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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又是在光耀小区中心的花坛边找到的母亲。
深秋，北方的天越来越短，才四点钟的光景，太阳就要落山
了。趁着十一长假，我回哈尔滨给 80 岁的母亲祝寿。出租车刚一
停稳，我便兴冲冲地跑上三楼，急切地敲门，可是里面传来的却是
静寂的怅然。这么晚，母亲会去哪呢？对，一定在花坛那。
果然，当我疾步走向花坛，一下子就看见了母亲的侧影，她正
在花坛旁专注地整理着菊花，嘴里好像还不时叨念着什么。空旷
的背景、略显萧瑟的花枝，
把孤单的她衬托得格外瘦弱。手上枯黄
的细叶在夕阳余晖的照拂下，泛出一股淡淡的清冷，好像一颗即将
离开黑土的灵魂，不舍，更在挣扎。望着这幅深秋侍花的“晚景”
图，我不忍马上惊扰她，
泪水夺眶而出。
一晃，父亲去世 8 年了，后几年父亲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常
常是黑夜和白天混沌，太阳老高还呼呼大睡，晚上又满屋乱走，嚷
着要吃东西，而且干过农活的手依然有劲儿，稍不如意就非打即
骂，母亲身上也总被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
他得手时甚至还掐母亲的脖子。据姐姐说，有
一次要不是她及时赶到，母亲可能就被父亲掐
死了。但是，父亲在，
母亲要不停地照顾、看护，
忙得累得没空儿孤独。父亲走了以后，母亲先
是有了一种解脱感，说不出的轻松，
可接下来就
是寂寞，彻骨的寂寞。人在时，虽然糊涂，也很
少交流，但毕竟还有伴儿，
几十年的伴儿突然没
了，心里空落落的。那段时间，
母亲守着一百多
平方米的大房子，神经衰弱得厉害，
经常是白天
没精神，坐在沙发上想看会儿电视，
电视里的人
一直在说话，她却打起了轻鼾。尤其是忽然间
变得好忘事，有两三次自己把自己锁在门外，只
好等弟弟赶来。晚上倒很清醒，有时连着几晚
合不上眼，说还有两次听见了鬼哭狼嚎的声音，
不知道是臆想，还是幻觉。在无聊又无望的日
子里，母亲把家里的钥匙挂在脖子上进进出出，
买菜、购物，生怕再把钥匙落在屋里，影响工作
繁忙的当中学老师的弟弟。每逢几个儿女从外
地来哈尔滨看望她时，她开心极了，
连睡梦中额
头上的皱纹都舒展了许多，但用不了三天，她就
会以孩子太小、媳妇儿不敢单住等各种理由，把
儿女们劝回家。
可能是太过清闲，母亲更爱花了，不仅在室内养了仙客来、月
季、吊兰等花卉，
还喜欢上了小区中心花坛里那些什百合、一品红、
蝴蝶兰、红掌、秋海棠等等知名或不知名的花儿。她对花坛里每种
花，都像熟悉自己的孩子那样熟悉，有关它们的名字、品性乃至表
情，都能说得一清二楚。不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响晴的天儿，她都
会准时出现在花坛旁，适时地为那些花松土、浇水，更多的时间是
欣赏，碰上一朵好看的花，能连续盯着看个把小时，和那些花唠一
些或许只有花能听懂的嗑儿。还别说，因为恋花，有了心灵的寄
托，母亲的失眠缓解了很多，日复一日，慢慢地能睡安稳觉了。她
硬是以一米五几的孱弱身躯，支撑起一百多平方米的空间，两千多
个孤独的日日夜夜，减轻了儿女们不少远远近近噬心的牵挂。
母亲是在 17 岁上嫁给父亲的。父亲比母亲大 8 岁，却是一个
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者，除了生产队里的农活儿，其他的事几乎一手
不伸，就连母亲生我们几个坐月子期间，他也不怎么知道悉心照顾
和疼爱母亲。并且，父亲年轻时脾气不好，沾火就着，什么事也没
法和他沟通、商量，
母亲总是盼着他以后能火气变小、脾气变好，所
以一忍再忍，把家里所有的事情都揽下了，伺候孩子，养鸡养鸭养
猪，煮菜做饭，
抱柴火，收拾院子，
都要一一动手。母亲怀第二个孩
子七八个月时，还得挺着大肚子去屯子中心的井院去挑水。那时，
我们那个五十多户的自然屯里只有一口井，每家每天都得去井院
挑水。我家住在屯子东头，去井院挑一次水来回要走一里多路。
母亲本来个子就矮，怀着孩子更加吃力，那天中午握着辘轳把往上
摇水时，因为水桶太重，井边又结了一层薄冰，她没站稳，一个趔
趄，差点儿被撒开的辘轳把儿刮倒。屯子里十七八岁的后生安山，
赶紧帮母亲把水挑回家，之后又连挑三担水，直到把水缸填满。时
隔五十多年，母亲叨念起这个细节时，
眼神里仍然满是感激。
日子就这样如流水一般，
静静地过着。18 岁时，
母亲生下第一
个男孩儿，因不懂育儿之道，身边也没亲人，孩子刚出满月就夭折
了。当时父亲也没有一句安慰的话，
觉得这是正常的事。母亲伤心
地流了几天泪，之后生活还得继续，20 岁时有了姐姐，23 岁时有了
我，
后来有了两个妹妹和弟弟，
再后来孩子稍大一点儿，
她便和屯子
里的妇女一道，开始在田间劳作了。父亲依旧是北方男人的做派，
很少顾及母亲的心理感受，
母亲依旧是各种忙，
不时也会忙里偷闲，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摆弄摆弄她养的花，
和庄稼地里那些小麦、土
豆、黄豆、高粱、玉米以及小园里的茄子、西红柿、辣椒等，成了最为
稔熟的朋友，
和它们一起唠嗑、一起散叶、一起开花。我上小学五年
级时的一个中午，放学回家屋前屋后都找不到母亲，后来在小园最
边缘的土豆地里，看见她正面对着一片盛开的紫色土豆花，一边微
笑，
一边喃喃自语，
几只蝴蝶和蜻蜓来往于花之间，
仿佛十分快乐地
嬉戏着。我一下子愣住了，好半天没敢惊破她那份平静的梦，那是
我至今见到的母亲最舒展、最惬意的笑容。原来，
再平淡、再贫瘠的
生活里，
人的内心深处也少不了对美和远方的向往啊。母亲看上去
柔弱，
但韧性十足，
她就是凭着这种独立的性格和精神，
把孩子们一
个个拉扯成人。随着儿女们长大，
父亲在家里的大男子主义似乎也
越来越少，
母亲的苦日子渐渐有了盼头儿。
其实，母亲原本不是黑龙江人，她生在吉林省德惠县菜园子公
社菜园子大队第三小队，刚一岁零两个月，外婆连续头疼三天就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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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笛的兄弟姐妹

