 就 是 输 注 辐 照 血
液。

目前，辐照血液制品在临床
上应用非常广泛。因此，有效地
保护易感人群，积极防治移植物

抗宿主病，对推进输血医学健康
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李建斌教授为大家带来了血
液在临床上应用等前沿科学研究
成果，分享了省血液中心和各医
院联合进行的血液学科的研究，
解释了血液成分在临床应用上的
一些误区，引导大家正确应用血
液成分，规范血液应用，严格掌握
血液适应证，预防经血传播艾滋
病。

在专家授课过程中，紧跟教
授讲座思路，学员们在课堂互动
环节中积极发言，提出各自在临
床工作中对血液应用的困惑和难
点。针对学员们担心的问题，专
家们一一做出了有理论根据的回
答。大家受益匪浅，意犹未尽，表
达着要向专家多学习和渴望新知
识的愿望。

段民夫在会议讲话中要求，
要通过培训了解临床输血热点和

焦点问题、输血不良反应问题，
从而提高医疗机构规范、合理用
血水平；充分认识血液资源的宝
贵性，做好无偿献血工作，保障
临床用血安全和血液供应；树立
输血的风险意识，严格掌握输血
适应证，杜绝不必要的“人情血、
安慰血、营养血”，严格按《医疗
机构临床用血管理办法》和《临
床输血技术规范》合理、科学用
血，不浪费、不滥用。同时，他还

强调临床输血是医疗救治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是卫生工作发展
和医疗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杜
绝输血感染艾滋病也事关社会
稳定。

通过此次培训，与会学员进
一步了解了临床输血安全、合理
用血的相关知识，增强了安全合
理用血意识。这对促进驻马店市
输血安全工作、保障人民生命健
康起到了推动作用。

那 是 1970 年
冬季，那年我7岁，
生活在重庆市江津
区（当时为四川省
江津县）一所部队
家属院里。一天，
我正和小伙伴们在
院子里玩耍，忽然
感觉下巴附近酸痛
不已，用手一摸还
有 肿 胀 的 感 觉 。
我 把 这 件 事 儿 告
诉了小伙伴儿们，
其 中 一 个 小 伙 伴
儿看见我正在“吸
溜吸溜”地吃水果
糖，就说：“你可能
糖吃多了吧。”我
不 假 思 索 地 把 糖
吐出来，但又舍不
得扔掉，就把它递
给了我妹妹。我妹
妹“吸溜”了几口，
又递给了几个小伙
伴儿。

妈妈带我去医
院做了检查，我被
医生诊断为“大耳
巴”（重庆人俗称），
医学名称“流行性
腮腺炎”。结果可

想而知，凡是吃过那颗水果糖的
小伙伴儿们纷纷“躺枪”，我的妹
妹发热了两天就好了，其他小伙
伴儿们有住院的、也有打针的。

后来，我妈带着我在街头一
个摆地摊的老先生那儿花了一角
钱，买了一把草药，回来捣碎后敷
在我的病变部位，我的“大耳巴”
竟然好了。于是，我妈逢人就说：

“一角钱治好了我儿子的‘大耳
巴’。”

但我的妈妈并不幸运，在护
理我和妹妹的过程中，她也感染
了“大耳巴”，在医院住了大约一
个星期。1980年，我进入卫生系
统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进修学
习，这才真正认识了“大耳巴”。
但是，一角钱治好了我的“大耳
巴”这件事却让我没齿难忘。我
更忘不了那位干巴精瘦、留着一
把花白的山羊胡须、戴着一只眼
镜的摆地摊儿老人……

（作者供职于淅川县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

“儿子啊，娘一旦走了，得想
办法让你别想我啊。”在我步入
中年岁尾、母亲步入暮年的一
天，她盯着我若有所思地说。当
时，我笑着说：“都说‘娘儿近，娘
儿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您有什
么魔力让儿子不想您呢？”

90岁的母亲是在那年冬天
卧床不起的，也是从那时起开始
神志不清的。那时，她对我不管
不顾、爱答不理，像不疼爱我这
个儿子似的，终日折腾我。母亲
经常三更半夜兴奋得不睡觉，大
呼小叫，弄得我也睡不好；在我
午睡时，捶打我的床铺、撕扯我

的被子，闹得我头痛欲裂；她还
总在午夜我刚要入睡时，赤身摸
索下床，或趔趄晃游，或席地卧
坐，慌得我后半夜要多次抱她上
床，哄她入睡。唉！让你受尽折
磨的那个人，恰恰是你宿命里最
爱的人。

