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住长埫口的李女士近期觉
得眼睛咔的厉害，开始自己买了
眼药水点点还能控制，到后来感
觉刺痛难忍这才去医院。检查后
得知是患了眼结石这种眼病。据
李女士介绍她的工作是化妆品销
售员，常年都是带妆工作。而且
基本上都是浓妆。每每下班后卸
妆不彻底，化妆品的渣渣掉到眼
睛里，就会对睑缘部位和结膜产
生刺激，造成睑缘炎、睑板腺炎
等。长期如此炎症加剧便诱发眼
结石。

眼结石并非“真结石”，其实
是结膜发生慢性炎症时，结膜脱
落的上皮细胞、黏液成分和脂肪
等成分长期堆积，形成的一颗颗
小米粒大小、类似于结石的东
西。它的本质是结膜的凝结物，
并不是真的石子，但也不能掉以
轻心。眼结石一开始只是藏在结
膜下面的小颗粒，几乎没有存在
感，你可能完全感觉不到，需要由
医生通过仪器检查才能发现。

哪些情况下容易长眼结石：
长期化浓妆卸妆不彻底，如果卸

妆时没有清除干净，就会对睑缘
部位和结膜产生刺激，造成睑缘
炎、睑板腺炎等眼睛油脂排放功
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从而引起
一些慢性炎症；长期看电脑，追
剧、工作看电脑，没事儿还要盯手
机，看得入迷了，忘记眨眼，泪液
蒸发会快，泪腺分泌的泪液就会
减少，时间久了容易造成眼睛干
涩。如果发展成了干眼症，眼睛
容易发生炎症，就有可能诱发眼
结石；佩戴隐形眼镜过程中不注
意卫生，也会导致眼睛产生炎症，

也会诱发眼结石。
爱尔眼科温馨提示：眼结石

多数因炎症而起，想要预防眼结
石，重点就在于注意用眼卫生。
一旦有眼部不适要及时就医治疗
消除炎症，以免对视力造成不可
逆的伤害。

用眼不卫生小心“眼结石”

相信许多购彩者都有一个习惯，在平
日买菜或散步时会顺路到体彩店购买一注
体彩大乐透，南京蔡大叔就是其中之一，出
门买块肥皂就中了体彩大乐透头奖。

近日蔡大叔现身省体彩中心兑奖大
厅，带来一张20元2倍投注的体彩大乐透
彩票，其中号码“07、11、13、22、29+03、08”
击中10月6日体彩大乐透第18117期头奖。

据了解，蔡大叔中的这张彩票是体彩
大乐透一等奖，单注奖金674万余元，共

中得一等奖2注，奖金总计1349万元。
蔡大叔在兑奖后激动地说：“我可是

体彩大乐透的忠实粉丝，没事就喜欢买两
注试试手气，10月6日下午出门买肥皂，
路过体彩店就投注了这张彩票，后来路过
这家店，看到门口的中奖喜报才知道自己
真的中了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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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
下起了大雨，我一只手半掩着脑袋，急
冲冲地向7路车站牌跑去。

雨越下越大，宏达路上的7路车站
牌没有亭子可躲，我猫着腰，急不可耐
地等待7路车的到来。

突然，我头上的雨停了，抬眼望去，
一个脸蛋圆圆、笑意盈盈的小姑娘为我
举着一把伞，声音悦耳地对我说：“雨下
得大，我们一起打把伞吧。”

那一刻，一股暖流流进我的心田，
“太谢谢你了！”。“没事的，我看你淋着
雨，我们一起打把伞我也挺高兴的。”我
和小姑娘攀谈起来，小姑娘告诉我，她
是 90 年出生的，在千秋学校教初一的
语文，当天是坐 9 路车到学校上晚自
习。才说了几句，9 路车来了，小姑娘
对我轻声说：“我先上车了。”我大声追
问小姑娘的名字，她只莞尔一笑。

