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娇小干练。
这些年来，许多人（包括不少媒

体记者）都惯用这两个词来描绘她。
她的发型三十多年没变过。齐

脸短发，刘海夹在头顶，露出额头。
戴上帽子，可见两边整齐的头发，又
不碍事。这是她的职业要求。

她的鞋跟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
这又是她的职业要求。走起路来，她
那般轻盈，像从人们身旁冉冉飘过。
当她来到病区，好似一朵洁白的素馨
花从一间病房飘向另一间。

她已经56岁了，可依旧那么美，
除了眼角的细纹外，岁月没有在她脸
上刻下更多记忆。她早已成为许多
人的心灵坐标，甚至一种难以逾越的
象征。她获得了几十项荣誉，其中任
何一项都足以让医生护士骄傲。

而她，好像天生与傲气这种东西
格格不入。

她是护士，也是博士生导师。而
对更多的人来说，她是天使。

作为护士，赵庆华走得太远太远
了。她改变了人们对护士的想象。

3月18日，赵庆华登上央视，拔
群出类于全国医务工作者，成为“最
美医生”。这一荣誉对她是再恰当不
过的了。

回到重庆后，有媒体采访她。她
说：离开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这个平台，她什么都不是。她希望记
者把目光从她那里移开，多去关注她
身后的那个“最美团队”。

一

那一年，她哭得很伤心。

哭过之后，她知道自己要去做什
么。

1963年9月，赵庆华出生在四川
蓬安。母亲是农民，父亲是石油部门
的汽车修理工。母亲的热心肠和父
亲温和的脾气对她影响至深。

赵庆华爱讲这样一个故事：“6岁
那年，疼爱我的外婆在哄我午睡时突
然倒下，再也没起来，当时我不明白
外婆怎么了，拉着她那双一直温暖我
的大手，把头深深埋进她的手心里，
希望她像从前那样哄我、逗我。可
是，外婆的手却越来越冷。我失声恸
哭。外婆的床空了，慈爱的脸庞不见
了，那份幸福再也没出现。那时，我
许下心愿：长大了要当一名白衣天
使。”

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赵庆华
初中毕业。她以全校第一的成绩考
入重庆医学院护士学校（现重庆医科
大学护理学院）。那年她16岁，第一
次来到重庆。她感性、简单、纯粹，与
重庆的城市性格有些配。也在那一
年，赵庆华知道了提灯女神南丁格
尔。她没有想到，36年后她获得了南
丁格尔奖。

1982年，赵庆华毕业。她太优秀
了，成绩全校第一，甚至每科第一。
她有足够的资格选择重庆医科大学
附属第一医院，当一名护士。

护理一直是重医附一院的强项，
因为这里有全国非常著名的护理团
队。

赵庆华特别提到卢惠清教授，这
位中国护理界的传奇女性，1938年毕
业于北京燕京大学及协和医学院高

级护士学校，曾任协和医院妇产科护
士长，1956年起任重医附一院护理部
主任，直至1971年退休。“卢教授提
出的3H护理理论对我们影响很大，
护士要具备Heart，一颗爱心；Head，
一个灵活处理事情的头脑；Hand，一
双灵巧的手。”

年轻的赵庆华很庆幸自己能进
入这样一个优秀团队。一颗梦想的
种子开始生根发芽。

她去到的第一站是消化科。这
里没有惊涛拍岸，少见肆虐生命的病
魔的影子，不是“生死战场”的最前
线。但是，不历经死亡阴影的袭击，
护士怎会那么容易地感受到职业的
崇高！

二

第二年，她哭了。
1983年，赵庆华被调到心血管内

科。这里是生命的最前线，变化如
神，死亡常常不期而至，一分钟前这
个人好好的，一分钟后可能失去生
命。

死亡活生生在眼前，赵庆华哭
了。护士长安慰她：在这里，你哭得
完吗？慢慢地，她们只能躲在某个角
落或内心深处哭泣。人人都是这样。

一位小伙子肾衰竭，他的生命
像盛开后的花一样加速枯萎，“在
我眼皮底下枯萎，直至死亡。”赵庆
华受不了这个过程，刚过 20 岁的
乖乖女拿什么来承受！泪水可以
缓解悲痛，泪水也能洗濯出一个强
大的心灵。赵庆华发誓：一定尽全
力挽救每个生命，还每一个家庭完

整。
这时的她，开始触感到一个护士

沉重的使命和责任。
这里的形势总那么紧迫。你特

别能体会到时间就是生命。那些危
重病人，已经插上了很多根管子，各
种各样的仪器设备围绕着他们，护士
不仅要懂得如何使用这些仪器，还要
根据仪器上的信息迅速判断病人的
状况，而这些仪器不会向护士喊“这
个人快不行了”的话，它们只反映出
一堆数字、流动的线条。

