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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城/ 市/ 漫/ 记

往/ 事/ 回/ 首

一

七岁那年夏，我重病一场。当时并无
明显不适，直到被我当医生的妈妈发现。

我生闷气，白了妈妈一眼。她眉头一
皱：“你再翻一眼？”翻就翻，我还怕了吗？

我眼白明显泛黄。去医院一查，急性
黄疸型肝炎。在几十年前，这病不算小病
了。很快，爸妈领我住进了区传染病医院。

万没想一住就两个多月。那以后我很
少再住院，这段记忆于我便尤其深刻。见
天抽血做化验，每日输几大瓶药液，针头扎
在我本就麻杆样的手臂上，针眼叠针眼惨
不忍睹。每天，爸爸下班照管弟弟，妈妈挤
班车过来照顾我。好几次深夜醒来，她穿
着护士的白大褂坐病床边，静静地望着输
液瓶。白天，她又一脸疲惫赶回去上班。

没有同学相伴，我百无聊赖。除了输
液、检查，总独自跑到住院部外面，坐在静
僻路边的刺桐树下发呆。青苔斑驳的小路
紧挨我住的三病区，是通往院外也是通向
自由的必经之路。树上开满刺桐花，弯弯
的，一簇簇红艳艳。一场夏雨后，整条小路
铺满落花，红得煞是亮眼。

“小豆芽，又跑这里来了？”过路的苏医
生笑着招呼我。苏医生对医生护士严肃，
对病人耐心。我讪讪地“嗯”一声，然后继
续沉默，低头把玩手里几枝刺桐花。

我不喜欢他们这么唤我。我一岁以前
属多肉型，人称富态“小地主”，之后一路抽
条瘦成闪电。眼下黄着一张脸，委实枯瘦
如豆芽。

住院没几天，我被吓坏了。
这天，妈妈有事没来。深夜，我被忽高

忽低的哭声惊醒。那哭声与推车轮子滚动
的钝响、轻一脚重一脚的脚步声混杂，从昏
暗空寂的走廊幽幽飘过。我头皮发麻，再
没入睡。

天亮，听隔壁病人说，斜对门的李大姐
昨晚去世了。“肝硬化，才三十几岁！唉
……”想起来了，那个高挑清瘦的李孃孃，
嘴角总挂着浅笑，常倚在病房门口啃苹果，
她丈夫个子敦实脾气温和，喜欢削苹果，削
完了递给她，然后站在旁边陪她说话。

她一点不像要死的人，怎么就死了？
我第一次感到了恐惧。原来人真会死啊。
说话间，李孃孃的丈夫提了很大一只包裹
从身边走过，眼睛红肿，胡子拉碴。众人想
上前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默默望
着他消失在刺桐树的林子后面。

二

以后好几天，我连走路都小心起来，也
不愿意独处了。我去各个病房串门，和平
日说不上什么话的大人说话。大人住院久
了也无趣，乐得有个小孩说话逗笑，我们很
快混熟了。

毕竟是小孩子，天天和人群打堆，心头
阴云很快散得七七八八。我最喜欢一个叔

叔，姓鲁，区消防队的，二十几岁，红头花
色，身材魁梧，喜欢讲笑话。他常挂嘴边两
句话：“肝炎是富贵病，吃好睡好心情好才
好得快！听见没得‘小豆芽’？”

我不高兴谁这样叫我，便回敬绰号“卤
鸡蛋”。“卤鸡蛋”作势跳过来揪我鼻子，我
扭头就跑，边跑边得胜般地嚷嚷“卤鸡蛋卤
鸭蛋卤鹅蛋”，跑着跑着跑上了一段苔藓丛
生的台阶中段，抬头看，大约十几级台阶
上，林木葱茏，枝丫间隐约露出一栋平房。

我好奇地拔腿继续往上爬，忽听背后
尖叫：“站住！”我一惊，停步。是护士小
陈。她沉着脸几步上来，拽着我往下走。

我不甘心地挣扎：“我要去上面！我要
去上面——”陈护士低声道：“上面太平间
……”