望着她的背影，我无比感动。当人
生的凄风苦雨袭来时，总有善意和爱的
花朵，开在人生冷暖的心间。

大洪菜场里，一位 70 多岁的爹爹
每天都在角落里卖自家菜园里的小
菜。一日，我买了一把青菜，几个丝瓜，
递给老人50元钱。老人在身上到处摸
索散钱，没有。老人说，我没有散钱，你
长期在我手上买菜，拿去吃了算了。“那
哪成啊，我去买点肉了再给散钱您。”哪
知爹爹一把把菜塞进我的手中，说算
了，算了，今天你就拿回去吃了，换零钱
我也不要了。于是，我到外面的早点摊
上为爹爹端了一碗牛肉面，一杯豆浆。
爹爹不好意思地说：“菜值不了这多钱
呀，你看你买这么多。”

后来，我在菜场有好长时间没看到
老爹爹，今年5月份，我正在大洪菜场
买菜时，突然看到不远处有人推着自行

车朝我招手，喊着：小姑娘，小姑娘，(不
好意思，本人只是个子小，年龄老大不
小了）我迎上前去，看到了好久未见的
卖菜的老爹爹。老爹爹连珠炮似地说：

“前段时间我大病一场，到医院住院了
近2个月，差点死了。好长时间没到菜
场卖菜，今天来女儿这里玩顺便来菜场
转转，碰到你真高兴。”说着，老爹爹从
自行车后座上的塑料袋中拿出一大把
竹叶菜，对我说：“这是我刚从女儿的田
地里摘的，全部给你吃，我再去弄。”我
要分一半给老爹爹，哪知老爹爹执意不
肯，并要我拿回去吃，快拿回去。说着，
老爹爹推着自行车就走了。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平凡如草
芥。在朴素清雅、淡泊一生的人生里，

无数的陌生人、平凡人与我们相遇，再
分别，虽是刹那芳华，却依然在我们的
生命里闪耀着人性最真的情，最耀眼的
光。

也许，他们都是低到尘埃里的普通
人，但谁又能否认他们的品性之高阔、心
境之辽远呢。他们不因素不相识而拒人
千里，不因毫无回报而冷眼旁观。当他
们把善良与温情洒向身边的陌生人时，
他们给予我们的感动，却潜着香、藏着
甜，如鲜花般开满我们的每一个日子。

有时候，富贵如指尖的薄暖，浮
名若云影的轻凉。但那伸向我们头
顶的雨伞，递向我们手中的青菜，却
让我们铭刻在心，没齿难忘。是他
们 ，让 我 们
看到了初心
清 澈 如 昔 ，
感受到了生
活 温 润 剔
透 ，感 恩 那
些平凡人！

●曾令舜（郑场初中）

我的家在江汉平原上
我的家在江汉平原上，
那里有星罗棋布的鱼塘，
那里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那里有碧绿的麦浪，
有金灿灿的油菜花，
那里的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

那里有一蔸一蔸的稻秧，
那里到处金波荡漾，
好一片丰收繁忙景象。

我的家在江汉平原上，
那里是物产丰富的地方，
在“开放开明，尚德尚进”的仙桃精

神指引下，
一定会早日建成小康！

●吕 婕（市审计局）

某地某景
一条格字路，二目殷切眸；
三人簇成环，四季木青幽；
五行生克数，六顺觅缘头；
七旬母爱浓，八面俊颜狩；
九里开外扬，十全佳人候；
千年一轮回，万载共枕留。

摄影 陈亚东

仙桃中学老干部活动室里，每天活
跃着一群热爱生活的老人们。他们在
那里读书、看报、打牌、下棋，谈天说地、
欢声笑语。整天无忧无虑、其乐融融。
这中间有一位常客就是我们的恩师
——欧阳少修先生。