心脏的跳动和血液的流动让人
捉摸不透。死亡躲藏在症候之后，
生命与之搏斗，谁胜谁输，难有定
律。

赵庆华在护理中发现必须掌握
病人个体情况，即使他们的病一样，
服药时间一样，反应也会不同。

在这里，你必须坚强，必须爱心
不褪色，必须本领过硬。就拿静脉输
液来说吧，这是基础得不能再基础的
技能了，普通人都可以摸到静脉在何
处，但这位病人血管很不好找，或者
已经受损，该怎么办？

赵庆华可以一针见血。在护士
学校时，她把女同学织毛衣的时间，
全用于在自己手上练扎针手法，结果
至今都还不会织毛衣；恋爱了，她拉
着男友的手，总是摸他的血管，“感受
血管的弹性。”

在这里，团队特别重要。任何一
台大手术的成功，都是团队中每个人
协同作战的结果。对抗死神，个人是
渺小的。

赵庆华说：“救一个人是英雄，救

一百人靠团队。”她说得太好了。个
人算什么呢，重要的是一个好的团
队。

三

那一年，她哭了。感动的泪水。
因为这样一个团队，一个新的赵

庆华诞生了。她开始带领团队参加
了一系列艰难的战斗。

2003年“非典”肆虐，她投身一
线筹备隔离病房，制定接诊流程，现
场救护患者……你难以想象，她连续
奋战五昼夜不眠不休。

2008年汶川大地震，她组建爱
心护理志愿者团队，多位失去亲人的
孩子从她那里得到希望和信心。当
她听到那一声声“赵妈妈”时，她感动
得泪流满面。

2013年芦山地震，她参与以重
医附一院为主的国家（重庆）紧急医
学救援队驰援灾区，成为全国第一个
到达灾区的外省医疗救援队。

人们称她“守护天使”。她一直
认为，应该是她们，准确的说法是“守
护天使团”。

那些被她们护理过的人，或许会
用一生来爱她们。如果不是因为严
重的疾病，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知道
在重庆还有一群这么美的护士。她
们正直、善良、真诚、热心、坚强，是最
美团队。当她们走到病床前问起患
者的情况时，她们的双眼总是散发出
爱的光芒。

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这个
团队更美，比她走得更远，飞得更
高。

四

那一年，她哭了。除了爱，没别
的原因。

作为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护理部主任，赵庆华管理着2800
名护士，可以喊出她们中至少1400
人的名字。她的手机是护士热线，她
们任何一个人可以随时给她打电话。

离卢惠清教授提出3H护理理
论已过半个多世纪，其思想早已沉
淀为一种文化——重医附一院护理
文化——重庆独特而有魅力的医学
文化。这是一种守护生命健康的大
爱文化，它具有强大的编织力量，把
医生护士悄然变为所需的一员。

2005 年，重医附一院推出“五
心”护理理念——接待热心、治疗细
心、护理精心、解释耐心、征求意见虚
心，实行严格规范的护理流程。“五心”
护理理念相当于对3H护理理论的再
刻写。2008年，重医附一院启动患者
安全文化工程，着力打造患者安全文
化型医院；同年，该院获“全国卫生系
统护士岗位技能竞赛”金奖。2010
年，获当时重庆市唯一的卫生部首批

“国家临床重点专科护理”项目资
助。2012年，获卫生部医院患者满
意度排名全国第16名。2013年，获
护士满意度排名全国第3名……一系
列的制度、文化建设，让赵庆华身后的
团队更美。

血液从心脏流出，最后回到心
脏。这是一个循环。生命的奥秘或在
循环之中，生命的循环诞生爱的循环。

循环，一环扣一环。“你爱患者，他
们就会爱你。”赵庆华推动爱的循环一
直循环下去。“始于患者需求、终于患
者满意、超越患者期望。源于护士同
心、聚于护士同德、乐于护士同感。”

因为赵庆华，我们更爱护士；因
为她们，我们爱上一些爱、一些人。

除了爱，没别的原因 刘涛

说起“龙豆花”，在重庆江津几江
老城几乎无人不晓。

其实，地处江津北固门老街的
“龙豆花”就是一家普普通通、以经营
河水豆花和家常便饭的民间小店。
其店主龙安雄和妻子罗玉玲为地地
道道的江津人。24年来，他们靠着勤
劳本分、踏实肯干、精益求精的精神，
将简单的一碗豆花、一碟辣油、一碗
甑子饭做到了极致，不仅成了江津百
姓离不开的市井大餐，更浸润着重庆
家乡美食的温暖记忆。

