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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光的“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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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 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谭岷江

春天的一个中午，在石柱中益乡盐井
村公路边崭新的安置点新居，罗洪俸忙着
给两个孩子洗衣。五岁的小女儿罗菊像一
只漂亮的小蝴蝶，更像一朵花一样，在他身
边跑来跑去；七岁的大儿子罗湛则显得很
文静，拿着一本课本，正在屋内正对着大门
的桌子上做作业。
阳光下，
罗洪俸觉得很幸福，
脸上的笑容
自然而又甜蜜，
很像内心愉悦的完美注释。
许多人都说，
罗洪俸是一个
“懒人”
。他
个子太矮小，
长得瘦，
因为肺上有病，
背便有
些驼，说话细声细气，稍微做一点农活就会
坐在那里休息，
像刚刚跑完一趟剧烈的中长
跑，看起来确实是个“懒人”。但是，作为从
盐井村考出去的大学生、看着他长大的石柱
中学向老师却说，他不是懒人，他的身上有
许多传统美德，
闪烁着许多缕光芒。
罗洪俸是个勤快人。
他出生在盐井村，从小就有严重的支
气管炎，用力过猛就会喘大气，只能做些轻
松的农活。因为容易累，加上喘气难受，他
喜欢坐着，更喜欢休息；但乡亲们看到，在
年轻时病情较轻时，他曾经背着六七十斤
的肥料翻过高山，蹚过溪河，在春种秋收
中，他背着、挑着重物上坡下坎，努力勤劳
致富。
那些年，他曾是一个“懒人”。村里的
年轻人都出门打工去了，但他始终害怕出
门，他对父母说：
“我是个残疾人，怕出去被
人欺负，找不到活，还吃苦受罪，我就喜欢
呆在家里。”他每天喘着粗气上坡干活，晚
上回到家里，全天候陪伴在父母身边。后
来，父母先后去世，他的病相对更重了，但
他却像突然变了一个人似的，什么也不怕
了，毅然跟着村里的乡亲出了门，外出去打

工挣钱。
邻居老大娘感叹说：
“ 他啊，其实是一
个孝子呢。”
罗洪俸更是个善良人。
刚出门打工时，他和村里的许多人一
样，
“ 孔雀东南飞”，往东方走，往南方去。
他在家乡民工最多的浙江桐乡、广东东莞
呆了一段时间，又独自来到了湛江。在这
里，他偶然认识了一个广西女子，她带着三
个孩子从家乡来到这座城市，独自打工供
孩子读书。女子说，是逃婚出来的；罗洪俸
从不问原因，只觉得应该帮助她，便将打工
的钱拿了出来，不声不响地帮助了她十年，
让她的三个孩子读书、长大和就业。
知道他从未结婚，广西女子跟着他回
到中益乡土家山寨，领了结婚证。夫妻俩
又来到湛江，生了两个孩子。为记住一生
唯一的爱情发生在湛江，他给大儿子取名
叫罗湛。
后来，罗洪俸病情越来越重，无法外出
打工挣钱。在一次争吵后，妻子丢下两个
孩子离家出走了，从此没有消息。罗洪俸
理解她，感谢她给他的爱情，一直珍藏着他
们的结婚证。
他在城市里既当爹又当妈地照顾两个
孩子，很难想象他是怎么同时照顾好一个
刚满一岁的小女儿和三岁的大儿子的。他
完全不能出去打工，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很
快便坐吃山空。在万般无奈之下，他给侄
子打电话求援。侄子专程来到湛江，接他
回家。他抱着只有一岁零三个月的女儿，
侄子则抱着他三岁的儿子，坐上长途客车
回到了老家。
十年未曾在家生活，好在哥哥在公路
边建起了新房，将无人居住的旧瓦房送给
他临时居住。瓦房漏雨，每到雨季，他没有
力气搬迁小床避让，便只好在床上放上各
种盆盆碗碗接雨。虽然有些手忙脚乱，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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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暖的快递
钟文嘉