欧阳少修先生一九三九年十一月
十四日出生在杨林尾镇杨丰街一位小
商家里。家里无田无地，仅靠父母做文
具生意维持生计。欧阳先生五岁丧母，
十二岁丧父，靠年过花甲的祖父母带
大。欧阳先生一九五二年毕业于杨丰
小学，同年考入沔阳中学读初中，一九
五五年考入天门中学读高中，一九五八
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当时叫华中师范
学院）数学系。一九六二年毕业参加工
作。一九七零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
九九年底退休。

欧阳先生从小家境贫寒，从上私塾
到读小学、中学、只要是放假回家，就协
助父亲经营文具生意。有时是守店经
营，有时是跟随父亲走街串巷、走村串
户，一路叫卖。父亲去世后，又随祖父
干同样的营生。高中毕业前夕，祖父又
溘然长逝，不得已只得寄居在姑妈家。
好在考入华师后，生活费全免，才得以
安心读书，度过了四年的大学生活。在
华师上学的日子里，恰逢建校高潮，桂
子山上，热闹非凡，机器轰鸣，人声鼎
沸。那里正在开山平地，扩建校舍，新
建操场。为了挣点零花钱，欧阳少修先
生同其他一些贫困学生一道利用星期
天、寒暑假投入到了那火热的建校劳动
中。有一年寒假一直干到大年三十，直

到学校负责建设的领导将每天一元零
八分钱的工钱亲自交到每位学生的手
中。

欧阳少修先生华师毕业后分到了
仙桃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同时还兼任班
主任。他先后在仙桃中学和杨林尾中
学工作。他对教学工作兢兢业业，从不
马虎。在杨林尾中学工作期间，他担任
校长一职，狠抓教育质量，七七、七八两
届高中毕业生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
绩。七七届毕业生罗俊当年被华中工
学院录取，后来成了中科院院士。他还
组织师生勤工俭学，在杨林尾中学扩建
了三间教室，新建了一个可容纳六百人
的风雨操场。在仙桃中学工作期间，他
除了上好自己的数学课外，还长期担任
班主任工作。他一直认为，作为教师，
应该有一种蜡烛精神，既照亮别人，又
光辉自己。对待学生，核心的问题是一
个爱字。他非常注重教育方法，他一贯
坚持对学生进行正面教育，对一些犯了
毛病的学生，他从不乱加指责，而是耐
心细致地做他们的思想工作，用鼓励的
方法，启迪他们的心智，培养他们的上
进心。所以很多学生愿意接触老师、亲
近老师。有些困难学生经常向老师借
生活费，有的还了，有的一直没还，他也
从不计较。他的一辆自行车，同学们随

借随用，同学们戏称老师的自行车为
“公交车”。为了鼓励同学们锻炼身体，
他还自费为班内学生买了一个篮球，坚
持在课外时间与同学们一道打球玩
耍。一九六四、六五年间，为了更好地
照顾和了解学生，他还把铺盖搬到男生
宿舍，与同学们睡在一起，按时起居。
欧阳老师不仅关爱学生，还关爱学生的
家长，每当有学生家长来校探望学生，
他总是热情接待，如实向家长反映学生
的学习与成长情况。欧阳先生是我读
高一时的数学老师，一次，我的父亲来
校看我，他得知我父亲没有吃中饭时，
立刻从教工食堂买来饭菜招待我父
亲。要知道，当年吃饭要粮票，粮票是
定量发放的！真可谓当年一餐饭，现今
一席酒啊！

欧阳少修先生工作期间，担任过多
种职务，学校的校长、教育局的局长、县
总工会的主席，原沔阳县人民政府的副
县长。一九八零年，欧阳少修先生被选
为沔阳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分管文教
卫。此时，正是改革开放蓬勃兴起的年
代，大量的农民开始进城，有的做生意，
有的开工厂，有的务工。他们的子女也
跟着进城读书。这样一来，城区的学校
不堪重负。怎么办？要解决这个问题
需要大量资金，当时的财政又拿不出这