馨逸回国后，适逢东北掌事者
张作霖振兴地方，广招贤良办学，于
是馨逸就到了东北大学任教。
馨逸 1928 年暑假回天津结婚，
娶的是能勤俭持家的普通人家小姐
沈同瑾。沈同瑾（1910—1964）原
本在南开女中读书，比辛笛高一班，
但没毕业就嫁到王家。开滦煤矿的股
利给慕庄带来丰厚的收益，为长子婚
后回津能住上新居，慕庄抓紧时间建
成新小楼。在此之前王家曾住天津泰
安道，那里离开滦煤矿有限公司所在
地不远。
1929 年 8 月 29 日，馨逸之子王湛
（亦涵）出生在现大理道4号，
遗憾的是，
慕庄没能看到长孙的诞生。馨逸在父
亲病逝后从东北大学辞职回天津，
在家
承继父业，管理财务，在外则任天津北
宁铁路局材料科科长。1937 年天津沦
陷后，他不愿做汉奸，乃改行入周氏家
族所办的天津久安银行做事，
1941年患
骨结核病，
锯腿装了假肢，
1948 年携家
去香港的久安银行任职。1950年退休，
全家回到天津。
辛笛的大姐原名王国瑛，年长他
5 岁，是位才女。她诗词写得好，钦慕
东晋女诗人谢道韫的才华，认为自己
也与众不同，自起号“韫如”。其实，当
时年轻人一般不起号，进入社会才起
号。称“号”是客气的表现，不作兴称
名字，见面时别人会客气地问：
“ 尊号
如何称呼？”中国人名排列顺序：名、
字、号、别号。
辛笛的大姐从小读私塾，习字临

