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孝家国情
——道德楷模王春来五十年行孝日记

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一

级警督。照顾瘫痪的
父母 12 年，发明照顾
老人的护理工具数十
件（目前收藏于孝道
博物馆），被誉为“造
器孝亲”的当代著名
孝子，身体力行地诠
释了忠孝两全的不凡

人生。
其曾获得“感动洛

阳十大年度人物”“当代
中华最感人的十大慈孝
人物”“当代中华新二十
四孝”“河南省直十大道
德模范”“推动中国家庭
文明十大致敬人物”等
荣誉称号。

我看到枪炮声中父亲
率先冲到日本鬼子炮楼前
的石碑下，鬼子一梭子子
弹将半尺厚的石碑断成两
截，父亲暴露在鬼子的枪
口下……

我看到在漆黑的深夜
里，父亲发现一队敌军悄悄
地摸来，他一人架机枪将敌
人打得落花流水，战利品有
醒目的12个草帽……

我看到大别山上父亲
一直在重复着一句话：“突
出包围，狭路相逢勇者
胜！”

黑黑的窗外，朦胧的
天地一片白雪茫茫，雪中
我看到壮年的父亲牵着我
的小手在雪地奔走、嬉戏。

窗外，天地一片白茫
茫……然而这一切的一
切，将定格成永远——不，

“爸爸，我不让您走！”

●今 悟

当年父亲的战友来我
家对我说:“你爸爸能活下
来不容易，他是战场上的
英雄。”“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我的英
雄情结源自父亲。爸爸真
要走了，我泪流满面，无法
相信生离死别的情景要落
在我的身上了。

12 年 后 ，我 的 孩 子
问：“爸，我胆小，恐怕当
不了英雄……”我对孩子
说 ：“ 英 雄 是 锻 炼 出 来
的。孩子，爸爸也胆小，
在那个风雪交加的黑夜，
恐惧中爸爸想起你爷爷在
抗日烽火中从容面对死
亡，‘我自横刀向天笑，去
留肝胆两昆仑’，你爷爷
不惧怕死亡，因为你爷爷
是英雄，爸爸要当英雄，
心里就不怕了。孩子，你
也能当英雄！”

二四四 小灯里的希望
2008年1月11日

医生说依据父亲的颅
压决定是否手术。

我想观察父亲的颅
压，可是怎么观测呢？我
问护士，护士说要穿刺脊
髓。

我问有没有颅压升高
的临床表现，护士说，表面
看不出来。

我又问大夫：“怎么样
发现我父亲的颅压高了
呢？”

大夫说：“颅压在坚硬
的脑壳内，怎么能看得
出？”我又问其他护士，她
们都说看不出颅压。

我急了，问大夫：“那
你们怎么知道病人颅压情
况？如果观察不出来，岂
不耽误治疗？”

大夫只是说耽误不
了。

我不死心，每天观察
大夫如何检查父亲病情，
发现几乎所有大夫都要观
察父亲的瞳孔。

于是在晚上人少的时
候我故作随意地问值班大
夫：“颅压与瞳孔有关系
吗？”大夫说：“有关系，瞳
孔变大说明脑疝形成，有
脑疝的原因肯定是颅压
高。”

我恍然明白了。
我从大夫那儿了解

到，七天是颅压高峰期，过
了七天，颅压开始下降，手
术的几率也将开始减少。

外面，“乱云低薄暮，
急雪舞回风”，雪中我步行
两个小时，才买到了一只
便于携带、光线又柔和的
小手电。

我时刻观察着父亲的
瞳孔。

●今 悟

父母在医院抢救，我
在默默地配合、问询。尽
管大夫嫌我烦，嫌我问题
问得太多，但是我有责任，
因为儿女是父母生命的最
后防线。

12年后，我的孩子问：“爸，
您参与爷爷、奶奶的治疗
合适吗？”我对孩子说：“当
年爸爸从家属的角度尽力
参与治疗，你看，在治疗方
法上，医生不是总让家属
签字决定治疗方案吗？家
属不了解情况怎么签字？
家属参与治疗不是合适不
合 适 ，而 是 要 想 办 法 参
与。” （未完待续）