么多钱来，怎么办？欧阳少修先生在进
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决定：集资办
学！他把自己的想法拿到政府办公会
上讨论，得到县领导的全力支持。县领
导立即以政府的名义下发了集资办学
的文件。经过欧阳先生几年的努力，终
于在仙桃城区新建了三中、四中、交通
路小学、龙华山小学。有些旧校得到了
扩容，一些危房得到了改造。

一九八四年为了争取得到省卫生
厅一笔支持老少边区的医疗建设基金
专款，欧阳少修先生和县卫生部门的干
部跑荆州、赴武汉，多方努力，终于如愿
以偿。一年之内就建成了当年颇具规
模的人民医院住院部，中医院住院部和
血防医院。

欧阳少修先生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老伴舒丹寿女士2004年去世后不
久，欧阳先生又找到新的伴侣。欧阳先
生育有四个女儿，老大在美国柯洛那多
州丹佛大学任教，老二在北京实验中
学，老三在北京大学，老四在武汉四中，
都是老师，真可谓是满屋学者、教育世
家。欧阳少修先生高兴的时候就到孩
子们那儿走走看看，也算做是快乐旅
游、陶冶身心吧！

今年十一月，是我们的恩师欧阳少
修先生的八秩华诞。仅以此文对他表
示我们的敬意，并祝愿先生健康长寿、
乐享天年！

●别必银（仙桃中学）

春风化雨润心田
——记恩师欧阳少修先生

●肖金洲（市政法委）

读清风明月 感细雨秋阳
仙桃活跃的女诗人中，邓彩萍因为在外工作，我只见过两三次

面，但她发在微信群里的诗，却以其灵动耐读让我喜欢。不敢说她
的诗是仙桃诗坛最好的诗作，但我们能在她的诗中读懂故乡，读来
季节，读到心语，读出一个为了生活在外奔波，在各个市场叫卖服
装且行且吟的人生。生活的艰辛在《流浪》中是这样的：星月睡了/
只有疲惫的灵魂/还在漫长的黑夜里/流浪。在四处奔波的生活
中，她的灵魂在诗丛里跋涉，寻觅着属于自己的一堆篝火，一落细
雨。我们会在这样的诗中读懂生活的意义，知道努力和刻苦不是
为了他人，也不是为了虚渺的远方，而是为了成为更好的自己。

她的那首《故乡》，为说是怀念父亲，是人百年后的归宿：人生/
是生命回归故乡的旅程/故乡/永远满山红叶/飘缈丹香。我们谁没
有回味过故乡呢？谁没有怀念过故去的亲人呢？可那份美好，我们
就不曾用诗意表达，写不出“故乡/父亲/应允儿早些回家/让我们相
逢于灵魂的故土/一起载歌/一起品芬芳”这种味道，也写不出“故乡
是光，是爱/那里有光的风骨/自由和爱/从来只在心中”这种思念。
她的季节，浓缩在《秋》里，“秋/飘逸而来/驱散了酷夏的热浪/往日
骄横姿意的太阳/也变得几许温情几许忧伤”她回过头，看着飘零的
落叶，听着知了的鸣叫，给人留下“人生一世，草木一秋”的余想，却
又在一个蜘蛛的补网中，启迪人们捕捉希望，努力奋斗，表现出一个
漂泊者顽强的生存意识。而在《清明》里，她的思想也和那春天一样
明媚：看淡生和死/让风/吹开我的心/变成一只麻雀/飞过墓地/与
春天一起歌唱。这样的诗，真的是可遇不可求，可思也好读。

读邓彩萍的诗，我能在《落叶》感受一个柔弱的孤影，在古刹青
灯下的木鱼声，把比天高的心敲碎，让比纸薄的命化作缕缕轻烟随
风飘走。在《流浪》里，她还吟着风干的惆怅，感悟“想要遗忘的/常
在心房蹦撞/想要得到的/即便咫尺/仿佛也在遥不可及的天堂”，
她从路灯那里得出的情感，是“将月亮嫁接在太阳上/才会/折射出
新的阳光”。

