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忠义

心灵感悟

现实中，总是会接触到这样的人：急不

可耐地诉苦，喋喋不休地抱怨，滔滔不绝地讲

道理……这些人很少顾及别人的感受，他们

总是喜欢跟别人抢着说，习惯性打断别人说

话。

其实，同样的话说上三遍就足够了，超过

三遍就会对受众造成伤害，结果就会朝着与发

布者初衷相反的方向发展。

一名美国心理学专家提出“多元智能理

论”。他研究发现人有“八个半智能”，其中

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智能是认知智能。具备该

项智能优势的人，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言行会

引起对方怎样的感受，能够设身处地换位思

考。这样的人总是习惯倾听别人的意见，不

会轻易发表自己的看法，更不会随便打断别

人的谈话；即便特殊情况下要打断别人的

话，他们也会先有肢体语言，然后礼貌地提

醒对方。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素质、修养或者境

界，更是一种智慧。德国总理默克尔拥有独特

的人格魅力，她的幕僚和部属都喜欢和她开

会。原因很简单，就是在开会时，无论是否采

纳对方的意见，她总会耐心地听人把话说完，

让对方感受到自身的价值和责任。

倾听的背后其实是一种暖意，是沟通交流

中基本的尊重。即便你有千万种理由反驳，但

沉着冷静倾听，不言也威。 ②11

语言交流要学会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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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后初晴
□徐海林

天

终于晴了

推窗瞭望

我感受到的

不仅是绵绵的秋意

还有朦朦胧胧的灵气

昨天

串串雨滴

仍在淅淅沥沥

我好想奢侈一下

在雨中漫步

去体验她特别的心意

明天

雨可能还会继续

但心灵的屏障

已映射出缕缕晨曦

在连绵不断的秋雨中

给你无尽的惬意

秋天

有收获

还有播种

不要埋怨连绵秋雨

雨后初晴

最美的风景就是自己

人生

有雨滋润

方得清新

无论春雨秋雨

唯有珍而惜之

才知啥是天地情义 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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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而 还 有 那 朵 芬 芳
“你爹说老了干不动了，就买群羊放