母亲自从卧床后，竟然不认
识我这个与她同居一室，一日三
餐喂她吃喝，天天给她擦屎端尿
的儿子了。我曾无数次问她：

“妈，我是谁？”她总是茫然无措
地瞥我一眼，说：“不知道。”我气
馁、懊恼，眼前昔日爱我、疼我、
与我无话不谈、亲密无间的慈

母，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细思
量，也难怪，人老多忘，90年的岁
月已把母亲的记忆神经磨断。

在母亲临终前几天，伺候她
吃过午饭后，我肚子拧劲儿地痛
了起来。“妈，我肚子痛，想躺会
儿。”虽然知道母亲已经多日不
会说话了，但我仍像唱独角戏一
样和她对话。到了晚上，我喂她
吃饭，她不张口，但两眼却直直
盯着我审视。过了许久，她艰难
地吐出了 5 个字：“肚子还痛
吗？”天呐！这5个字似惊雷、似
闪电，炸得我目瞪口呆！莫非折
磨我9个月的母亲，是把她疼儿

之深情深藏、变着法儿使我怨
她、恼她、烦她，让我以后一点儿
一点儿忘记她吗？再问母亲，她
还是缄口不语。

没过几天，母亲就真的走
了。她走得平静安详，毫无痛
苦，我却是悲痛欲绝、恋恋不
舍。

有一种痛，永远无法弥补；
有一种伤，永远无法愈合……6
年来，我仍不时地承受着锥心之
痛：“傻儿子哟，都60岁了，为什
么还未能揣摩透母亲的心呢？”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温县人
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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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天下士 读古今书 长葛市书法家协会 公国立/作
从前有一个人，自学3年并

读了好多中医药书，便认为天下
无不可治之病，于是就挂牌行
医，自称广治各科疾病。

某日，一名病人慕名前来求
治，照方服药3剂。由于此人没
有辨证论治，审因用药，病人服

完药后不但没有效果，病情反而
加重。病人十分懊恼，来复诊时
对此人说：“医生，恐怕上次您用
的药不对我的症，这次请您仔细
点。”这个人却笑着对病人说：

“非也非也，乃是你的病症不对
我的药也。” （可可因）

一名精神病患者总认为自
己是老鼠。他在医生的帮助下
终于康复了。出院那天，这名患
者刚刚走到门口，突然有一只猫
出现在他面前，令他目瞪口呆。

医生：“你现在已经好了，为
什么还觉得自己是老鼠？”

患者：“我知道我已经不是
老鼠了，但猫知道吗？”

（可可因）

症不对药

一枚熟透的红枣，被鸟雀叼啄，以坠落泥土的
方式，预告了羊奶枣成熟季节的来临。

《本草纲目》言：枣味甘、性温，能补中益气、养
血生津，用于治疗脾虚弱、食少便溏、气血亏虚等疾
病。每年8月份，是羊奶枣成熟的季节，也是我食
补的最佳时期，生吃或去核加入粳米，煮熟，喝粳米
大枣粥，是难得的佳肴，绝妙的补益。每每此时，我
便馋虫滋生，嗜好这口。

三姑家的表弟，知道我是个“吃货”，酷爱他家
甘甜如饴的羊奶枣，就打电话给我的妻子，邀请妻
子到她家摘枣品尝。禁不住甜枣的诱惑和诚挚的
相邀，妻子带上丝兜或提篮，欣然前往，去时带一些
礼品，回来时定是收获满满。

三姑家的枣，是品种枣，如羊奶头，颗颗水灵饱
满，殷红脆甜，是本地枣中的极品。三姑家的枣树
树龄已近10年，正是盛产期。红玛瑙似的羊奶枣，
沐浴着阳光雨露，渐渐由绿变红，在微风吹拂的一
片绿海中，摇曳着一盏盏或绿或红的“灯笼”，此起
彼伏。

摘枣是一件惬意的趣事，妻子乐此不疲。表弟
家的枣树紧邻他家的平房，登梯而上，站在他家平
房上，红透的羊奶枣一览无余。面对丰硕殷红的羊
奶枣儿，妻子如探囊取物，唾手而得，先吃足吃够，
填饱肚皮，再精心采摘那些成熟的、硕大丰腴的枣
儿，至篮子盛满，心满意足，满载而归。枣儿成熟的
时间不同，妻子常被两次应邀采摘。