“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
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
年初一扭一扭，除夕的饺子年
年有。”春节热闹、欢庆的气
氛，大家都感受到了。每年春
节期间，总会有人因沉迷于过
节的喜悦而忽视了健康，烧烫
伤、异物卡喉、摔伤、酒精中毒
等意外也会在不经意间发
生。这些伤害如果发生在老
人身上，后果更为严重。本报
提醒老年朋友们，在欢欢喜喜
过大年的同时，要谨防意外伤
害。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
爸准备了一桌好饭。春节团
圆，老人少不了在厨房里忙
活。春节做饭时，被热气、热
液烧烫伤的现象十分常见。
虽然时隔一年，市民杨先生回
忆起去年春节炸丸子的情形，
仍心有余悸。因为油温过高，
他的额头被溅出的热油烧了
一个大泡。“当时没觉得疼，第
二天竟然出现水泡、红肿，后
来还退了一层皮、化脓了，不
得不去医院处理伤口，差不多
一个月才好。”杨先生说。在
生活中，很多人都在厨房里遇
到过烧伤、烫伤的情况，情急
之下，大家往往不知道该如何
处理。有些人还会随意在伤
口处涂抹一些酱油、牙膏，不
仅不能起到治疗作用，还会继
续刺激创面，增加感染机会。

如果遇到烧伤、烫伤，正
确的处理方法：如果烫伤面积
不大，应立即用流动的凉水冲

洗烫伤部位，并坚持20分钟以
上，以收缩毛细血管，减少水
肿、止痛。如果有附着衣物
等，要边冲边用轻柔的动作脱
掉外衣。当衣物与局部皮肤
粘连在一起时，不要强行剥
离，可剪掉粘连周围没有粘牢
的衣物。市疾控中心健康教
育所所长张绍均说，一般开
水、蒸汽烫伤形成的水泡是无
菌的，如果水泡不是很大，不
需要挑破，完整的皮肤不易发
生感染。如果烫伤较为严重，
可在家中正确处理后，用干净
的布将伤口保护好，并及时到
医院就诊。

鱼刺卡喉是春节期间各
医院急诊科较为常见的病
例。在民间流传很多治疗鱼
刺卡喉的“偏方”，比如喝醋、
大口吞饭等。其实，这些方法
不仅无效，还有危险性。几口
醋不能软化鱼刺，大口吞饭可
能会把鱼刺推向咽喉深处，严
重时甚至会刺破气管、血管，
造成其他伤害。最好的处理
办法是先让家人压住舌头初
步检查，如果鱼刺被卡的位置
较浅，可用镊子取出；如果位
置较深，请尽快去医院处理。

春节期间，亲友欢聚，大
家在一起享受美味的同时，
切莫忽视食物中毒的风险。
很多老年人日常生活中节俭
成为习惯，隔夜菜、甚至存放
很多天的剩菜总会被再次端
上餐桌。其实，寒冷的冬天
细菌也会滋生，使饭菜腐败

变质。“食物中毒常表现为恶
心、呕吐、腹泻，严重的会导
致休克。食物进入胃以后，
不会立马被消化，更不会被
迅速吸收，所以这段时间堪
比抢救的黄金时间。”张绍均
提醒，如果发现有食物中毒
的症状，应先拨打 120，然后
立即催吐。如果患者出现昏
迷、意识不清等情况，先不要
对其进行催吐，以防出现呕
吐物倒吸引发窒息，应当立
即送往医院抢救。

