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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作/ 文

诗/ 绪/ 纷/ 飞

冯中成，男，1968年5月出生，中共
党员，毕业于四川省人民警察学校，
1991年8月入警，生前系重庆市石柱县
公安局交巡警大队车管所民警，先后
荣立三等功 1 次、获嘉奖 12 次。2021
年7月21日上午10时许，冯中成为保
护群众被歹徒刺伤，不幸牺牲。

坦率地说，这次采访，我是在一种不佳
的状态下进入的。

今年七八月，受《重庆日报》委托，我六
赴大渡口区采访王红旭老师生前事迹。九
月底，报告文学《永不告别》刊于《重庆日
报》，随后系列采访札记《为了共同的怀念》
陆续发于《当代党员》客户端“七一文学”专
栏和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上游新闻APP。终
于完成了个人创作史上最艰难的一次采
访，我精疲力尽。

10月23日，霜降当日，我所爱的最崇
敬的傅天琳老师病逝。也许我的同行们不
一定都知道她，但对于重庆文学界乃至中
国诗歌界，她是标杆式的人物，是多少人高
山仰止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她的人格魅力以及影响
力早已溢出诗界乃至文学界，她是许多作
家以及文学爱好者心中母亲一样的至亲至
爱之人。

而几天前，我已受重庆公安文联指派，与
石柱县公安局对接好赴石柱采访时间以及行
程。采访需要多方配合，时间不便随意更改。
也就是说，我不能参加傅老师的追悼会了。

悲伤，遗憾，歉疚。出发前夜，我再次
赶去石桥铺殡仪馆，与傅老师做最后的道
别。如此温和宽厚慈爱的您，一定会原谅

我的，对吗？
次日一早，坐在动车上，算算该是出殡

时间了，悲伤又涌上心头。这些日子，从一
个悲伤泅渡到另一个悲伤，溺水般呼吸紧
促的我还将继续面对下一个悲伤。我还扛
得住吗？

我强令自己：这是信任，更是任务，必
须完成。一个多小时后出站，看到等我的
县局政治处民警牟婷时，我已调动起全身
力量，努力轻松地对她说，时间紧，我们直
接去车管所吧！

上午11点，采访、去案发现场查看，询
问、核实、拍照。中午在交巡警大队食堂匆
匆扒完饭，采访马上又开始。与一个个民
警、辅警交流，连轴转到晚上六点多，牟婷
提醒我，该吃饭了哦。

在县局食堂晚餐时，我见到了县局政
治处副主任邓敏、冯中成事迹报告团辅导
员，我曾在杨雪峰事迹报告团见过她。冯
中成的女儿冯心言22岁，刚大学毕业，但
清澈的眼神、小小的样子看起来像高中生。

本想晚上继续采访，但不忍再耽搁大
家休息。无论政治处还是交巡警大队，他
们这段时间已经太忙太累……

天尭酒店位处县城中心地带，我的房
间临水望山。华灯初上，滨河公园两岸被
金色灯饰装点得绮丽又迷离，“风情土家
康养石柱”几个大字倒映在水中，远远望去
奇幻得有些不真实。远处山峦起伏，山顶
一座建筑物，孤零零但熠熠生辉，与黑黢黢
山体形成强烈反差，乍看似暗夜星辰，再看
又像极了山头上的一顶耀眼皇冠。

听邓敏说，冯中成经常在滨河公园一
带长跑。案发那天早上，她还在公园遇见
他。邓敏说，冯中成今年53岁，由于长期
锻炼，一身运动装的他活力满满，看起来比
实际年龄年轻得多。“多精神多热爱生命的

人啊，没想到……”邓敏的悲惋，也是县局
所有战友以及认识他的人的悲惋。这让我
想起三年前采访杨雪峰生前事迹时，人们
也是一样悲痛、惋惜、激愤、缅怀……

一天采访下来，我的心态开始变化。如
果说启程之时抱着“完成任务”的想法，此时
我已决定：我要写好他，要尽力还原他。

思想纷纷扬扬，杂乱无章。一些平时
很少思考的问题在脑海中翻卷，比如，生命
的意义。比如，生死之间的选择。比如，活
着的人，能为逝去的人做些什么……

次日继续奋战。因之前沟通到位，县
局几乎把我计划采访的人都联系到了，包
括冯中成的妻子马建春和女儿心言。她俩
特地在家等我和牟婷。母女俩在悲恸中支
持采访，让我深受感动。而为了创作不得
不再三碰触她们的痛创，又着实让我不忍
与歉疚。幸有她们的理解和包容，采访得
以顺利进行，我收集到了需要的所有素材，
包括看他们的结婚照、全家福、冯中成印有

“中国·重庆警察”字样的T恤、他送给心言
的望远镜、恋爱时他送给妻子的背面写有

“冯中成送给媳妇马建春”的照片……临
别，我很想抱抱憔悴的女人，还有哭红了眼
的女儿，但最终没有。明显表露情绪会再
次触痛对方。我礼貌地道别，然后离开。

下午采访了冯中成的跑友周厚勇。他
认定冯中成是他一辈子的师傅。当这个70
后按照牟婷的约定出现在茶楼里，他的眼
神有些游移。这应该是个有些倔强，轻易
不肯打开心扉的人。