羊。”母亲见到我说。我笑：“那不就成了我

爷的样子么！”母亲也笑：“对呀！就是你爷

的样子。”我瞬间心酸。

南坑旁，北垄上，一位老人弓着背，右

手拄着一根竹杖，缓慢行进。我赶紧走上

前：“爷，你往哪儿去？”爷爷缓慢地回过头，

似乎没听清似的：“啊，我到菜园里去。”记

忆就在这一刻定格。我很奇怪，十多年过

去了，为什么这一幕总在脑海里挥之不

去。我试着去捕捉爷爷说话时的样貌，却

只看到爷爷嘴里缺失的那颗门牙，还是那

样模糊不清。

“你爷是村里为数不多识字的人，以前

城里来招工，本来就通过了，可是因为这颗

门牙，就撂下了！”父亲说。于是，父辈们的

命运就同这颗门牙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在

短暂的变身城里人的希望望破灭后，重启

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

我时常随着父母一起种地、割麦，然后

同叔伯们一起打场晒粮；三伏的炎热天气，

钻进一人多高的玉米地里，强忍着密不透风

的燥热和化肥刺鼻的气味，胳膊上个筐子

施肥；夜里下雨，缠着父亲一块儿去给麦子

盖塑料薄膜，午夜蜷缩在车棚下在麦场里看

麦，心里怕得要死，还骄傲地同父亲说“我不

怕”，但狂风暴雨里一棵树摇晃的影子就足

以令我浮想联翩……

我不喜欢这种没有希望的生活，幼小的

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在岁月的年轮里生根

发芽。原本快乐无忧的少年时光，从此和晦

涩枯燥的梦想紧紧地纠缠在一起。

爷爷似乎没有像父亲一样在意过我从

事什么样的职业，一起放羊那么长时间，也

没有听他说起过曾经招工的事情，永远都

是一副随遇而安、与世无争的样子。或许

是同爷爷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他这种心态

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报考的第一志愿，

我选择了师范类院校。毕业的时候，赶上

最后的末班车，分配到边远的乡镇上班，每

个月有 150元的工资。我把它攒起来，补贴

家用，偶尔回家的时候，就买一些东西去看

看爷爷。爷爷依旧放羊，所不同的是，我并

没有实现作为老师的愿望，而爷爷，随着年

龄变老，放的羊也越来越少，他已经招呼不

了那么多羊了。

或许是父辈的德行温润了我，我总是

以本心处事和生活。我很庆幸，半生已过，

两鬓微白，身上仍然流淌着父辈传承的勤

劳、善良这些宝贵的微量元素。虽然我的

努力还是配不上我的梦想，但这些元素也

化成细雨，汇成一条绵绵流淌的小溪，滋润

我心田，轻轻地开出一朵小花。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样过去，时光不

老，岁月悠悠，直到接到了爷爷去世的消

息……

尘世无常，生命终将逝去。而我，一路

车马，一路劳顿，在茫茫人海里疲惫穿梭，

年近不惑，终于还是没能活成自己想要的

样子。幸而，还有那朵融入血液里的芬芳，

冷冷地散发着沁人心脾的花香，在生命的

轮回里蜿蜒流淌。或许，这就是人生福田

里开出的灿烂花朵。 ②11

蔡 红

挚爱亲情

独自站立在南阳师院的西子湖

畔，微微的秋风，轻轻地撩拨着我的

思绪。身旁那株微微泛黄的垂柳在

风中舞动着曼妙的身姿，恰似倩影

在我绵绵不绝的思绪中飘荡。想要

将她揽入怀中，却又怕亵渎了她的

容颜。踟蹰间，瞥见那动人的笑靥，

不禁滋生了寻梦之念。

一切显得是那么祥和。金色的

阳光中，满天的柳叶随风而下，仿佛

是一群被秋风吵醒的精灵。她们在

空中左顾右盼，仿佛在看倦了远处

那镶嵌了黛绿翡翠的山峦后，又扭

捏着身姿淘气地亲吻着如明镜般的

水面。这梦幻般的情境使我的心绪

一下子活跃起来了：看着湖面荡开

的一圈圈涟漪就会浮现许许多多的

遐想，随手捡起一片落叶就会得到

生命遗留的诗章。

静，安静，周围没了城市的喧

嚣；灵，空灵，空气中洋溢着落叶的

气息；异，幽异，如梦似幻的空间里

一切都变得那么和谐、美好。这是

梦中理想的生活片段吗？我不知

道，只觉得仿佛有一束阳光从头顶

照射下来，直达内心，那么浓、那么

暖、那么动人心魄。

我想，大概也只有在秋天里，才

能欣赏到如此烂漫的垂柳吧！她经

历了春的淡雅、夏的奔放，又走过了

一段段心酸的风雨历程和悲痛的蹉

跎岁月，才变得这样清澈、肃穆和丰满。她仿佛在用泛

黄的细叶告诉我们生活的真谛：即使铅华洗尽，也要挺

出绝代的风姿，舞动生命的赞歌。就像我们只有经历一

段幼稚、喧嚷和艰辛的时光后，才会变得成熟稳重一

样。在这样的境遇中阅读垂柳，体会她的风姿、理解她

的神韵、感悟她的内涵，便会对生活多一分领悟。我们

何必去遗憾昨天的失去，又何必担心明日的坎坷。生命

中存在的风风雨雨，抑或是生活中的起起伏伏，都只是

为了让青春更加斑斓，结局更加圆满。

在色彩的交辉中，秋风不时送来声声悦耳的鸟

鸣，垂柳的落叶仍然不断飘向水面。我望着波光粼

粼的水面，体会着这稍纵即逝的情感，却突然发现在

那一圈又一圈的涟漪上泛起了一个色彩斑斓的梦：

人生的舞台是那样令人陶醉、令人痴迷、令人销魂，

生命就应该像秋天那样，删掉所有的掩饰，抛弃所有

的 虚 荣 ，和 着

秋 风 的 韵 脚 ，

抒 写 我 的 情

怀 ，追 寻 我 的

梦想。②11

吴 朝

鹿鸣新声

踏

秋

寻

梦

鹿鸣 书院

协 办

本报记者 赵明禄 文/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1983年，乔义文从河南中医学院中

医系毕业后，分配到邓州市中医院成了

一名医生。从事肝胆病医疗工作 37年
来，他在各种急、慢性肝胆病方面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辨证施治，善用经方，尽最

