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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收藏

烟 标 上 的 中 草 药

我不止一次地对我的同
学——“石痴徐”说，我已上了你
的贼船，是你一步步引我上钩，
让我从花痴变成了石痴，让我的
枕边书也换成了石头。

我常会抽空欣赏摩挲着，从
山里捡回来的五颜六色光滑细
腻的石头——“阳羡玉”（它含
有玛瑙材质，当地藏友称它“阳
羡玉”），很是愉悦，很是享受！
我没想到这辈子会接触到这么
许多的“玉”，尽管还有不少人看
不上它。

记得前两年的一个冬天，
“石痴徐”有事，不能陪我去山里
拾石。我的“石瘾”来了，欲罢不
能，就一个人拿着锄头背着袋进
山了。

那天的天气也真好，十二月
份了，还小阳春似的春和景明
着，和煦的阳光照得山间的一切
都在发光，照得我背心也在微微
出汗，置身这种清朗的环境中，
心胸都开张到说不出的大。我
带着希冀，睁大眼睛，寻找绣花
针似的转悠在空旷的山坳里。
不远处有什么在闪闪发光，肯定
是石头，好的石头在阳光下会发
光的，尽管它只露出一点儿边
缘。我走过去掘出来，果然是块
暗红色的光滑小石头。

记得以前，我与“石痴徐”一
起来的时候，在路边的坡上拾到
一块玛瑙，里面裹着很好看的碎
黄花。这一次，我想再过去碰碰
运气。走近看，那里的地势有了
变化。就在我一边转悠一边侦
察地形的时候，突然发现坡底下
的水潭边有一点深红，非常耀
眼。凭我几次拾石的经验，知道
它是玛瑙。无论如何我要捡到
它。我从坡的对面，绕过水潭，
转到坡上。那个坡也真陡。我
用小锄头伸过去，终于钩到了那
点“红”。我一刻也不敢多停留，
生怕那些石块载着我一起下陷，
那就糟了。这大冬天的，鞋袜都
要浸水的。

捡到的那点“红”，比我发现
时的“它”要大一倍，约有4厘米
长、2厘米宽吧！这让我喜出望
外。我立即放下锄头，来到安全
的潭边，用水清洗起来。洗掉泥
后，它颜色更艳，是那种娇艳的
大红，透着莹莹的光。另一面是
两边红，中间白，红白相映也好
看。我捏在手里，反复欣赏，拾
石至今，还没拾到过这么红艳的
美石呢！与这块石头相比，前面
的那块暗红色小石就逊色多了。

就在那个陡坡上，我还捡到
了两块较大的白色玛瑙 ，其中一
块晶莹、白皙，里面透出嫩嫩的
红晕，像小孩握着的拳头，很是
可爱！

下午两点左右，我在另外一
个大水潭边，遇到了三个拾石头
的人。有一个年轻的是本地徐
舍人，他刚从南边山上下来。他
将几块小石头送给了我，说是家
里这样的小石头很多。

我在山上拾石，总会碰到一
些拾石头的人，与我素不相识，
却会慷慨地给我一块两块石
头。当然，他们捡石历史长，眼

界高，一般的石头上不了他们的
法眼，但他们送我的石头也比我
当初捡到的那些石头要强多了！

记得我上次拾石，也是在这
片空旷的山坳里，就在我低头转
悠的时候，旁边走过一位五十多
岁的外地大嫂，喊着我，说是要
把手里的两块蜡石送给我。我
凭她这般的热忱，不管石头好
坏，我都要接下来的。大嫂才过
去一会儿，又从南边山上下来三
个年轻姑娘，也是外地人。其中
一个穿红衣服的漂亮姑娘，来到
我的面前，送我一块小石头。我
一看，石头虽小，里面透着漂亮
的花纹，我连声说着谢谢。接过
石头后，我猛地想起身上还有三
个小面包的。我就追上去，硬是
把面包塞给了她们。