太平间是啥？
“就是……‘四病房’。”
入院后不止一次听人们提到“四病

房”。一次，一个重病人忧心忡忡问查房的
苏医生，听说肝炎治不好会拖成肝硬化、肝
癌，会不会进“四病房”？苏医生欲言又止，
只安慰他要积极配合治疗，不要乱想。

难道……
我停止挣扎。那晚过道里瘆人的哭

声，高挑清瘦的女人，提着包缓缓远去的男
人……我顿悟，一口气跑回三病区，冲进鲁
叔叔房间大哭，唬得他和跟来的陈护士剥
了好几个高粱饴塞进我嘴里，才哄得我破
涕为笑。

鲁叔叔一点不像病人，成天和陈护士
开玩笑。陈护士说不上多好看，颊上有些
浅褐色雀斑，但一头黑发挽成发髻，延颈秀
项腰细腿长，走路尤为神气。每次走廊里
相遇，鲁叔叔总坏笑着跟在后面，一边学她
扭腰甩胯走路，一边精神抖擞高喊“一二
一”，围观者哄笑，陈护士不动声色，目不斜
视走她的猫步。鲁叔叔的视线，一直傻乎
乎随着“猫步”被牵出很远很远。

大概一个月后，鲁叔叔要出院了。他
送我一支笔身上烫有金色数字的铅笔。我
不舍，远远跟着，一直跟到刺桐树下。远远
地，他站在路边，和端着一盘器械过来的陈
护士说了好久的话，然后他们握了握手。
我见鲁叔叔转过身，脸有点红，红得快和散
落一地的刺桐花一样了。

三

后来，我又喜欢一个姓徐的病友孃孃，
她长得好看，特别好看。圆脸像苹果（原谅
我那时贫乏的想象力），肌肤胜雪、柳眉杏
眼，脸颊上一对酒窝时隐时现，微卷的头发
和睫毛让她看去像只洋娃娃。她打扮也异
于其他孃孃：她们尽是灰扑扑的宽大外套，
她却穿一件暗红色拉链夹克，翻出里面的
米白色衬衫尖领，一头黑发拿米色手绢束
起，又洋气又精神。

果然，听说她是歌舞团的，26岁。
这么好看的孃孃，当然应该放在歌舞

团这样的美人窝里呀。不过，在我那个年
龄的小孩眼里，26岁都有点老了，早该结婚
了。后来才知她居然还没结婚。

一天，我又和隔壁病人疯闹，一直追打
狂奔到长了刺桐树那条路上。忽见一个好看
的背影一动不动站在刺桐树下。是徐孃孃。

见我蹑手蹑脚过去，她赶忙背过身。
我又跑她前面，才看到她在流泪。她哭的
样子都好看。可是好看的她为什么哭？

后来，听大人们说，徐孃孃男朋友不要
她了，说她太漂亮又爱打扮，有点小资产阶
级思想，而且将来怕是喂不家。徐孃孃悄
悄哭了几天，然后一声不吭烧了他写给她
的所有信件。

大人们忿忿地说，哼，那人以前死追的
时候瞎了么？现在才晓得脸盘子漂亮？怕
是看人家得了病，找借口甩包袱吧！

苏医生好几次查房时劝她，小徐，怄啥
气嘛，你这病怄不得，个人身体要紧。等你
出院了，我给你介绍个好的，驻渝部队的参
谋，年轻有为人品又好。

我接嘴，啥叫参谋？苏医生打个抿笑，
“小豆芽”乖，你该抽血了。

陈护士很喜欢往徐孃孃病房跑，一边
给她扎针输液，一边掏出几张新近风靡的
电影《冰山上的来客》画片，说这个是古兰
丹姆，然后开始议论古兰丹姆漂不漂亮，哪
里漂亮哪里不漂亮。她们还说找男朋友就
要找阿米尔那样高大的，女的身高到男的
耳朵位置最般配。