中国邮政设在学校收取快递的地点,在
学校北区田家炳大楼附近山下的一个废弃
的防空洞里，
周五我按通知去那里取快递。
刚走到洞口，迎面坐在桌旁那位身强
体壮的小伙子，立马站起身迎接我。
他急匆匆地问：
“请报你手机末尾的四
个数字。”
听我回答后，他随即迅速转身走进里
面，到层层摆满物件的货架上去给我拿。
以往这个过程不长就可以拿到东西，今天
可不一样。他在进门的货架上翻了翻，没
找到我的快递包裹，又走进洞里翻。
翻了好一阵，他才回过头来，十分肯定
地说:
“没有，刚才被人取走了。”
我很惊讶，怎么我的快递会被别人取
走了呢？这可是我取快递以来，从未遇到
过的情况，对方也对此困惑不解。于是，我
俩就为用手机号取货的事探讨起来。
这位收发快递的小哥，用双手扶了扶
口罩上方的眼镜。焦急地说：
“刚刚被人取
走，你是不是填错了手机号码？”
我十分肯定地回答他：
“ 这不可能，我
是按你的电话通知来取货的，下订单填的
这个号码，取货也应该是这个号码。”
他很委屈地急忙拿出手机。
一边翻看手机，一边着急地说：
“ 我手
机上没有通知你取件的记录。你收到取件
通知也没有打电话给我。”
接着，他一下拿出三部手机翻给我看，
证明他和我没有交接货的联系。因此，他
推断认定是我把手机号码填错，让别人把
东西取走了。看来他真是晕了，连通知我

取件的事都不记得了。如果真是这样，那
我就是无事找事，无事生非，不能再和他交
谈下去，也别想在这里取到快递包裹了。
可我坚信自己下订单时没有填错手机
号码，今天他通知我来取货，东西肯定在他
这里。反正今天不取走这个快递，过些时
间也要来取走。于是，我就干脆坐在进门
口的凳子上和他慢慢说起来。
他想了想，十分无奈地说：
“ 那就说说
你快递的订单号。
”
接着，大家各忙各的。他进进出出忙
着收、发货；
我急着上手机查订单号。
我的妈呀，订单号那么长，这些日子经
常在取快递，哪里会一个个去记每个订单
的订单号，何况以往也没要求凭订单号去
取货呀！
现在为解决问题，他提出要订单号，我
不得已也只好去查手机上的订单号。我想
了想，只得通过百度上网去找到订单号。
结果不仅查到小伙子的姓名和手机号码，
还查到取货地点就是这里，今天取的货物
是砀山梨。
原来，他进进出出，不停地发货、收货，
确实累晕了，竟将我手机号码四位数末尾
的 两 个 数 颠 倒 ，按 这 个 号 码 他 已 经 发 了
货。他按记错的我的手机号码，蒙冤受屈
找不出我的货来，于是，就埋怨我填错了手
机号码。其实，这种埋怨也不恰当，是他把
收件人当成寄件人了。这个号码是发货人
商家填的，如果订货时我填错了自己的手
机号，商家的货送不到这里来，他也不可能
按这个号码通知我来这里取货。
经过这番查对，小伙子终于明白，东西

被子时常被雨水淋湿，孩子冷得直哭，他不
能哭，便坐着唱摇篮曲，却怕孩子真的睡着
后感冒，赶紧又将孩子推醒。第二天一早
天晴后，
他就赶紧将被子拿到屋外去晒。
这样的苦日子，村干部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知道了，先将他家屋顶盖上了塑料薄
膜暂避风雨，又将他家纳入贫困户搬迁范
围。考虑他要照顾孩子，无法干活，家里没
有任何经济来源，经过乡亲评议，村上推
荐，政府批准，他家吃上了低保，每月共有
一千多元的低保救助金。
去年金秋时节，罗洪俸一家三口搬到
了居民点，住上了一楼一底的小院。妻子
依然没有消息，小女儿也长到五岁了，到中
益乡小学读幼儿园了，大儿子则进入小学
读一年级。
为方便他接送孩子，侄子又给他买了
一辆廉价三轮车。这时，罗洪俸的病加重
了，真的成了懒人，他不能做任何重活，只
要稍微一用力，他的肺就猛烈地抖动，如果
在夏天穿着单衣，甚至能看到他的肋骨像
一道道麦浪一样，在风中或无风中都能高
高突起。好在有了三轮车，在孩子上学读
书时，他就有空接点给附近乡亲们运货的
活，挣点运费贴补家用。这时，他真像一位
辛劳的小货车司机，开的虽是简单的三轮
车，
却有开着大货车的感觉与幸福。
但更多的时候，罗洪俸在照顾孩子，购
买家里生活用的米油蔬菜，给孩子煮饭、洗
衣，细心打扫屋子：
“ 这是党的好政策照顾
我，让我家有了新房子，我要让它每天都干
干净净的，
让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
”
见过罗洪俸的志愿者都说：
“这个懒人
啊，
其实是一个好父亲呢。
”
罗洪俸是个感恩者。
曾在浙江桐乡打过工的石柱报社记者
隆太良是邻乡人，不认识罗洪俸，但知道他
的经历后，专程跑到盐井村看望他。罗洪