我由衷地喜欢那些素不相
识的石友们，他们给我石头之
后，转身就消失了，留给我的是
欣喜，是感激，感觉这世间还真
有像玉石一样美好的人！

那天到家已是五点多了。
我一边在压力锅上煮着晚饭，一
边就把拾回的石头们一并倒在
水盆里，趁着晚饭未熟，就开始
了洗石。每次捡石回来，我总是
迫不及待地开始洗石，感觉洗石
是整个捡石过程中的第二乐趣，
不亚于捡石的。

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还是惦
记着昨天捡回来的石头。我一
面烧水，一面又把石头倒入清水
中进行第二遍清洗。因为晚上
看到的石头颜色，会因灯光有影
响的。

洗石头时，我发现了一块浅
紫的石头，上面布满了密密的葡
萄籽。不知听哪个石友说过，有
葡萄籽的是好石。这块小石是
那个徐舍人拾到了送给我的。
还有一块，后来我听雕刻师说它
是好东西，也是那个徐舍人捡了
送给我的，像个碗底陀螺似的。
起先我并不看好它，因它表面覆
盖着层煤屑一样的东西，黑黑
的，只露出一点点肉红色。雕刻
师称它为“红粉”，准备用它帮我
雕成一个“吉祥如意”的挂件。

捡石过程还有最后一个乐
趣，那就是等石头干了之后欣赏
它。有的石头是洗干净了浸在
水里漂亮，颜色鲜艳，花纹清晰;
而有的石头是洗净干爽后，才发
出它应有的光亮，显现它本有的
坚实细腻的品质，让你最后认识
它，喜欢它。

有的石头是表面粗糙丑陋，
内里却是紧致细密，有的石头表
面好看，内里却是孬货，看来石
头也如人一样，千人千面，千人
千品的。

（唐幼芬 文/摄）

我家珍藏着一个核桃木雕
刻的脉枕，这个脉枕长15厘米、
宽6厘米、高7.5厘米。脉枕的造
型非常特别，看上去就是一个胖
乎乎的娃娃抱臂侧卧着。娃娃光
头，眯着眼，大张着嘴，似乎睡得
正香。娃娃的背脊微微凹陷，正
适合病人把手腕搁在那里候诊。

这个脉枕造型简约，纹理细
腻，厚重拙朴。工匠运用浮雕、
浅雕等技法，只寥寥几刀，便将
一个肥胖乖巧的娃娃，活灵活现
地展现了出来。想必那些前来
看病的病人，见到如此可爱的脉
枕，愁闷的心情瞬间就会变得轻
松起来。

这个脉枕在我家传了四代，
有一百余年的历史了。由于年
代久远，使用频繁，脉枕已变得
光滑如玉，包浆深厚。它的色泽
虽不再鲜艳，却别有一番古朴、
沧桑的味道。听父亲讲，这个娃

娃型脉枕是太爷爷的心爱之
物。关于它的来历，还有一个感
人的故事。太爷爷是镇上的一
位中医，他医术高明，心地善良，
非常同情那些家庭困难的病人，
经常去山上采草药，以极便宜的
价格卖给病人。对于那些无钱
治病的病人，他则是免费赠药。

上世纪20年代初的某日，太
爷爷上山采药时，到一农户家讨
水喝，发现农户的儿子患了伤
寒。因无钱医治，病人头发都掉
光了，人瘦得皮包骨头，奄奄一
息。太爷爷动了恻隐之心，当即
为其把脉看病。然后太爷爷对
病人父亲说：“跟我一起回去吧，
我送些中草药给你们，你儿子不
能再拖了。”

太爷爷精心给配了药，并几
次前往探望。一个月后，农户儿
子终于痊愈。只是头上光秃秃
的，再也不长头发。虽然如此，

这名农户还是欢喜不已。他们
见太爷爷的脉枕破旧，便把家里
一棵长了几十年的核桃树砍了，
请工匠做了一个娃娃型脉枕送
给太爷爷。为了感念太爷爷的
救命之恩，特意将脉枕做成一个
光头娃娃的形状。