随着交流深入，他眼里的戒备消失
了。他说起师傅的耿直，师傅的正派，师傅
对没有正式职业的他如何平等相待,师傅
如何耐心带着他从跑几百米就气喘到勇敢
地参加了马拉松……

说到得知噩耗，他从千野草场驱车赶

回，一路走一路哭的情形，他眼里泪光闪
闪，“不不，我很少哭，男人哭是很丢人的，
但是……你晓得吧，我有点忍不住……”

两天采访，我基本上勾出了一个轮廓：
有的人，看似硬朗，固执，有时有些“不近人
情”，当然更不懂圆滑，但他们有自己的原
则和底线。对于应当善待的人，他们会无
条件不计代价地对对方好。冯中成就是这
样的人，外冷内热，严肃的外表下有一颗温
热的心。不是所有人都能感知这一点。但
周厚勇是能感知到的众多人中的一个。他
动情地说：“师傅走了，我要继续跑。我在
殡仪馆就默默发誓，我绝不会让他失望！
他说了，人生就要坚持，有困难也不放弃！”
这句话以及他说话时的神情深深打动了
我。我想，一定要把这些写入作品中去。

我赶在临返前见了县局政委姚建龙一
面。正与报告团一起集中培训的他“溜”出训
练场，我们对关于这篇作品如何定位如何表
达进行了商讨。姚政委有一句话引起我的强
烈共鸣：“英雄也是人，是人就有这样那样的
小缺点。没有缺点的英雄是不真实的！”

石柱之行虽短，让我感动的人和事很
多。邓敏是冯中成的同事也是跑友，在我
返回后，她不时通过微信补充一些资料甚
至细节给我，让我更加多方位了解了冯中
成。我和马建春也加了好友。写作中需要
求证一些细节，我怕打扰她，但不得不打扰
她。她耐心解答，并一次次说“谢谢你，辛
苦了！”多么贤淑善良的女人。

还要感谢一位文友。几年来，石柱县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谭小华时常与我交流
写作并互相鼓励。他一直十分理解支持公
安工作。当他通过朋友圈得知我为采访冯
中成事迹到了石柱，便热情地一定要请我
吃饭，他的妻子与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女儿
也来了。他女儿是马武派出所民警，那里
正是冯中成早年工作的地方。时间仓促，
小聚匆匆。谭小华的妻子听我和牟婷聊到
石柱绿豆面，便悄悄上街买了硬塞给我：

“别客气，采访辛苦了！”一大包绿豆面好
沉，那是石柱人沉甸甸的情啊……

数个夜晚，数个周末，梳理出几万字采
访记录，还有大量照片、视频，最后成稿（完
全版）14000多字。文字粗浅不足以全面深
入还原真实生动的冯中成，那就权作一名公
安作者能为他尽到的一份微薄心意吧。

愿我的文字能给他的亲人以及所有爱
他的人一丝慰藉。

他永远活着，活在我们的生命记忆中！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他永远活着
程华

树木花草们聚在一起
悄悄地议论当前工作
一致意见要抓好头等大事
头等大事是如何准备过冬
不管是寒冬还是暖冬
蹚过了冬天的河
才会见到春天的岸
勇敢的是雪峰山大花红山茶
举出满树的火把奔向冬天
好斗的苏铁进入一级战备
张开针刺丛生的手臂拥抱冬天
深山含笑和乐昌含笑始终保持
心底的微笑
竹柏和女贞树叶流露出对根的情意

更加翠绿
银杏统领的大大小小落叶树种
预先在深秋时节脱光了身子
发誓要披上雪花编织的战袍
蕨类和麦冬草紧咬住大地不放
鸟雀们屏声静气
一改往日的叽叽喳喳
偶尔地尖叫一声
好像是警示同伴注意隐蔽
不过动植物们尽管暗中通人性
毕竟尚未进化到灵长的高度
这个周末正碰上风和日丽
一群快乐的飞鸟飞速而至
搂抱起高大的香樟疯狂摇滚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拥抱初冬
王行水

生活中，我们不免会懦弱。当你害怕
别人的嘲笑时，当你想要放弃某件事时，我
们要学会与勇敢握手。

一次周考，我没有及格。她把我叫到办
公室，一边让我改错，一边问我怎么回事。
我努力地辩解着，感觉自己快哭了。突然，
我卡在了一道题上，却没有勇气去问她，害
怕她瞧不起我。都考成这样了，还需要面子
吗？唉！我真是懦弱。我抬头看着她，发着
呆，突然发现她真美。于是，我鼓起勇气开
了口。想想以前，哪怕是在叛逆期，即使别
人冤枉了我，让我背黑锅，我都是一声不吭
的。而现在，我与勇敢握了一次手。