确实在他这里，我也没有填错和报错自己
的手机号码。弄清楚这些以后，他急忙又
走进洞里面，终于按我的手机末尾四位数，
很快取出一个纸箱，双手捧出来恭敬地递
交给我。
经过这番折腾，我们便熟悉起来。他
诚恳地对我说：
“ 明后天您不要来取东西，
通知了也别来。
”
我奇怪地问他：
“为什么呢？
”
他十分认真地告诉我。明天他们要去
分拣、派送七万件货。那是我们北碚区中小
学生线上授课的教材。两三天就要按学校
提供的学生名单分拣好，
一份一份装在塑料
袋子里，送到派送地点，分发到每个学生手
里。我好吃惊，给我发一件快递都这么费
事，
这次他们要按人头分发七万件货。到底
怎么分拣、怎么派送，
还要准确、无误地按时
送到每个学生手中……总之，
这些都不是很
容易做好的事情哦，
可他却很有信心地对我
说：
“这是任务，
必须要完成。
”
第二个周末，我又去防空洞取东西。
透过他的眼镜，看到他的眼睛有些睁不开
的样子，我问起了他们这次完成任务的情
况。他仍然十分认真地告诉我：
“已经完成任务了。那两天我们超时
开车送书，晚上干到十一点以后，一点、两
点钟，没有回家，饿了就吃点方便面。办公
室的人都一起出来干了，整个北碚区中邮
一百六十多个员工，一起做这件事情，还请
了人帮忙。
”
后来我查资料知道，整个重庆市这次
分拣、派送的中小学网上授课教材，是四百
二十万件。全国还有顺丰、中通、韵达、圆
通、百事通、菜鸟……这么多的快递公司，
这么多的快递小哥，他们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间，人们都在家“宅”着的时候，却是辛苦
劳累不停奔波，做着不平凡的事情。他们
快递的不只是货物，送的也是人间的温暖
啊！我们应该为他们点个大大的
“赞”
！
（作者单位：
西南大学）

俸当时住在破瓦房里，隆太良看着他在院
坝里忙，背上背一个孩子，怀里抱一个孩
子，很感动，便给他们一家写了报道。报道
出来后，隆太良又组织了一些爱心人士前
去帮助他们，给他们送去被子、衣裤和鞋子
等生活用品。许多人第一次看见两个孩
子，都觉得他们长得聪明伶俐，人见人爱，
考虑到罗洪俸的现状，都有了爱心，想帮他
收养这两个孩子，让孩子生活得更好，也可
以让罗洪俸不太劳累。可罗洪俸不愿意孩
子再失去父爱，他宁愿再苦些、累些，也要
照顾好孩子。
然而，有一次，罗洪俸病了，喘得太难
受，觉得可能活不了多久了，便悄悄支开两
个孩子，给隆太良打电话：
“隆记者，如果我
走了，请你帮帮我的两个孩子。我已经写
下委托你照顾孩子的遗嘱，我相信你。”隔
着电话，隆太良也觉得万分难受，却安慰他
说：
“ 说的什么话呢？现在医保政策这么
好，
你才四十来岁，
还这么年轻。
”
罗 洪 俸 感 恩 好 心 人 ，更 感 恩 党 和 政
府。
“ 要不是党的政策好，要不是乡干部和
村干部帮我的忙，我一个失去劳动能力的
残疾重病号，还拖着两个几岁的孩子，真的
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哟。”罗洪俸说着说着，
眼泪一下子流了出来。
看见父亲在哭，罗湛放下课本，走到父
亲身边的矮凳子上，
静静坐下，
却不说话；
像
一朵花跑着的罗菊却停止了跑动，
找来一张
餐巾纸，
站在父亲身边，
给父亲擦着眼泪。
此时，作为第一次见到他们一家的陌
生人，我说不出任何安慰的话来，心里感动
着，只想说：
“罗洪俸啊，其实真是一个知恩
知报的重情人！”
这一天，日历上写着：2020 年 3 月 16
日，
天气晴，
微风，
气温 17℃。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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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一朵花的陈述
（外一首）
石子

我切入这个时间点
因为此时蚂蚁醒来
鸟也亮开了喉咙
人们不再卷缩在屋洞里
都到原野释放冬天的灰暗
我用绽放的方式切入
因为灿烂，
奇异
春风会搂着我的腰
说爱我
蜂蝶会围在我身边，
恋恋不舍
或者撩开我的帷幕
洞悉我的秘密
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
会投来关切的眼眸
我不想把五颜六色的内心
憋着
把感情藏在骨头里

向往春天
只要芯不死
光秃秃的枝柯就发芽了，
绽蕾了
一朵比一朵艳丽
一树比一树芬芳
向往春天
只要根还在
枯死的草木就捂住伤痛，
孕育，
萌动
一棵比一棵柔韧
一棵比一棵葳蕤
向往春天
只要魂没散
种子便躁动不宁，
积攒力量
一颗比一颗更早醒来
一颗比一颗更有灵性
向往春天
(作者供职于璧山区委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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