太爷爷一生清正自律，从不
收受病人的馈赠。但这个木雕
娃娃型脉枕，他很喜欢，破例收
下了。太爷爷把这个脉枕放在
诊室的桌子上，病人们知道了脉
枕的故事后，对太爷爷更加敬
重。爷爷长大后，继承了太爷爷
的衣钵。太爷爷郑重地把这个
脉枕送给他，并谆谆告诫：“心里
一定要有病人。要记住这个故
事，脉诊要一代代传下去。”

爷爷牢牢地记住太爷爷的
教诲，用精湛的医术救人无数。
脉枕传给父亲时，父亲在一家国
有企业做安保工作。有一次，为
了保护国家财产，他与歹徒进行
了顽强的搏斗，身负重伤也毫不
退缩。现在，脉枕传到我手里。
我也是一名医生，在工作中，我
总是要求自己做到最好，曾多次
为病人献血，为了病人的康复殚
精竭虑。

这个木雕娃娃型脉枕，成了
我家乐善好施的载体和见证。
我们会将这个脉枕的故事讲给
后辈听，并将乐善助人的好家风
一代代传下去。 （胡 萍 文/摄）

保护野生动物，我国早就有法
律明文规定，1988年11月8日，第
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之后又先
后经过几次修订。2020年2月24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
次会议，更是审议通过了《关于全
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
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野生动物作为维护自然生态健
康循环的重要环节，从长远来看，对
地球和人类的和谐发展有着深远的
影响；从目前来看，其所携带的病菌
对人类的潜在威胁，已远远地超过
人类现阶段的认知。加大普法宣

传，增强国人保护野生动物意识，革
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
类自身生命安全，实在是刻不容缓。

为此，我就准备将收集到的相
关法律条文和图片，在键盘上敲出
图文并茂的帖子，发到微信朋友圈
开展普法宣传，为战“疫”助力。这
时小孙女在一旁给我支招说，爷爷
书橱里集邮册内的国家重点保护
野生动物邮票不是很好的素材吗？

真是一语提醒梦中人，我当即
找出了珍藏在邮册中的两套《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版张邮票。
其一是2000年2月25日发行的特
种邮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I
级）（一）》，是套票小版张，包含10
枚邮票和2枚过桥票，志号：2000-

03。10枚邮票图案名称依次是朱
鹮、金斑喙凤蝶、大熊猫、褐马鸡、
中华鲟、金丝猴、白鳍豚、丹顶鹤、
东北虎、扬子鳄，全套面值为20.70
元。无面值的过桥票则分别是梅
花鹿和亚洲象。其二是2001年3
月16日发行的特种邮票《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I级）（二）》，也是套
票小版张，包含10枚邮票和2枚过
桥票，志号：2004-04。10枚邮票
图案名称依次是扭角羚、白鲟、麋
鹿、达士鲟、北山羊、虎头海雕、野
骆驼、雪豹、紫貂、高鼻羚，全套面
值为13.70元。无面值的过桥票则
分别为黑颈鹤和野牦牛。

此两套小版张外形规格均为
146×213毫米。所谓小版张又称
小开张，它是邮政部门为满足集邮
者需要，在发行的全版张之外另印
制的小开张邮票。小版张四周一
般印有边饰或特定的文字与图
案。看着这两套小版张上印的24
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它们或
栖息或遨游，或嬉戏或扑食，或狂
奔或飞翔，无论是大熊猫上树避
难，还是金丝猴阖家“天伦之乐”，
或者是丹顶鹤振翅飞翔……这些
邮票都细致生动地刻画了这些重
点保护动物的优美形态和独特生
活环境，给人以大美的享受。