大努力发挥中医药“简、便、廉、验”的优

势，以高尚的医德、精湛的技术赢得了广

大患者一致好评和同行们赞誉。

37年来，乔义文坚持每周 6天全天

坐诊，在门诊常常一坐就是六七个小

时。不论是工作日还是节假日，只要病

人有需要，他总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病人

面前。37年的积累，37年的探索，37年
的学习，做学问肯花大力气、服务患者肯

下苦功夫的乔义文练就一身真功夫，为

无数肝胆脾胃病患者解除痛苦的同时，

也让自己成了百姓口中的名医。“肝胆消

化方面有毛病，就去找乔医生。”这成了

当地群众的口头禅。

10月 14日上午，记者来到邓州市中

医院肝病科采访时，乔义文正在给患者

看病，门外排着长队。“乔医生，我又来复

查了，您帮我看看这次我的指标怎么

样？”52岁的患者王先生正在让乔义文

主任为他复查。“还不错，不过还要继续

用药。我之前给你说的那些注意事项，

一定还要注意啊！”对王先生的身体指标

进行分析后，乔义文开了药，并详细地嘱

咐了注意事项。

听说记者在采访，王先生打开了话

匣子。他说，他来自湖北枣阳，10多年

来反复出现胃脘胀痛，生气、发怒后胃部

痛得更厉害，常常胃酸、恶心、乏力、失眠

多梦，到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一直不好。

一个多月前胃痛厉害，就慕名找到乔医

生。经过一个月治疗，病情好了很多。

“乔医生选择的诊疗方案充分考虑了我

家的经济状况，选择的都是便宜药，让我

十多年的病有了好转，这一个月我的胃

再也没有疼过。”王先生说。

与王先生一样，李先生也是来找乔

医生复诊的，他说乔医生是他的救命恩

人。李先生 2009年因急性肝炎入院，乔

义文是他的主治医生。之后的十来年，

他又不幸患上肝硬化、肝癌，不知进了几

次“鬼门关”，每次都是乔义文把他抢救

过来。李先生说：“乔医生医术高，热心

肠，肯帮助人，是我的救命恩人！”

乔义文说：“医者，是生命的守护神，

担负着崇高的使命，不仅需要体力的付

出，更需要知识和智力的支撑。”乔义文

说，虽然经常没日没夜上班很辛苦，但为

患者解除痛苦所带来的幸福感是任何事

情也无法比拟的，做一名治病救人的好

医生就是他今生最大的追求。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乔义文传承中医，不断总结经验，培

育中医后继人才。这些年，经他指导，3
名副主任医师和 9名主治医师脱颖而出，

成为骨干。在繁忙工作同时他为他们讲

解中医知识和临床经验。他常告诫年轻

医生：“中医需要传承，中医需要一代代

中医人去攻坚克难，在实践中发展，大家

要为自己是一名中医人而自豪。”②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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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义文

本期上榜名医简介

■乔义文：主任中医师、邓州市中医

院肝病科主任，先后被评为南阳市第二

届名中医、邓州市首批名中医、邓州市十

佳名医、邓州市好医生，所带领的科室被

评为河南省特色中医专科 ;兼任中国中

医药研究促进会唐祖宣工作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河南省肝胆病协会委员 ,南阳第

一、二届感染学会委员 ,《唐祖宣医学六

书·医案医话医论》《中华名医名方薪传》

副主编 ;发表学术论文 10余篇。

■主治：37 年一直致力于临床与教

学工作，在业务上，治疗肝胆病，辨证施

治，善用经方，很好地发挥了中医药“简、

便、廉、验”的优势；擅长中医药防治肝胆

脾胃病，对乙肝、肝硬化、脂肪肝、药肝有

独特研究，尤擅治疗眩晕、胃肠疾患、胆道

疾患、失眠、胸痛等常见多发疾病。

■坐诊时间、地点：周一至周六全天

在邓州市中医院门诊楼二楼坐诊。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建行南阳分行

发挥国有大行“稳定器”和“调节阀”作用，做

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全面落实

监管机构金融惠企政策，润实体、惠小微、助

外贸，支持复工复产，精准服务经济重点领

域和薄弱环节。

加强重点领域金融服务

为中小微企业提供临时性延期还本付

息服务。对于普惠型小微企业，尤其是受疫

情影响还款困难的小微企业及因疫情管控影

响还款的小微企业，经协商可将贷款还款期

延期半年。延期期间提供征信保护，不视为

违约。对于大中型客户，第一时间走访、了

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针对受疫情影响经营

暂时有困难的企业，按照“一户一策”的原

则，结合企业真实困难和需求，制订个性化

方案，通过临时性还本、调整结息频率等方

式帮助企业渡过难关。截至 8月 31日，累计

为 164个符合要求的客户办理贷款延期业务

207笔，金额共计 11143.14万元。针对确因

疫情影响发生利息拖欠的客户，在其欠息归

还后，该行向人行申请了欠息信息删除，确

保不影响客户信用记录。

全方位支持普惠性小微企业贷款实现

“双增”。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和专属服

务，大力支持小微企业复工复产，加强信

贷投放力度，与企业共渡难关。积极跟踪

服务信贷企业，及时了解企业上下游情

况，通过产品、服务等给予企业及其上下

游最大的支持。为某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

发放 500万元流动资金贷款，积极支持上

游小微企业复工复产。截至 8月 31日，建

行 南 阳 分 行 普 惠 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244232.11 万元，较年初新增 54358.11 万