关于诗，没有一个标准的刻度，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好的
诗就像爱情，是在两个人之间自然而然的产生的，是你在面对他时
无意间流露出来的少女心。细雨中，她努力在孤独中寻觅《真实的
自己》，演绎真实的情怀，诠解诚挚的七情六欲，她写道“心 /在哭/
只有黑暗听得见/咽下一杯杯苦涩/呐喊在身体里/只想/冲破盔甲
的束缚爱和恨爽朗地响彻云天”。她爱着雨，在《倚窗听雨，浅语情
怀》中，她说总喜欢“斜依微风静静等待/细细斟酌/情深言浅的句
子/落下一地的感念”，就这样把繁琐的日子过出“几缕心香惬意”，
把生活的每一细小琐碎，都吟成一幅绝妙画卷。在《此刻》，她仍然

“看风，听雨”，仍然在感受“人性的微妙和暗流”。
随着远行，随着多彩生活的积累，邓彩萍呈现给我们的诗，越来越缤

纷，越来越灵秀，越来越贴近时代，越来越娴
熟地展现当代社会的精神风貌。我相信，网
名清风明月的邓彩萍会不断给我们呈现出新
的佳作，就像《窗台》中写的那样“趁着阳光明
媚/把空中殿宇/收进行囊/我/再次扬帆远
航”，在苦与累中收获灵感，吟出美丽。

●易亚雄（郭河镇）

《仙桃日报》助我成长
我是郭河镇的宣传干事，今年5月，我有幸到仙桃日报脱产学

习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我收获颇多，在报社的学习经历我至今仍记忆犹

新。进报社的第一天，总编辑丁浩宇便鼓励我，作为一名实习记
者，对新闻工作要做到热爱、勤快、有悟性。他充满激情的讲话，当
即驱散了我原本忐忑紧张的心情，也唤醒了我叩响新闻大门的信
心和勇气。

自知写作水平欠佳，我格外珍惜这次到报社的学习机会。从
实践中学、从书本上学、从交流中学、从优秀记者身上学。只要能
学到东西，对我有启发有帮助，我都愿意学习。

一次次实地采访，逼迫我不断拓宽知识面。每次跑完新闻回
来，我都会尝试着写一篇消息，随后请办公室的记者老师们指点。
报社老师们非常热心与真诚，细致到标点符号“的”“地”“得”的用
法、措辞语病、句式长短都给我指出来。这样严谨的工作态度，正
是我工作中值得学习的地方。

同时，我购买了《获奖消息赏析》和《获奖通讯赏析》作为新闻
写作的入门教材。通过阅读，我意识到每一篇新闻，从标题、导语、
结构、背景、细节到结尾，都倾注了记者的心血。好的文章让人读
起来产生共鸣、催人奋进、身临其境、回味无穷。

经过一段时间，我慢慢熟悉了报社的工作流程，一篇新闻稿，
要通过记者采访写作、版面编辑修改、副总编辑签发、美术编辑设
计、校对人员校审、总编辑把关等一系列严谨的工序才能呈现在报
纸上，来之不易。在与记者朋友们相处的过程中，也让我对记者职
业又多了一份理解。他们个个展现出的对工作的热爱，对新闻事
业的赤情，令我动容，激励着我要忠诚担当、爱岗敬业。

实践证明，直接和记者朋友们接触交流、跟着他们实战，远比
隔岸观火、自己研究要来得快、来得准。通过实践，我深刻领悟到
写作时，必须做到客观描述事实，克制议论，达到观点平衡。行文
中，要按照信息的重要程度，由重到轻的逻辑顺序进行铺排，要采
取断裂行文法，多用短句、短段落，使文字干净洗练，激发读者的欲
望与兴趣。

在《仙桃日报》实习，我开阔了视野、学到了知识、建立了友谊、
获得了自信，坚定了奋斗目标。在这里我真心感谢仙桃日报的领
导和同事们对我的耐心指导和温暖关怀。

现在，每每拾起《仙桃日报》阅读，亲切、熟悉、感激之情依然油
然而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