当我凝视着金丝猴阖家“天伦
之乐”的邮票时，小孙女笑着说，爷
爷你相册中还有一张“三猴同框”
的照片，说明你特别喜欢猴子啦！

我告诉她，那是我以前到云南西双
版纳原始森林旅游时，一只猴子爬
在我的头上，朋友拍下了这难得的
瞬间。因我属猴，颈上又挂着的玉
石也是猴，所以戏称为“三猴同
框”。如此可爱的猴子，是人类的
好朋友，理应好好保护。我愤慨地
对小孙女说，可是现在，居然有人
吃腻了猪脑髓，异想天开去吃猴脑
髓，这种虐杀野生动物的行为实在
是令人发指，必须依法严惩。

我指着憨厚的亚洲象邮票，想
起了一些人为了显示自己的所谓
身份，用餐时使用象牙筷子，造成
大象被猎杀，媒体上屡有象牙走私
案曝光，我对小孙女说，还是要倡
导使用传统的竹筷子，免得大象遭
殃，小孙女连连点头称是！

小孙女看着大熊猫邮票对我
说，去年暑假，她到成都旅游时，到
大熊猫基地实地看到了可爱的“国
宝”啃竹子，大家都争相拍照留念。

我边用手机将两套《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动物》小版张邮票拍好
照，写好说明文字，配上保护野生
动物的法律规定，发到微信朋友圈
内，边自信地对小孙女说，最近正
在开展全面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
易专项行动，央视新闻也曝光了一
批依法惩处的猎杀野生动物案件，
野生动物保护力度一定会更大，保
护措施也会更多，“保护野生动物，
共享美好家园”的理念一定会日益
深入人心。 （卢俭幸 文/摄）

翻开中国古典文学的书页，吟咏
清明祭祖的名篇佳句层出不穷。如
白居易的“乌啼鹊噪昏乔木，清明寒
食谁家哭。”高翥的“南北山头多墓
田，清明祭扫各纷然。”高启的“风
雨梨花寒食过，几家坟上子孙来。”
而在各种传世的瓷器上，也时时可以
感触到清明祭祖这一古老习俗的厚
重意蕴。

如我的一位藏友所收藏的一只
清代雍正年间的青花赏盘，盘径20.5
厘米，瓷质细密，釉色亮丽。自盘沿
至盘心，均缀以寓意吉祥如意的青花
纹饰。盘心瓷画设计别具匠心，巧妙
地用盛开的牡丹花分割成两部分，上
下各构成一幅完整的画面。上面的
一幅：祭桌上摆满了各种祭品，一位
青衣儒生双手合十，满脸虔诚，朝着
先祖的灵位膜拜。旋转瓷盘，另一幅
画面映入眼帘：清明时节，花开似
锦。祭祖的男士，手持祭盒，朝向墓
园，半跪半蹲，焚香祭拜。两幅瓷画，
各自独立，又浑然一体，无丝毫瑕疵。

清明节起源于周代，距今已有
2500多年历史。最初的清明只是一
个普通的节气，依附于寒食节存在，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先后融合了寒
食节、上巳节等古老节日的习俗，地
位日益重要。唐代首次将清明节列
入国家法定节日，宋以后沿袭至今。

祭祀是清明时节最重要的活
动。这是一项源于寒食节的习俗，春
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形成。古时，
每逢清明之际，上至帝王将相，下至
黎民百姓，都要去祭祀扫墓。古书
《梦粱录》记载“清明日，官员士庶俱
出郊省墓，以尽思时之敬。”先民在清
明祭墓时要整修坟墓，清除杂草，培
添新土,把纸钱挂在墓地周围。此
外，人们还要把酒食果品供祭于墓
前，并赋诗作对，长歌当哭，寄托对亲
人的哀思。上文中的瓷画描绘了清
朝中期民间清明祭祀的场景。