手人寰。很快，外公给她找了继母。母亲小时候基本上是在祖父
家和外祖父家长大的，对自己的父亲反倒没有那么深的感情，寄人
篱下的生活让她格外敏感，对人有很强的防备心理。六七岁时回
到继母身边，只读了三个月书，就开始帮继母带同父异母的弟弟、
妹妹了，八九岁时给父母做饭、洗衣服，十一二岁就到附近的草甸
子上放牛。她说，有一天把家里那头黄牛赶到草甸上之后，她便躺
在开着零星小花的草地上看天上的云，云朵时浓时淡，千姿百态，
变幻无穷，和湛蓝的天空组成了一幅令人遐想的美景。她默默地
想，那些云朵都是从哪儿来的，又都往哪儿去，一路上的伙伴儿会
不会走散分开？那朵孤零零的云朵让她揪心，她从云朵想到了自
己的身世、处境和命运，不知不觉泪流满面，又有几分喜悦。待她
从云朵那里收回目光，黄牛早已自己跑回家了，她挨了父亲一顿
骂，可心里却暗暗高兴着。
可惜，惬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母亲少女的梦还没有醒来，刚
到 17 岁，外祖父为生计所迫，和一点点彩礼，迅
速给她订了一门亲。没办法，母亲只好北嫁黑
龙江，
“上荒”到黑龙江省讷河县和盛公社新祥
大队第三小队，也就是我的家乡。母亲与父亲
在一起厮守了 55 年，没有花前月下，也说不上
有多么恩爱，但贫贱生活使他们彼此都适应了
对方，互相帮扶，所以父亲去世，她的心理平衡
自然被打破了。
两年前，我曾写过一首诗《母亲简历》：
罗
一岁时她母亲去了天堂
振
八岁她开始用衣裳清洗村前的小河
亚
十二岁她到草甸放牧猪和云朵
十七岁她成了懵懵懂懂的新娘
十八岁她尝受儿子夭折的滋味
二十到三十五岁她属于五个孩子
照料啼哭饥饿成长与黑夜
三十六到五十六岁她亲近庄稼
玉米饱满谷子沉实黄豆扎手
还有紫色的马铃薯花都很喜欢
五十七岁她进城像进了陌生的荆棘地
除儿子媳妇孙子连楼房也不认识她
没有人叫的名字午后恹恹欲睡
好不容易她能找准东南西北
又遭遇老伴儿的失忆症发作
到了七十二岁孩子们四处忙
她常一个人在花坛边数花苞儿
陪伴太阳和地上自己的影子
日复一日月复一月
谁都是一个人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最后再一个人孤独地离
开这个世界，途中会不断遇到一些人，他们陪你走上一段，但是走
着走着就走散了，然后又有一些新的旅伴加入，只是当你抵达目的
地时，发现剩下的还是你自己。母亲来时孑然一身，而后也是一个
人的漫长旅程，与儿女的欢聚只能填补孤独空洞之万一。好在母
亲似乎已经和孤独达成了默契，学会与孤独和平相处，所以她谢绝
了我和弟弟让她一起生活的孝心，说自己一个人生活更随意、更自
由。或许，人近黄昏的母亲，
早就跨越寂寞、孤单的栅栏，习惯了孤
独，并能享受孤独，
悟出孤独也是充实、快乐与静谧之源了吧。

自打加入老同事微信群，
赵姨心里就像散
去雾霾的天空一样敞亮。算起来，
赵姨离开工
厂已经快30年了，
下岗时30多岁的小媳妇，
如
今都快成老太婆了。赵姨年轻时可是个俏气
人儿，
虽不是那种浓眉大眼，
可皮肤白里透红，
两只笑眼透着喜兴，加上身材高挑儿匀称，在
女工群儿里绝对是个拔尖儿的人物。
赵姨从小喜欢读书，爱好文学，
经常把书
上、报上的名人名句，
抄写在一个精致的笔记
本上，有时自己也写一些小散文，
抒发一下内
心情怀。但她性格有些内向，总也不敢把作
品示人，即使是最亲近的人也是如此。
赵姨曾有一段幸福的婚姻，丈夫老李怜
香惜玉，知冷着热，可惜身患绝症，在女儿出
国留学的第二年，便撇下爱妻去了另一个世
界。如今，女儿已在国外成家，
虽然几次想接
妈妈到海外定居，但赵姨还是觉得过不惯国
外的日子，感觉自己的身体还行，
一个人生活
倒也惬意。
赵姨能够一个人过得有滋有味儿，一来
是她喜欢读书，有文学爱好，
二来是她喜欢听
戏、唱戏，除了看书之外，就用“唱吧”软件自
娱自乐，有《霸王别姬》
《宇宙锋》，也有《生死
恨》等，
都是梅派青衣戏。
半个月前，老同事张姨给她来电话，问她
有微信吗？她说，有啊，就是除了跟闺女聊
天，别的
“朋友”
很少。张姨说，
咱们厂的老同
事们，建了一个微信群，你加我微信吧，我把
你也
“拉”
进来，咱这群里可热闹了。
有了这个群还真是方便了，这么多年的
老同事一
“见”
如故，聊过去厂里轶事，说当今