“龙豆花”店面不大，也就五六十
平方米，醒目的唯有门楣上大红招牌
上那龙飞凤舞的“龙”字。

进入店铺，跳进我眼帘的是置于
熊熊炉火上的、那口热气腾腾大铁锅
内被划成块块方形的雪白豆花，靠墙
一侧木质案板上，整齐摆放着一长溜
土陶瓷罐，里面盛满油辣子、青辣椒、
花椒面、花椒油、蒜末、姜末、苦藠末、
韭菜末、葱花、碎花生粒、碎核桃粒、

芝麻粒、碎香菜叶、碎薄荷叶、碎茴香
叶……细细一数，嗬嗬！足有19种
之多，全是我喜欢的佐料，只那么随
意瞧上一眼，食欲就像丢了魂似的被
勾了去。

我迫不及待用竹筷夹一块豆花，
伴上调料送入口中，果真是口感嫩而
绵扎，清爽可口，海椒辣到舌根，豆花
甜到心头，让我直呼过瘾，巴适，味道
不摆了！

趁着“龙豆花”夫妻俩忙中的间
隙，我和他们摆起了龙门阵。真没想
到，他们普通的豆花生涯里竟然隐藏
着一段苦乐相伴的人生传奇……

1995年，在改革开放的滚滚洪
流中，龙安雄和罗玉玲因单位经营不
景气双双下岗。那时，夫妻俩上有
老，下有小，眼看生活没有着落，心里
焦急而惆怅。怎么办？思索再三，他
们想到了拜师学艺，制作、售买豆花。

豆花饭是川、渝、贵一带常见的
民间小吃。豆花鲜嫩，蘸水香辣，清
爽可口，开胃下饭，是深受百姓喜爱
的大众食品。最难得的是做这门生
意投入不大，正适合刚刚创业的他

们。
回想举步维艰的当年，龙安雄无

限感慨：“当初真没有其他多余的想
法，只想赶快学点手艺、找点事情干，
养活这个家……”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
间起早探黑的勤奋好学，他们终于掌
握了制作豆花的绝门要领。随后，夫
妻俩在江津几江三通街农贸市场里
开了一家小店，店名就叫“龙豆花”。

“那天，正是五月艳阳天，当第一
锅雪白的豆花点成的时候，我们的心
也像豆花浆一样沸腾起来，感觉生活
有了希望……”龙安雄兴奋地感叹
道。

从那时起，每天早上六点，龙安
雄夫妻俩便会迎着晨曦准时坐在磨
豆机前，将一粒粒经过7小时浸泡、
圆润饱满的黄豆打成浓稠的豆浆；接
着，龙安雄拉起滤网去除豆渣，并将
过滤后的豆浆放在火上煮开。10分
钟后，豆浆煮好起锅，将豆浆倒入盆
中静置1分钟后，罗玉玲就开始点豆
花了……磨豆、过滤、煮豆浆、点豆
花，就是这么简单的制作程序，他们

顶着日月星辰，心有灵犀重复做了整
整24年。靠着用心加细心、恒心，夫
妻俩硬是把一道看似平常的民间小
吃做成了享誉江津街巷里弄的佳肴，
以致说起“龙豆花”，食客们都会竖起
大拇指赞叹道：“三通街那家个嘛，味
道巴适！兄弟，走嘛，去整一碗……”

随后，由于城市变迁，“龙豆花”
也几经周折，店址从三通街、七贤街，
开到了现在的北固门。然而，不管店
铺开到哪里，都是实惠又爽口，色香
味俱全，都是街坊们喜欢的不变的味
道。

如今，在平淡而简约的生活中，
龙安雄夫妇已将一颗漂泊的心安定
了下来，并把豆花当成一份事业来
做，日子也越过越好。去年孩子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夫妻俩心中最大的一
块石头也落了地。说起现在芝麻开
花节节高的好日子，他们脸上漾开一
圈圈春阳般爽朗舒坦的笑……

是呀，有梦想就有希望，有奋斗
理想就会开花。就像“龙豆花”的幸
福人生，全在他们崭新的念想和不断
的追求中……

“龙豆花”的幸福人生 施迎合

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一月的
一天，重庆府巴县磊石轩，知县王尔
鉴一边捋着下巴胡须饮茶，一边翻阅
书案上那部刚刚刊印成的《巴县
志》。面对这部总共17卷、厚达1200
多页的巨著，王尔鉴不禁发出一声长
叹：“唉，十年了，总算完成了。”

磊石轩是一幢三面有窗一面有
门的轩亭式木屋，建在巴县县衙内一
座由石头和砖块砌成的高台上。高
台长约六丈，宽约四丈，站在那里，前
可看滔滔东去的长江，后可与城内制
高点金碧山相望，视野开阔，江风凉
爽。