仔细端详这只赏盘，器型圆柔纤
丽，修挺俊秀，胎骨晶莹洁白，釉呈青
白色，纯净润泽，瓷画用笔精细纤柔，
构图清晰。究其形制、工艺、釉彩风
格，当为清雍正年间官窑烧造。更值
得一提的是瓷盘上的薄胎工艺。薄
胎瓷亦称“脱胎瓷”“蛋壳瓷”，胎质用
纯釉制成，轻巧、秀丽，做工精致，透
光性好。薄胎瓷，初出于明永乐年
间，成化、万历年间均有精品传世。
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三代薄胎瓷技艺
日益精湛，其中当属清雍正年间的景
德镇薄胎瓷，最负盛名。人称:薄似
蝉翼，亮如玻璃，轻若浮云。

（朱卫东）

岁末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
肺炎疫情，在全国人民的共同抗
击下，目前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
好。在治疗中，祖国的中医药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作为一个狂

热的收藏爱好者，我收藏了一组
以中草药为品牌的烟标，闲暇时
观之，甚是愉悦。

其一是蒲公英烟标。蒲公英
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华花郎

等，广泛分布于山坡草地、路边、
河滩等地。蒲公英性寒，味苦，有
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利湿退黄之
功效。上世纪80年代，利川卷烟
厂出品了“蒲公英”烟标，该烟标
白色的底子上，主版画面为一株
叶片肥大碧绿的蒲公英，中间伸
出两个分枝，一分枝上有三个花
苞，另一枝顶端已结成滚圆的绒
球，只待一阵风来便会散开。副
版画面为两片绿叶顶着一个白色
圆球，圆球的上半部分呈扇形。
画面简洁、生动，让我想起一个关
于蒲公英的谜语：“小小伞兵志气
豪，头顶白帽飘啊飘。飘到天涯
与海角，四海为家任逍遥。”

其二是麦冬烟标。麦冬为百
合科沿阶草属植物，其小块根是
中药，有生津解渴、润肺止咳之功
效，是我国药物学著作《神农本草
经》记载的上品药物。今年三月
初，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布了
《新型冠状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

七版）》，在推荐的中药方中，就有
麦冬这味药。上世纪80年代，四
川省烟草公司绵阳卷烟厂出品了

“麦冬”烟标。该烟标上，上下的
黄底上用水墨画的艺术手法，各
描绘了一株连根带叶的麦冬，中
间写有麦冬的功用，功用之上是
黑色的行书“麦冬”两字。这幅烟
标色调柔和，淡雅，让人一看就记
住了麦冬这味中药。

还有白芙蓉烟标。白芙蓉是
芙蓉花的一个花色品种，别名地
芙蓉、华木、木莲、青露和拒霜花，
为锦葵科木槿属落叶乔灌木。其
花形似牡丹，凌霜绽放，有清热解
毒、消肿排脓的功效，可用于痈疖
疔疮、无名肿毒、烧伤烫伤、跌打
损伤等症。上世纪80年代，成都
卷烟厂出品了“白芙蓉”烟标，该
烟标主版画面白底上，一朵硕大
的粉红色芙蓉花在绿叶的衬托下
极其艳丽，旁边伸展着三个蓓蕾，
居中是金色的行书“白芙蓉”三

字，下面是白芙蓉的知识介绍、历
史典故。副版画面为一朵粉红色
的芙蓉花和芙蓉花三字红色的拼
音。整个画面清新淡雅，似乎能
闻到芙蓉花那淡淡的清香。

另外，还有杜仲烟标。杜仲
为落叶乔木，高达20米，树皮灰
色，折断时具有弹性的银白色细
丝，药用其树皮。杜仲含15种矿
物元素，被称为“植物黄金”，《本
草纲目》记载：杜仲色紫而润，味
甘微辛，其气温平，甘温能补，微
辛能润，故能入肝而补肾。上世
纪90年代，中国贵阳卷烟二厂生
产了“杜仲”烟标，该烟标主版画
面在渐变的橘黄色底子上有一块
杜仲树皮的褐色切片，切片右侧
有竖写的“杜仲烟”三个白色篆体
字，副版是两片杜仲深绿色的树
叶和根。此烟标主题鲜明，色彩
亮丽，可让人在赏玩中记住中药
名，可谓一举两得。

（苏 凝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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