辛笛与天津
王圣思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小楷范本《灵飞经》字帖，
又用功学王羲之，
她的字体秀丽柔美，尤其擅写楷书。为人
很能干，
做家务记账有条不紊，
是母亲的左
右手。但父母受旧观念影响，认为女孩子
能像她这样读书认字写诗吟词已很不错
了，
没让她进她所向往的新式女子中学，
更
不让她读大学。她郁郁寡欢，终于抑郁成
疾，咳嗽不止，肺病严重，临终前几日还嘱
咐辛笛好好读书。辛笛听了很难过，
只见大
姐的脸紧绷着，不太有表情。她后因睡不
着，
服安眠药过多，
致昏迷不醒，
两三天后去
世，
时年20岁。这让她的母亲很伤心。
辛笛的三弟年少时因出天花去世，
人见
一蟒蛇从树上游走。当时民智普遍低下，
有
认为三弟是蟒蛇所变，
也有认为三弟之魂为
蟒蛇所勾。辛笛的妹妹是母亲难产而生，
智
力发展受影响，
也是早年得病而亡。
辛笛的四弟辛谷（1917—2011）小辛
笛五岁，作为幺子在家里最受宠爱。他与
辛笛最要好，手足情深，从小一起做游戏。
辛谷也毕业于南开中学，看到二哥写诗也
很想尝试，他写的几首诗篇曾贴在南开中
学校园的板报上，后来辛笛邀他一起合出
诗集《珠贝集》；
他学的是理工科，
考入天津
工商大学土木工程系，
后来赴日本留学，
为
的是看看这么个小国为何能欺负我们这样
的大国。回国后在天津港务局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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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盛宴

（组诗）

是我电话兵的序号
高高的电话线杆子上
留下我接通线路的欢快呼叫

曲罢终不散的宴席
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媚眼里
独自悠扬或者芬芳

兵旅生涯的那座山里
每个夜晚都能听到松涛的奏
鸣
不管风刮在哪个季节
回味悠长的松涛声都在耳边
回荡
碰到山里孩子叫着我阿姨
大不了几岁的我羞涩又自豪

每天醒来
彼此对视的瞬间
已经收获了很多惊喜
走不过万水千山
就在方寸之地里
解读安身立命的信仰吧
思考生活的含义

于剑文

我心深处有戏台
从不会唱戏的我
被睡梦中的故事惊醒
反复琢磨剧情
想不通我为何变成了
《霸王别姬》里的虞姬
还跳了一支格格不入的现
代舞
霸王变成了白脸
一柄长剑寒光凛冽
粉墨登场
我竟被恐惧惊出一身冷汗
台前幕后
先出将后入相
鬼魂走路要手心朝上
梨园世界
就是规矩，就是尺度
万般律条
我是烟尘里的一根垂柳
怎能喝了自己的倒彩

一场盛宴
等你来
我亲手制作的蛋糕
作为第一道甜点

作为第三防线的我的部队
经常像在新兵连一样
经历白天晚上的紧急集合
野营拉练我们不让须眉

甜腻柔美只是一种作料
我收集了春雨夏露冬雪
熬制成最纯洁的甘霖
和着百花酿成的精魂
先迷惑你的视觉
再迷惑你的味觉
让你找不到归途的路
让你忘记返回故乡
从此你在我的迷恋中
我乡就是你乡