元，完成全年信贷计划 84.93%；有贷款余

额的户数 5989户，较年初新增 548户。

加大小微企业信用贷款、中长期贷款、

首贷、续贷支持力度。对于符合续贷条件的

小微企业客户，提供到期贷款续贷服务，尤

其对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医药、运输、制造

等行业小微企业客户实行自动续贷，同时通

过线上各类信贷产品，加大信用类贷款投放

力度。截至 8 月 31 日，建行南阳分行全口

径小微续贷余额 2381.28 万元，续贷占比

0.57% ； 全 口 径 小 微 信 用 贷 款 余 额

128629.17 万元，信用类占比 30.73%；全

口径小微中长期贷款余额 192313万元，中

长期贷款占比 45.94%。

规范信贷融资收费，降低企业融资综

合成本，对符合退税退费政策的客户退

费。根据客户实际需求，利用线上产品帮

助客户及其上下游企业融资，不仅提高融

资效率，也大大节省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对普惠型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率实施优

惠措施，除此之外不附加任何额外费用。

抵押类贷款产生的评估费、抵押登记费及

需办理押品财产保险的保险费等，均由该

行承担。对普惠型小微企业新发放贷款利

率在年初基础上已累计下降 0.95 个百分

点。对疫情防控相关行业普惠型小微企业

新发放贷款利率在上述优惠基础上进一步

下降。目前已实现对普惠型小微企业新发

放贷款利率下调至 4.05%，对疫情防控涉

及的 90个相关行业小微企业申请小微快贷

的利率下调至 3.85%。

落实授信尽职免责制度。严格按照责

任认定相关文件要求认定尽职免责。通过

实地走访企业，走访其上下游企业，或通

过互联网等方式加强对企业贷前、贷中、

贷后的管理，严格按照政策文件要求，落

实授信尽职免责制度。该行 2020年以来共

认定 153 笔个人贷款，金额合计 2344 万

元，相关责任人均认定为尽职免责。

强化产业链核心企业和上下游企业金

融服务，推动协同复工复产。

加大外贸企业信贷投放，扩大出口信

用保险覆盖面等保险保障。加大重点企业

原材料进口业务信贷需求投放，提供差额

保证金、免担保进口开证业务支持。截至

8 月底，累计为全市进口企业办理差额保

证金业务合计 6140万美元。

加强重点行业金融服务

为受疫情影响严重行业提供金融支

持。对于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交通运输、批

发零售、文化娱乐、住宿餐饮等行业，采

用调整结息方式、再融资等多种方式给予

金融支持。对于大中型客户，如南阳市高

速公路有限公司，建行南阳分行将其按季

结息调整为按年结息。截至 8月 31日，建

行南阳分行小微企业贷款中，交通运输业

贷款余额 6478.83万元，占比 3.60%；批发

零 售 业 贷 款 余 额 89314.37 万 元 ， 占 比

49.59%；娱乐业贷款余额 1069.68万元，占

比 0.59%；住宿和餐饮业贷款余额 3703.89
万元，占比 2.06%。

加大对制造业贷款尤其是对中长期制

造业贷款的投放力度。明确全年制造业贷

款增长目标，结合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及融

资需求，加大对制造业的贷款额度，尤其

是加大对中长期制造业贷款的投放额度。

制造业贷款余额 23.91 亿元，扣除核销因

素，今年以来制造业贷款余额净增两亿元

以上。

加强春耕备耕农资供应、农副产品生产

包括生猪稳产保供等信贷资金投放。截至 8月
31日，建行南阳分行小微企业贷款中，农、

林、牧、渔业贷款余额 5192.12万元，占比为

2.88%。

满足疫情防控重点医疗企业和重点生

活物质保障企业的合理信贷需求。关注疫

情防控重点医疗企业和重点生活物质保障

企业信贷需求，推出“云义贷”专属服

务。针对疫情防控全产业链及受疫情影响

的小微企业提供“云义贷”专属服务，组

合信用及抵押、质押、保证等多种担保方

式，灵活满足企业融资需求，单户贷款最

高 3000万元，实现精准支持，与企业共战

疫情。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建行“惠懂

你”APP、手机银行等渠道，足不出户，

即可申请办理。截至 8月底，建行南阳分

行通过“云义贷”支持 162 家小微企业，

授信金额达 16322万元。

摸排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加强信贷资金流向监控，防止资金

流入房市股市。贷款办理过程中加强对

客户的教育引导，通过线上系统预警和

线下现场调查结合的方式，对延期还本

付息企业贷款质量情况进行监控，杜绝

弄虚作假等违法违规行为。该行个人快

贷支用模块升级，对贷款资金流入禁止

领域有效控制。

该行下一步将继续创新服务流程，产

品以适应目前复工复产企业需求，依托金

融科技优势，加大信贷投放，全力保障供

应链产业链顺畅运转；同时，坚持以实质

性风险判断原则开展风险分类管理，为全

市复工复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有力

的支持保障。②11
（党盼攀）

建行南阳分行发挥金融力量支持复工复产助力南阳“六稳”“六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