对很多老年人来说，和远
方的子女团圆是这个春节最
重要的主题。推杯换盏、通宵
畅聊，儿孙绕膝、喜上眉梢，在
全家团圆的同时，自然少不了
几杯好酒。对不胜酒力的老
年人来说，酒精中毒也是春节
期间不得不防的意外伤害。

张绍均说，与年轻人相
比，老年人因身体各项生理指
标较为“脆弱”，酒精中毒后引
发关联疾病的危险程度也会
成倍增加。

喝醉酒后，身旁最好有人
照顾，注意为其保暖，还要防
止因醉酒引起的摔倒等。此
外，还要特别注意醉酒呕吐
之后造成的气道窒息，如果
醉酒后昏睡，应使其保持侧
卧位，防止随时可能会产生
的呕吐行为。如果出现意识
模糊、昏迷、心慌胸闷、呼吸
异常等酒精中毒的现象，家
属应马上拨打120，千万不可
大意。

阖家团圆，万家灯火，探亲
访友，娱乐休闲。春节本该是欢
乐的节日，但每年春节期间，总
会有一些老人因不注意春节期
间的保健而出现“节日心理综合
征”，导致身心疲惫。如何调整
心理，找到心理舒适的空间，避
免春节综合征呢？不妨听听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仝兆景给出
的建议。

在实际生活中，容易引发节
日心理问题的原因有经济、亲
情、社会关系等方面。在经济层
面，春节期间各项支出较大，日
常饮食、着装、礼品消费、红包支
出等，都可能给快乐的春节增添
几分焦虑色彩。仝兆景建议，无
论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春节花
多少钱要量力而行，千万不要因
为实际支出超过手中现有的钱
数，给喜庆的节日增添不必要的
心理压力。

“每逢佳节倍思亲”。新春佳

节，一家人在一起吃顿团圆饭，其
乐融融。当然，也会有一些人远
在他乡求学、工作，不能与家人团
圆。对老人而言，儿女在外，这些
会给节日的喜庆气氛平添心理上
的思念之情。生活中，也有不少
老人为此惆怅不已。

春节期间与老同学、老朋
友、老战友们聚会，大家一起话
旧日情谊，也是一些老年人的

“活动项目”。这原本是开心的
事情，但有些情况会成为老年人
过不去的坎儿。比如，大家在一
起会比较子女的生活、退休工资
等，在比较中，难免会造成一些
老人的失落感。

如何调整节日心理？仝兆
景为老年人提出一些建议：一是
要合理安排生活，培养多种兴
趣。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常会
胡思乱想，适度紧张有序的工作
可以避免心理上的不安，令生活
更加充实，充实的生活可以改善

人的抑郁心理。老年人在春节
期间应尽量保持和往常一致的
生活状态，每天坚持锻炼，同时
要调整心态，多参加有益身心健
康的活动。

二是可适当变换生活环境，
让心理在春节假期里放个假。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外出旅游
都是不错的休闲方式。应该真
正享受假期，而不是让假期为自
己增加负担。老年人可以趁着
假期，让自己慢慢放松下来，并
从容享受这种状态。这个春节，
不少老年人都有旅游的打算，对
老年人而言，出游应注意外出时
的自我保护与调适，可提前评估
自己的身体状况，选择适合的目
的地，不要把旅游行程安排过
满，以免使自己过于紧张。同
时，还要注意旅游期间的调整、
休息，及时补充体能，让旅行达
到该有的效果。

欢欢喜喜过大年
老人谨防意外伤

本报记者 梁智玲

避免春节综合征 调整心态是关键
本报记者 梁智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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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阳市西向镇捏掌