一个周日的早上
正在远处爬山的我
听到喇叭里播放的《红色娘
子军》
里面一阵紧急集合的号声
我一路狂奔回到营区
成了大家谈笑的乐趣

等待这场盛宴
只为今生的一次相见
为来生你依然在我的视野里
盘旋
我不管你是以鹰的姿态
还是犬的敏捷
是猫的慵懒
还是杜鹃鸟的雀跃

空调吹出的冷风
在头伏里很威猛
夜色里我是我自己的主角
我回味着虞姬
这场旷世之恋
输给了心高气傲
翻腾格斗，戏里戏外
我是怎么进入的角色

只要你赴了这场约
我伴着星伴着月为你采集的
百花蜜
就一定是今生最美的佳酿
我是“拐两”
曾经跋涉积雪
背着线拐子
去查电话线的小女兵
定格在我青春的年轮

我还想回到梦中
让恐惧继续将我震惊
梦外没有的生活
梦里过把瘾
江河有波澜
我心深处有戏台

曾经梦里被自己的呼喊警醒
总机、
总机
我是
“拐两”
，我是
“拐两”
数字 72 叫
“拐两”

一场盛宴

几十年过去
我还会梦见我的军营
梦见我站在电线杆上呼喊
总机、
总机
我是
“拐两”
，我是
“拐两”
三缠两绕的蛇口扣
与我的岁月打成了死结
永不退色的绿军装
是我一生最爱的颜色
不问花期
春夏秋冬
山川沙漠，冰层大海
都有自己最美的花开
我不是矫情
我家那些小多肉
都发芽拔穗
展示出了粉的紫的黄的
最美的风采
那是它们自己的舞台
融进生活的细节里
不用解释

赵姨的微信
杨士军
社会的段子，晒出门旅游的照片，
发得最多的
是各种心灵鸡汤。赵姨由于性格沉稳，经常
是只看不说，发得最多的就是点赞。
阅读老同事群，很快成为赵姨每天的一
项“工作”。群里有个叫“初荷”的，引起了赵
姨的关注。除了名字有点儿诗意，初荷还经
常发些自己写的诗词，有七律、有五绝，当然
也有打油诗。从这些作品里，赵姨看出这位
初荷还很喜欢京剧，而且谈吐文雅，
有点儿文
化人的风度。譬如，那天他就发了一首小诗：
楚汉争霸起无端，
项王兵败刹那间。
虞姬舞剑强作欢，
留予梅园谱新篇。
一看就是写京剧《霸王别姬》的。还有一
回，他写了一首咏菊的小诗，
也很有韵味：
秋风带寒满目新，
半如润玉半如金。
瘦比黄花婆娑影，
傲骨迎风千古吟！
赵姨特意私信张姨，问这个初荷是谁？
张姨说，只知道原来是厂里的一位保全工，跟
咱们年龄差不多，平时倒是为人和气，
其他情
况就不太了解了。
赵姨决定申请加他的微信好友，
初荷很快

群龙无首

为什么张学良在天津，
因为他是
个花花公子，在那个年代，天津是商
都，
是引领时尚的商都，
北京是皇城，
公子哥儿们想玩儿点新花样儿都得
到天津来玩。为什么 13 天才回奉
天，因为找不到他，找了 13 天吗?不
是，因为第二天报纸就全登出来了，
张学良不管在哪儿，也都知道了，所
以这个说法不准确。
1928 年 6 月 3 日张作霖离开北京
的时候，他的第三、第四方面军的总
部还没有制定撤退的时间表，第二天
6 月 4 日是张学良的生日，因为年龄原
因，张学良从来没有过过生日，这一
次是杨宇霆、孙传芳提议举行一个小
范围的聚会，杨宇霆是为了缓和与张
学良的关系，孙传芳是为了讨好张，
张学良当然也是很高兴的。上午 10
点，杨宇霆、孙传芳和军团总部的高
级军官及少量张氏亲属，都来到了聚
会地点——张学良的住处，万字廊。
就在这时，传来了皇姑屯爆炸的坏消
息，所有人都惊呆了，脸色惨白，半天
无人说话。大家都感到了事态的严
重性，当即一致决定，保持镇定、密切
关注，派出密探，军团总部立刻撤出
北京，向滦东转移。
6 月 4 日下午，张学良、杨宇霆、孙
传芳等同车离开北京，往东北
方向驶去。这一回家的路，并
不平坦啊。5 日，专列在天津
军粮城遭遇冯玉祥部队的阻
击，于学忠率部赶到，经过激
战，打退冯军，使专列继续前