王尔鉴是河南卢氏（今河南卢
县）人，对大山大水景观格外喜欢，升
堂办公之余常来此赏景、阅读、编

书。“磊石轩”也是王尔鉴自己命名题
写的。

王尔鉴编纂的《巴县志》，史称
“乾隆巴县志”，囊括了以今渝中半
岛为中心的清代巴县疆域、建置、
赋役、学校、兵制、职官、选举、名
宦、人物、风土等诸多内容，至今仍
是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权威资
料。尽管如此，王尔鉴仍然心怀忐
忑，觉得自己“择焉弗精，虞漏且
陋，聊具胚胎”，生怕这部志书错漏
过多，留下遗憾。

王尔鉴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作为一县之长和地方志主编，他对
自己所处时代巴渝社会的考察可以
做到巨细无遗，无可挑剔。而对于
几百上千年前，这方土地上的情况

究竟怎么样，却只能语焉不详，对自
己能够讲出什么样的重庆故事心头
没底。因为除了征文考献外，他的
讲述缺乏一个最具说服力的支撑，
他没有多少考古手段，文物严重不
足！

譬如就在巴县县衙地下，就隐藏
着一段曾令世界震惊的秘史。王尔
鉴在磊石轩编纂县志，任思绪在巴渝
大地纵横驰骋的时候，怎么也不会想
到，500多年前，他的一位前任，也曾
在他所站的高台上，指挥全川军民抗
击蒙古大军，历时十年之久。

南宋淳祐二年（1242），正当蒙古
铁骑大举南下，国家面临危亡之际，
朝廷把时任兵部侍郎的一代名将余
玠调到重庆，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

重庆府，让他主持西南地区的军政大
计。

余玠到任后，从肃清吏治、整顿
军纪、恢复生产入手，把巴蜀局面稳
定下来。接着，又在重庆帅府设立招
贤馆，广纳各方贤士建言。播州（今
贵州遵义）冉琎、冉璞兄弟受到感召，
向余玠提出建议：因山筑城，扬长避
短限制蒙古骑兵。

余玠采纳了冉氏兄弟的建议，在
全川构筑了青居、大获、钓鱼、云顶、
天生等十多座城堡，其中以合州（今
重庆合川）钓鱼城最为坚固。南宋淳
祐四年至十二年（1244—1252），余玠
指挥宋军与蒙军交战数十次，屡战屡
胜。

宝祐六年（1258），蒙古大汗蒙哥

率军进攻四川，却在钓鱼城下受到
顽强阻击，被钓鱼城守军炮击重伤
而后身亡。失去主帅的蒙古铁骑不
得不退回漠北，并停止了欧洲的征
战。

指挥这场战争的王坚，是余玠的
学生和部下。当年师生二人亦曾在
重庆帅府一道谋划抗蒙大计。蒙哥
去世时，余玠已于六年前病逝于重庆
府，而王坚对先师预先谋划构筑全川
防御体系之功，始终感念不已。

治学严谨的王尔鉴虽然对余玠
在重庆的作为也有介绍，说他“治蜀
十年，能绩懋树”，却不知道当年余玠
的抗蒙统帅部，就在他每天坐镇的巴
县县衙所在位置。直到几百年后，
2010年3月，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被
发掘出来。巴县衙门地上地下的故
事终于合成一体，演成一出穿透历史
云雾的活剧。

在重庆老鼓楼衙署遗址，城砖上
烧刻的“淳祐乙巳东窑城砖”字样，清
晰地显示出筑城的年代，即南宋淳祐
乙巳年（1245），正是余玠任四川安抚

制置使兼知重庆府时期。原来巴县
衙门所在位置，正是700多年前的抗
蒙战争统帅部！

当我于绵绵细雨中走进考古遗
址，立即被一股扑面而来的历史文化
气息所笼罩。历经数百年风雨的巴
县衙门，如今已重现明清县衙风采。
而宋代城址上的沟堑、城砖、擂石和
那座名为“磊石轩”的高台，仍然保留
着当年余玠帅府的格局。

那一刻，我仿佛看见巴县衙门地
上地下的两位先贤，穿越时空相向
走来，在磊石轩凭槛而立，热烈交
谈。

他们会说些什么呢？
我不能听见，却能够猜想。从老

鼓楼衙署遗址高台上望出去，前有大
江奔流，后有金碧耸翠，巴县衙门地
上地下，也因为没有了时空阻隔，而
变成两位先贤论说历史风云的巨大
讲台。

哦，原来这座城市千百年来的根
基一直都在这里，这方土地坚韧不拔
的品格从来没有改变！

巴县衙门地上地下 阿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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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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