村是我的家乡，是生我养我的

地方。我虽离乡多年，但记忆

深处还留存着家乡那浓重的

历史积淀、强烈的文化氛围、

淳朴的风土人情和乡亲们的

音容笑貌。记忆中的尧圣庙

（尧王庙、尧庙）、尧泉池（尧王

池）、寿圣寺（寿宁寺）、读书时

的学校，还有火车站、拖拉机

站、造纸厂、大水池和邻居老

奶、来成叔等，都会时常走进

我的思绪中……

“

图① 捏掌村尧圣庙。
图② 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捏掌村

尧圣庙。
图③ 修复后的捏掌村济渎庙。

（吉怀忠供图）

①①

我的家乡捏掌村位于沁阳市西
北15公里处的太行山麓，山清水秀，
交通便利。村北有焦枝铁路、焦克公
路，村东有沁工路、云崇路，村西过赵
寨与紫陵有紫黄公路，并与焦晋、晋
济、长济高速相连。全村有4个联
队、24个村民小组、1150多户、4800
多人。

捏掌村名

源于尧王来过此地

捏掌村是一个古老的村庄。村
北有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
化遗址（以裴李岗文化为主），历史悠
久，文脉厚重（沁阳最近出土、名扬全
国的元代彩绘壁画墓就在捏掌村）。
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讲，捏掌村名源
于尧王来此狩猎，尧圣庙就是见证。
《焦作市文物志》记录了有关修建尧
圣庙和捏掌村名的由来。宋绍圣二
年（1095年）《重修尧庙记》碑载：“昔
帝（尧）因巡狩，帅师至此，因息思浆，
求无获济，忽睹斯境，犹掌润泽，帝乃
圣意阴符，龙指按捏（捏土于掌），寻
感醴泉应手，泉涌无涯……故因而村
名捏掌……寻有贤明好事者，选方择
地，建庙兴祠……”

尧圣庙位于捏掌村西南部，坐
北朝南，前为尧河。该庙南北长
76.81 米，东西宽 32 米，占地面积
2458 平方米（含尧泉池）。该庙前
后分为3段，现存两进院落，原有戏
楼、尧泉池、山门、过庭（拜殿）。过
庭两侧西为蔡伦殿、东为三义殿，过

庭后两边有广生殿及牛马王殿。尧
圣殿坐落在北面正中的高台之上，
面阔 3间，五檩举架，进深 1间，硬
山琉璃瓦顶，一斗三升斗拱，两山前
端石砌雕砖墀头。现戏楼、蔡伦殿
等建筑已废不存。

尧圣庙是为纪念“尧帝放勋，寻
获甘泉”历史传说而兴建的，为河南
省第一、全国第二，意义非凡。据老
辈人相传，该庙建好后香火不断，每
逢农历初一、十五，特别是农历三月
初三“二仙庙”会和三月十八、四月
廿八捏掌古庙会期间，来自怀府各
县的香客们摩肩接踵，纷纷在庙内
祈福，祈求家人身体健康、事业有
成。许多名人大家也到此拜谒：宋
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曾拜谒尧
帝庙并作诗《谒帝尧庙》，歌颂尧帝
功德；明万历二年（1574年）重修尧
圣庙山门时，郑恭王朱厚烷亲书脊
枋；明代乐律圣人朱载堉更是尧圣
庙的常客，来此寻找创作灵感。该
庙始建年代不详，重修于宋绍圣二
年，之后历代均有修复。民国时曾
在此办过女校。20世纪五六十年代，
这里是村里高小和农中所在地，后为
生产队仓库。1994年群众集资整修
（焦作市政府奖励1万元），2006年被
河南省人民政府公布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2007年省财政拨款落架大
修。