接受了。赵姨和初荷开始聊文学、诗词和京剧，
两人越聊话题越多，
赵姨不仅向他介绍了自己的
近况，还把自己从不示人的作品发给初荷，甚至
连自己在
“唱吧”
的录音，
也一并发给初荷听。初
荷也很积极，对赵姨的文字加以点评，有时也提
出一些改动建议。赵姨由此对微信更加依赖，
有
事没事总爱查看手机，
生怕漏过什么消息，只是
初荷有时回复不够及时，
让赵姨有点儿着急。
这天，初荷想约赵姨到他活动的北沽公园，
一起唱几段儿，赵姨虽然有点儿忐忑，
但还是如
期赴约。
刚进公园，
就听到丝竹、
檀板声悦耳动听，
赵
姨不由得加快了脚步。来到长亭跟前，
她看见一
位穿着米色风衣的老者，
正在演唱《搜孤救孤》，
一
听就是纯正的余派。赵姨刚一打愣儿，
就见迎面
走过来一个头发花白的男子，
边走边向她打招呼，
她料定此人就是初荷。他们寒暄时，
琴声刚好停
止，
初荷引着赵姨与刚才演唱的老者见
面，
并告诉赵姨一个秘密。
原来，
在网上跟赵姨吟诗答对的竟
是这位老者，
这可让赵姨大吃一惊！接下
来，
老者又亲自操琴给赵姨托了一段《凤
还巢》，
别看初次合作，
倒还琴瑟相合。
又过了几天，初荷建议干脆他们
三个人建一个小群，省去他再传书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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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6 日又受阻于芦台，还是于学忠率部及
时赶到，
救护，
使撤离的军团总部安全抵达
滦县县城。京奉铁路上运载东北军撤退的
专列首尾相连，
连绵一二十公里，
由于应变
迅速、组织得当，主力部队基本上未受损
失。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罗文干等住
宿于滦河以东的大觉寺。
这个时候，
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
在军
团总部高级军官中逐渐传开了，张学良和
杨宇霆在一起多次密谈，但双方肯定是各
怀心思。这个时候，谁接替张作霖主持东
北呢?张学良并不是百分百的人选，
在张学
良、张作相心里，
杨宇霆是一大威胁。这十
几年杨宇霆在张作霖身边的作用，他的能
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他杨宇霆服谁
呀?这个时候也才 28 岁的张学良也是心里
没底气呀，他悻悻地对杨宇霆说愿意把奉
天省交给杨宇霆。杨宇霆含着眼泪说：
“你
不必说这样的话，
我忠心保你们父子。
”
在奉天，日本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大
帅府，东北军群龙无首，并且主力还在关
内 ，一 旦 出 事 ，后 果 不 堪 设 想 。
留守部队的参谋长臧式毅和奉
天省长刘尚清商量以后，决定秘
不发丧，内紧外松，于是，在大帅
府，就有送饭的、瞧病的出入于
张作霖卧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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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光不问花期
与我不离不弃
知道这不是最终的结果
但有一份承诺
足以
留在花季
就像一片叶子
从母腹跳跃而出
呼吸空气的贪婪样子
与生俱来
鸟儿在春季相遇
是灵魂的契合
饱满又动情
我喜欢这种萌动的青涩
虽然还没有故事
但那是多么美好的相互追逐
清澈的晨曦
母亲唤醒的音符
会一直荡漾过岁月的尘埃
一件花衬衫
母亲说照相时就穿着它啊
去照相馆时我偏偏忘记了
生气的母亲竟然流了泪
总是春天多好啊
我会穿着花衬衫让母亲欢喜
就像一片叶子
充满蓬勃生机
在母亲的枝条上任意生长
招风惹蝶
不管是喜鹊，还是麻雀
都送一个飞吻
一串没心没肺的欢声笑语
就留在花季
本版插图：
张宇尘