陈护士掏出小镜子照照，沮丧地说，脸
上雀斑讨厌死了，要是像徐姐你皮肤那么白
净就好了呀。徐孃孃笑，啥啊，没听说有句
话：“雀斑姑娘，特别漂亮。”两人疯扯扯笑成
一团，路过的苏医生拉长脸站在门口，拿指
关节敲着敞开的房门：“疯啥？疯啥？好生
输液！简直护士不像护士，病人不像病人！”

渐渐地，徐孃孃脸上有了笑容，有时一
边梳头一边对着小镜子微笑。有天傍晚，
她甚至在大家强烈要求下，清唱着跳了一
段新疆舞，马尾上的手绢随身姿轻盈曳动，
像米色蝴蝶翩飞在黑发间。苏医生、陈护
士，所有大人都看呆了，巴巴掌拍得山响。

两个多月过去，我的黄疸指数、转氨酶
降了，全部指标恢复正常，该出院了。爸妈
来接我，我们收拾好东西，我一间屋一间屋
给叔叔孃孃们道别。他们唤我“小豆芽”，
我也不生气了，还有点依依不舍。徐孃孃
来送我们，一直送到刺桐树下。

妈妈说，小徐，你这么年轻漂亮，一定
会找到好对象，莫怄呵！

徐孃孃颊上笑出两个深深的酒窝，说
谢谢大姐，又摸摸我的大辫子，算是告别。

走出很远了，我回头，见徐孃孃站在原
地。她的头上、脚边，是成片成簇红彤彤的
刺桐花。

多年过去，再没见过鲁叔叔、徐孃孃、
陈护士、苏医生……不晓得当年的大人们
过得怎样了？如今的我，一切安稳，如大多
数人，笑中带泪，苦乐参半。只是，清浅岁
月里，那些夏日里的刺桐花会偶尔入梦，一
簇一簇如火红的音符缀满树丫，红得让我
想起《冰山上的来客》里所唱：“哎，红得好
像，红得好像燃烧的火……”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夏日里的刺桐花
程华

有种笑像一朵花，开在人来人往中。
她的笑，就是这样一朵花。
每晚六点半，她都会准时来到图书馆

楼下，端坐在一个小木墩上，捧起一本厚厚
的书，无声的读起来。

那书不是正规的出版物，而是手写体
线装本，没有书名，三百页左右，纸张边缘
磨损起齿轮，书页上拓满了她手指印，页内
的字深深地扎根在泛黄的纸张上，像极了
她的几颗牙齿紧紧地抱住牙龈。

她打开书，翻到没有页码的一页。嘴
不停地翕动着，但你听不到有半点声音。
有人说她是在咀嚼文章，也有人说她是在
啃咬文字。总之，无声读书的她，成为了这
座城市讨论的话题，也成为了家长们教导
孩子的正面教材，很多家长都会把孩子带
到图书馆，让孩子们看看老奶奶是如何坚
持读书。

她看书，是一种着迷，谁都不知道，她

是在读，还是在看。不过细心的人就会发
现，看书的她，脸上总是洋溢着笑容。

谁也不懂，她的笑，是因为书中的故事
美而笑，还是源于自己内心兴奋而笑。

出自于好奇，更是对老奶奶的尊重，没
有人上前去凑近问话打扰她。都把她的笑
当作一种花，远远地站着欣赏。她读书的
快乐，也会带给别人一种快乐。

她从未缺席。如遇下雨，她一手撑住
伞柄，一手拿书。眼神像扫描仪，扫过书中
的每一个字。风吹来几滴雨珠，溅落在书页
上，蓝色的笔墨被雨水浸润散落开来，破坏
了几段文字。她迅速地扯起衣袖，轻轻地压

在水印上面，用布料把水吸干，免
得更多的文字受到伤害。即使是
这样，她脸上的笑容从未消失，看
见衣袖擦干后，文字干净地躺在

原来的地方，她露出了胜利的笑。
她有点怪，怪在喜欢在灯光下

看书。她不喜欢看人来人往，但喜欢在热闹
喧嚣的地方，静坐下来，打开书，或细看，或慢
读，或只盯着书不看，俨然“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读圣贤书”。无论汽笛声多么刺耳，还
是周遭如何嘈杂，她眼里只有手中的书。