金大定五年（1165年），在庙前
修建尧泉池（北距山门8米），民间又
称“尧王池”。明清两代多次进行修
复，池上用石栏杆围砌，池水四季泉
涌如游龙吐珠。该池为方形，边长8
米，地表以下用青砖砌筑，地表以上
装石雕栏杆；有18根望柱，柱头上圆
雕狮猴、火焰宝珠等；栏板上浮雕云
龙、牡丹、莲花、博古等图案；池中北
壁中间有石雕龙头。据传，尧泉源出
于尧圣殿，殿基砌有井，沿尧圣庙轴
线砌暗道引水，从雕龙嘴中喷流。池
南壁中间砌有拱券暗道，水从暗道流
入尧河。拱券暗道上栏板内侧镶嵌
清光绪十五年（1889年）《重修尧池
记》碑1方。清雍正九年（1731年）
《覃怀志》载：“尧池水……泉畔有尧
庙，庙前到处有泉，掬手可饮，汇而东
南流……”“尧泉水清而甜，尧河引此
水种稻、莲，稻米香甜，莲大而白……
曾为贡品。”尧河水流经南作、新庄、
常乐、鲁村、清河、高村、解住、魏村、
龙泉村等，流经区域多利用尧河水灌
田（赵寨村曾修渠引尧入赵）。

尧河之水清澈见底，冬暖夏凉，
适合鱼类生长与水作物栽培，一年四
季皆有不同鸟类在河地游水嬉戏。
正是“鸳鹅雁鹭栖息地，水清草绿柳

成荫，鱼肥米香藕荠甜，稻菽荷花香
两岸”，有“北国小江南”之美誉。清
邑人范照黎在《勾漏山房诗》中有诗
赞曰：“处处清泉绕绿畴，帝尧遗迹着
千秋。尧池流出台渟水，小沁城东合
沁流。”

听村里老人们讲，尧泉池水与太
行山老龙沟的水相通，有灵性。在20
世纪60年代之前，若遇干旱无雨季
节，怀府各县的群众常来尧圣庙和尧
泉池祈雨，据说有求必应。上世纪60
年代初，南寻村的群众前来祈雨，他
们身穿奇装异服，头戴柳条帽，祈雨
完毕返回途中便遇大雨，几十个人被
淋得跟落汤鸡似的。

尧河，捏掌村的母亲河。尧河因
有好水，捏掌村传统手工造纸业造出
的大白纸质地柔软，韧性好，纸张雪
白透亮，成为生产鞭炮、日常生活及
文房必用品，为附近县市独有。大白
纸销往临近县市，享誉中州各地。小
时候，特别是夏秋时节，我经常与小
朋友在尧河里嬉戏玩耍，逮鱼、摸虾、
掏螃蟹。大人们则在河里游泳，在河
边洗衣服。近年来，因自然环境变
化、水位下降，尧河水系遭到破坏，可
依然泉水清清，流水潺潺，令人心旷
神怡。

捏掌村历史厚重，古迹还有寿
圣寺（寿宁寺，因20世纪中期水利局
提灌站在此办公，又叫抽水站）。记
忆中，该寺四合院有房屋 10余间，
东西厢房，南北大殿，青石台阶，气
派威严。该寺建于何时不详，明嘉
靖二十年（1541 年）重修。后因疏
于管理、村建扩街等，除西厢房外，
其他房屋遭毁、倒塌。近年来，群众
集资又建起南北房屋。西庵（老君
庵，建于明初洪武、永乐年间），解放
后曾为学校，20世纪60年代，我曾
在此读小学，院中有房屋10余间，
1970年前后被拆毁。近年来，村民
集资陆续在遗址上建成祖师殿、三
官庙和山门，亦称捏掌村文化活动
中心。济渎庙（东大庙），房屋数间，
1972 年前后因建学校做桌椅用木
料遭拆毁。该庙南有戏楼，1969
年，村里建造纸厂时用木料遭扒毁
（含尧庙戏楼）。近年来，村民集资
复修了济渎庙。记得在捏掌村西去
赵寨村的路边（西庵西南百米处）有
一碑楼，样式精美，工艺考究，碑楼
正中间石碑上刻 4个大字“绿野清
风”。该碑楼在1970年前后被毁，石
头用于村西头修桥。记忆中的寿圣
寺、西庵、济渎庙（东大庙）戏楼等古
建筑均为浑砖到顶、琉璃瓦，古色古
香。

（未完待续）

□吉怀儒

③③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