3年前，表弟涉足建筑行业，靠他的勤劳、义气和
真诚，过上了富裕的日子，成为事业有成的包工头。
随着家境的殷实，家中的旧房翻新成楼房，因枣树碍
事，便将其从根砍伐。闲聊中，我流露出了对枣树的
惋惜及今后与羊奶枣无缘的遗憾。表弟知道我嘴
馋，对羊奶枣有一种留恋不舍的情怀。植树节时，表
弟打电话通知我去他家移树，我的心突然变得温暖，
有一种感激之情在轻轻涌动。妻子从表弟和他邻居家分别移植了
两棵羊奶枣树幼苗。在挖掉这两颗树苗时，表弟邻居家一个八九岁
大小的男孩，在妻子身后紧跟不舍，并喃喃自语道：“咋把俺家的枣
树挖走了？”男孩吝啬而天真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如同挖走了他
家的珍宝。行驶很远，妻子回头看，他还在公路旁痴痴地眺望……

挖坑、栽种，培土、施家肥、浇水，昔日弱不禁风的枣树苗渐渐
长大……

阳春三月，蓄积了整整一冬心神和气力的枣树吐芽舒叶，叶
柄附近含苞的枣花如金色的小米粒，次第绽放，吐露花蕊，6个花
瓣像6只小手，捧着6根金针似的花蕊，远看如点缀于枣树叶丛中
的颗颗六角金星。枣花淡淡的清香，在四周飘动弥漫，满树的烂
漫，引来蜜蜂嘤嘤嗡嗡，采花传粉，一片繁忙。花粉的微甜在蜜蜂
嘴中流淌，那是它们甜蜜的事业，是它们的世界和乐园。

岁月浅淡，时光匆匆。从三姑家移植的两棵枣树，如今都已
虬枝峥嵘，郁郁葱葱，树荫蔽日。枣树生命力旺盛，耐旱、耐寒、耐
碱、耐虫害。才有3年树龄的枣树，势与两米开外20余年树龄的
石榴树争高低。枣树，枝丫旁逸，覆盖了部分石榴树枝杈，侵占了
石榴树生长的空间和领地，致使临近的两棵石榴树今年结果寥
寥。枣树枝条旁生或一直向上，倔强地寻找向阳的空间、生存的
缝隙。玛瑙似的羊奶枣硕果累累，压弯了枝条，只得用木棍顶起，
否则树枝有被压折之虞，好一派丰收景象。俗话说：“桃三杏四梨
五年，枣树当年就还钱。”此言甚是。其实，移栽当年，那棵一人高
的枣树就挂了几十颗脆甜可口的羊奶枣，煞是喜人。

秋天是难忘的日子，也是收获的季节。今年，风调雨顺，羊奶
枣也收获多多。殷红的羊奶枣缀满枝头，像成熟而羞红了脸的待
嫁新娘，在微风中摇曳。

晨光熹微，黄鹂、乌鸦、灰喜鹊、麻雀已在枣树上叽叽喳喳，或
嘹亮或低沉，或委婉或高亢地歌唱，赞美大自然的馈赠，惊醒收获
的岁月。每天，鸟儿都光顾叼啄红彤彤熟透的羊奶枣，枣儿纷纷
坠地，成为“落枣”。许多“落枣”上还有鸟儿叼啄的伤痕。

妻子不忍心看着成熟的羊奶枣被鸟儿独享和糟蹋，便拿着带
有钩子的长竹竿，钩住低矮的枝条，采摘熟透的枣。对于更高处的
枣，妻子则轻轻抖动竹竿，将熟透的羊奶枣打下，让我和儿子在树
下伸展双臂，分别拽着床单的四角，用床单在树下接枣，配合完成
采摘任务。然后，她精挑细选了一些上好的羊奶枣和树上结的绿
色核桃，用食品袋盛装，逐家送给四邻，并笑称：“自家栽种，无公害
的绿色果品，东西不多，共同品尝。”我知道，那是妻子感念她头晕
时，前院春霞姐所擀的一张面叶和西院珍秀嫂亲自下厨所做的一
碗面片。妻子常说：远亲不如近邻，不忘别人的好处，想着别人的
难处。向善的暖意，在心中弥漫升腾……

许多往事，蛰伏在记忆深处。亲戚也好，近邻也罢，我以为，
人与人之间联络的纽带有血脉，也有温情。甜溜溜的羊奶枣，所
演绎的甜蜜和幸福，是亲情，是温暖，散发着人情浓郁的甘甜，是
我记忆底色中的一抹彩虹，是留住的美好时光，是镌刻的美好回
忆。 （作者供职于沈丘县北郊卫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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