笺。这个小群起名
“谈艺坊”
，
赵姨一看那位老者
的微信名叫“残荷”，马上发微信逗趣说，看来你
们都是
“荷”
字辈儿的啊。残荷也是秒回，
您的名
字跟我们也非常投缘啊。赵姨发了一个“？”，残
荷答道，您不是叫“清照”吗？李清照有“兴尽晚
归舟，
误入藕花深处”
的名句，
藕花深处肯定少不
了这
“初荷”
“
“残荷”
啊？赵姨立刻发了一个大大
的
“好”
，
一下子体味到觅得知音的喜悦。
一晃又过了几个月，张姨给赵姨发微信，问
她怎么老没在群里冒“泡儿”呢？赵姨说，我正
想找你说话呢。张姨说，我也想你了。赵姨说，
你可不许笑我，我谈恋爱了。张姨说，你真跟初
荷好了？赵姨说不是。
接下来，
赵姨就把结识残荷的事，
跟张姨说了
一遍。她告诉张姨，
残荷是位大学教授，
比她大 5
岁，
老伴儿去世多年，
也有一个女儿在国外。赵姨
提出想和残荷一起，
请张姨吃个便饭，
顺便让她给
把把关。张姨说，生米都快成熟饭了，还把啥关
啊？应该是谢媒人才对。赵姨说，
怎么你又成媒
人了？张姨说，
要不是我把你拉进群里，
你能认识
他吗？赵姨一想也对，
就回了一个
“赞”
字。此时
的赵姨，
忽觉两颊有些发热，
像是恋爱的感觉。她
想，
此时如果照照镜子，
脸上一定很红、很红……

定点医院

与医院外优美环境不同的是，
院
墙里的时光似乎被凝滞在了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住院楼显得有些老旧。
医院总共有五六栋砖楼，
每栋楼的楼
层都不过四五层、
五六层而已，
楼内外
倒是按照标准双通道建造的，
建筑群
整体铺得很开阔，
是多年前由外国专
家帮助设计的。当疫情起来后，
这里的
某些楼被紧急修葺、
改装，
也是必不可少
的。收治儿科患者的便是位于医院西侧
的E楼，
不过由于儿科病人相对少些，
所
以该楼还被成人患者占据了一层。
“我们当时进驻后，
首先要做的就是再
次反复学习、
训练穿脱隔离衣和防护服。
同时，
认真看图，
了解病房、
走廊结构，
必须
绝对清楚哪里是清洁区、
半污染区、
污染
区。如果走错一步，
game over（游戏结
束）。
”
不知为何，
戴宇斐在电话里叹了口气。
专门收治以呼吸系统为主要症状
的传染病病房，起码应该做到满足负
压房间条件，即必须是负压病房，这就
要求通过技术手段，使病房内气压低
于病房外气压。按照戴宇斐的说法，
他们进驻的那栋楼就是当时经过改
造、临时投入使用的病区，看来原本并
不是用于呼吸道传染病患者收治的。
如果没记错，
当时的医疗队，
是由市
内各个医疗机构征召来的医务人员临时
组成。儿科第一个住院患儿，
就是 4 月
17日凌晨5点25分左右，
被稀里糊涂收
入戴宇斐所在的那家三甲医院小儿呼吸
科的那个从香港返回的女孩！其间，
该
市的儿科患者在大约两个月间来来去
去，
一共有11例次，
同一时间在院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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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达到过 5 例，
每例平均住院大约两周
到一个月左右，
虽然患儿病情有轻重之分，
所幸无一例死亡，
最终均得以痊愈出院，
这
个战况可比惨烈的成人病区强得太多了。
儿科医疗队成员在定点医院，
呆了一
个月至一个半月时间不等，
面对严重的体
能消耗、
沉重的心理压力，
大家都在咬牙坚
持。每天的交接班，
几乎成了同事中部分
人员能够短暂见面、
互道珍重、
彼此加油的
唯一机会，
所以每个人都特别珍惜。即便
护理组和医疗组不会在一起交接班，
但远
远地相互凝视或做个鼓励的动作，
就已经
让人满心欢喜了。
然而，
就在当时住院患儿全部病情平
稳，
几个病例咽拭子和血的检测转阴的当
口儿，
也就是戴宇斐干满一个月、
接到撤离
命令之后，
在最后一次交班时，
没有见到周
萌的身影。戴宇斐原本以为周萌只是临时
有事倒班或提前撤离，
可直到第一批进驻
红区的医疗队大部分撤出，
在指定的被临
时征用的宾馆隔离休整期满
“释放”
，
也没
听到关于她的消息。更出乎意料的是，
到
了2003年的6月中旬，
他竟然从别人的口
中得知，
周萌可能已经去世了。
“你还记得那是哪一天吗？
”
楚天晴有
些不甘心地追问。
“你指的是什么？
”
戴宇斐
一时没反应过来，
反问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