后来，我成绩好了，可以与她一起探讨
题目了。她的解题方法很复杂，我一知半

解。但我又很想做出那道题，就自己去尝
试。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一种我认
为相对简单的方法。兴奋地跑去找她，她
却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法更简单。我俩争论
不休。回头看看那个一错就怀疑是自己问
题的我，现在却敢于挑战她，敢于和她斗嘴
和互损，我又与勇敢握了一次手。

有一次放假，她发出了作业答案让我

们自己核对。我仔细看了看，发现答案有
问题。通过QQ联系她，半天不回复。于
是，我从家长那里要到了她的电话号码，战
战兢兢地拨了出去。虽然紧张得忘了做自
我介绍，但终于还是把事情讲清楚了。她
说她在外面，回家才能看答案。尽管知道
她会不耐烦，晚上10点半，我还是又打了
一次。要知道，那天是我第一次和她通电
话，现在的我又与勇敢握了一次手。

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勇敢地挑战自我；
勇敢地放下一切包袱，勇敢地战胜自我。
漫漫长路，勇敢常在。与勇敢握手，不畏困
难，就能找到更好的自己。

（作者系四川外国语大学附属外国语
学校高一学生）

与勇敢握手
邵英若

凉风拂面，杨柳依依。湛蓝的天空下，
春雨后的碧山公园鸟语花香，一派清新。
公园里的游人多了起来，这里一群，那里一
簇，慌得小湖里的野鸭赶紧游到湖中心。

碧山公园的正对面是碧山医院住院
部，有医生和患者笑称碧山公园是碧山医
院的后花园。你看，沿着林荫道，常有一些
住院患者在亲属或者医护人员的陪伴下，
来公园游玩散心。

在这群人中，一位老爷爷和一位少年特
别引人注目。老爷爷是残疾人，左手袖口空
空。他的衣衫有些破损，打着补丁，但看起来
干净整洁。他右手牵着少年，少年蹦蹦跳跳，
一脸红晕，一副兴奋好奇的样子。少年一会
儿踮起脚尖听树上的鸟叫，一会儿蹲下
身子听草丛里的虫鸣，一会儿伸长脖颈
听野鸭呼朋引伴，忙得不亦乐乎。

老爷爷陪着少年边走边看，走走
停停，挡住了身后一辆卖零食的三轮
车。三轮车上的胖司机连喊了两声“哎
哎，前面的让一下，别挡道”，但爷孙俩或许
没有听清楚，都无动于衷，胖司机只得狠狠
按了几下喇叭。

叭，叭叭……这喇叭真是大喇叭，发出
的声音异常刺耳。行人们吓了一跳，有个小
女孩吓得连忙抱紧妈妈的大腿，有个患者吓

得打了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大家生气地
盯着胖司机，一位白发老人批评道：“公园是
休闲场所，按什么大喇叭？实在是不像话！”

胖司机刚想辩解，但一看犯了众怒，只
好赔着笑脸，拱手道歉：“惊吓到了大家，不
好意思，不按了，不按了。”

哪知道少年露出惊喜的表情，结结巴
巴说：“大喇叭真、真、真好听，我、我、我还
想听，还想听！”

少年一边拉着老爷爷的右手使劲
摇，一边恳求胖司机：“叔叔，快按、
按、按……”

大喇叭还好听？这小家伙搞什么
名堂？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惊

讶不已。
老爷爷慈爱地摸摸少年的头，向大家

解释说，这孩子是第一次听大喇叭声，所以
觉得新鲜好奇！

老爷爷接着讲了一个故事。老爷爷
说，他老伴死得早，又没有孩子，自己孤零
零地，靠政府救济和捡破烂过日子。有一

天回家，在路旁看到一个包裹，包裹里装的
竟然是一个不会说话走路的孩子！孩子胸
前别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拜托好心人收
养”……他想：或许因为孩子是聋哑人，所
以被父母狠心遗弃了。他觉得这孩子与自
己有缘，便抱回家抚养。

他给孩子取名依依，就是要与孩子相
依为命。前不久，依依依稀能听见一点声
音，老爷爷大喜过望，便把依依送到碧山医
院诊治，没想到老天有眼，竟然治好了依依
的耳疾，依依已经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和
听见声音。现在，他对任何没有听过的声
音都好奇，都觉得好听！

原来是这样，大家长舒了一口气。原
来大家都不想听到的噪音，对于依依来说，
却是美妙的新奇的好声音！

胖司机也受了感染，他望着大家说，依
依喜欢听，要不我再按几下？

好的好的，我们有思想准备了，按吧按
吧，我们忍耐一下就是！刚才批评胖司机
的白发老人笑呵呵说。

大喇叭声再次响起来，大家忽然觉得
一点都不刺耳，不由得笑了起来。

这笑声充满温情，响亮清脆，引得湖中
心的野鸭都向这边观望……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不刺耳的大喇叭
殷贤华

采/ 访/ 札/ 记

小/ 小/ 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