关于她，有很多猜测。有人说她是患
有病，精神不正常；也有人说她是书迷，嗜
书如命。

她始终坚持每天六点半到来，九点准
时打卡回家。她收起小墩子，斜挎在肩膀
上，一手拎着水壶，一手夹住书。边走边送
给路人满脸微笑。虽然我们不知道，她的
笑里带着什么情感，但我知道，她的笑，好

像正在盛开的花朵，温馨而又艳丽。
关于她的人生，很多人想过去追问，但

是不忍心去打破她现有的幸福状态。就这
样，人们不知她姓甚名谁，总感觉她是幸福
的，快乐的，脸上的笑就是最好的说明。

林清玄说：“我，宁与微笑的自己做搭
档，也不与烦恼的自己同住。”微笑是一种
修养，是一种气质，更是一种面对生活的从
容。我想，老奶奶如是。

有一天，谁在人群中说道：这本书是她
写给自己的回忆录，蓝色的笔墨撰写的是
自己的故事，她笑看的全是自己的人生。

在我的耳畔总是响起她翻书的声音，
脑海里浮现的是她满脸纯净的笑容。此
刻，我方才懂得，她的笑，是感恩的，感动
的，真诚的，快乐幸福的……这种笑，很干
净，就像阳光，明媚。

（作者单位：巫山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谁懂她的笑
赖扬明

药罐

给祖先弯腰低头的瞬间，猛然
发现龟裂的土地张牙舞爪。
涂抹彩釉的光芒，反射
到我的衣扣。一条纽扣线
把沉疴的岁月扎得紧巴巴的。

一枚纽扣成了遗失的药罐。
祖先的一声干咳把瓦砾碾成粉末。
风吹云散，空气散发的药味，
弥漫了一条生生不息的河流。

流水的倒影里，我看见祖先们
黏土掺水，晒干掺沙的佝偻。
阳光是一把刀，在祖先的裸背上
磨出雪亮的锋刃，闪烁着病愈后的
光芒。汗水与黑夜摩擦出
布满雾霾的黎明。

无声的河流，洗刷出流浪的鸟鸣，
凋落的花香以及盛装疼痛的药罐。
岸边的鹅卵石，泛起一层
骷髅似的磷光，燃尽人世间的疼和痛。

药汤

黄芪、枸杞、丹参都以几钱几两计数，
打包沉入罐底。舀一瓢黄河水，
取长白山之柴，煎煮沸半生沧桑。
熬一服苦涩的中药，治愈
寒冬腊月风干的咳嗽。

风在药罐底部，不停地抽搐。
本草纲目在炭火上痉挛。
宋代的汤匙，将一服药汤
调味成唐朝的月光。让病入膏肓的
诗人一饮而尽。一碗药汤，
熬尽天下的奇花异草，人世的味道，
从食道倾泻到胃里，翻江倒海。

千年熬煮的一碗药汤，沉浮了积年
沉疴的人间，药到病除，
最后沦为一抔粪土，
掩埋熬制药汤的柴禾。

药渣

一服药渣容纳了四季的精华。
烈火烘干了所有的精华，剩余的
大多聚集在残渣里。每一种药
都会有一个季节的缩影。岁月的
药味已散，骨气还柔软在茎叶间。

千年熬煮的一剂药
曝晒的残渣，发出咄咄逼人的药味。
东倒西歪的风，开始仔细
寻找自己的病根。一些花花草草
精挑细选天地之间的灵气。

掩埋吧，在故国的墙垛下面
挖洞，填土，然后栽种一棵思乡树。
千年以后，燃烧树叶再次熬煮
一服解药，解除我的乡愁和乡思。

（作者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一服草药
（组诗） 冉杰

诗/ 绪/ 纷/ 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