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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满航

群山连绵起伏，夹于其中的一处山谷一分为
二，一半是更为低洼的河道，一半是平展展高出一
截的营区，营区和河道手挽着手，顺着山势蜿蜒而
去。

星散在各个隘口哨所里流出的灯光就像忠诚
的瞭望者，在暗夜里守护着一山静谧与一河清泉。
大山在月起之时就睡着了，守夜的生灵们同时苏
醒，在泉水的叮咚声之外，猫头鹰寻找伙伴和黄羊
结队奔跑之声侧耳可闻。

从山谷斜插进东山的一处小道则与它所处的
这片静谧完全不搭，哒哒作响的发电机沿着小道点
亮了一连串的白炽灯，就像加强版的萤火虫列队飞
来。工兵连连长孟志强站在昏黄灯光织起的斜坡
上，先是撕开了嗓子朝着上游喊：“水泥还够不够？”
那边回话不多了，他又冲着连接马路的下游喊：“抓
点紧，上水泥。”他的身前身后都是他的兵。

孟志强超过二十四个小时没合眼了，他和他工
兵连的兄弟们窝在这狭窄的小道里已经干了两天
两夜。之前他们刚加固完棋盘星哨所的瞭望塔，就
受命连夜赶来投入这场新的战斗。几天前的那场
洪水冲毁了泄洪道的围堤，而几天后的另一场暴雨
也蓄势待发急速赶来。没了围堤，几年前刚筑起来
的通往天上星哨所的唯一通道必将全被冲毁。他
们没得选，必须和喜怒无常的暴雨抢时间。他把三
个排分成两拨儿，一拨儿休息一拨儿施工，这种安
排和这样的施工强度在工兵连已成常态，大家很快
各就各位一线儿排开。

他从泄洪道下游往上走着巡查，虽然心里急得
恨不能立马竣工，嘴上却一遍遍叮嘱着比他更火急
火燎的兄弟们：“都不要急，安全第一。”看到正猫身
抱起石头往堤上垒的上士余国栋时，他停下来，叹
口气训他：“你这个老余啊，这回算是让我背上骂名
了。”余国栋扭头看了他一眼，不说话，只嘿嘿笑，手
里活儿依旧利索——灌浆，填缝，抹平，上浆，抱石
头摞上，孟志强盯着余国栋的背影摇摇头，想说什
么，嘴已半张开，却终究没说，化成一口长气出完，
又继续往上走。余国栋去年元旦就该结婚了，家里
定好的日子，一再强调改不得，可那会儿正赶上丁
字桥改造，余国栋把休假报告单递上去又要了回
来。家里头不得不把结婚日子改到了“五一”，可

“五一”的时候余国栋还忙在棋盘星哨所的瞭望塔
上，他压根没提休假，更没提结婚。孟志强是在连
部接完安徽打来的长途电话后，才知道这个闷不作
声的上士闷不作声地在老家有了对象，眼看着又要
闷不作声地结婚了。孟志强欣慰于连里的大龄未
婚青年又少了一个，当机立断，即刻勒令余国栋休
假：“把媳妇娶到家再回来！”余国栋却没和他想到
一块儿去，挠着头说：“咋说也得先把瞭望塔立起
来。”当时的工程收尾在即，他也就没和余国栋计较
那十天八天的。可从棋盘星哨所转战泄洪道后，仍
不见余国栋请假，孟志强去催，他却振振有词说：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我在这个节骨眼上走说不过
去。”余国栋说这话时已猫在工地上忙起来了。孟
志强虽是连长，但余国栋不填休假报告单，他总不
能把人家绑起来押到火车上去，只能动之以情晓之
以理：“这个活完了你无论如何得回去结婚，咋样？”
倒弄得像是他在求余国栋了，余国栋仍不给痛快
话，憋了半天，才答应他：“后面要真是没活儿了，我
就休假。”

上次的洪水来得太猛，几年前砌起来的泄洪道
围堤全被冲毁，本就不宽敞的进山小道也一段一段
地被从底下掏空，随时有塌陷的危险。官兵们得抢
时间，更得保质量，活干得咋样，蓄势而来的洪水将
做出检验。他们先要把之前冲散在泄洪道的石头
清理掉，再在原来的基座上重新砌起石墙，最后用
碎石把掏空的路基逐段填平、夯实。连里把任务分
到排，排里又分到班，这会儿班跟班较劲，排跟排竞
赛，工地上热火朝天。孟志强在四班的责任区示范
着砌完一层石头，把灰刀交给一名刚出师的下士，
交代了几句，又返身往下游巡去。山里施工多是在
偏狭陡峭之地，大型机械进不去，只能把人力用到
极限。河道里到处是风钻吃进石头里的啸叫声，他
们必须把大块的石头碎到人能抱起，再由官兵们蚂
蚁搬家一样一块块抱去工地。石头不比他物，看似
不大一块，却死沉死沉，累不说，更要命的是危险，
一旦脱手，极容易砸烂脚。走一趟几百米的工地，
准得渗出一身透透的汗。

“你怎么还不回去？”孟志强站在了正握着风钻
的中士杨杰光的面前，他试图用自己愤怒的声音压
住四周里风钻的啸叫，“你们排长呢，都把我的话当
耳旁风吗，还有没有纪律？”杨杰光在那一瞬间被镇
住了，愣着没说话，见孟志强问起他们排长，才赶紧
解释：“这与排长无关，是我自己来的。”孟志强勒令
他：“赶紧回去。”杨杰光却并不走，皱着眉吞吐说：

“一个人在宿舍待着不得劲。”又说：“连长，你就让
我留在工地吧，就算重活干不了，我总能打打下手
吧？”孟志强不满，指着杨杰光提在手里的风钻：“你
这也算是打下手？”杨杰光尴尬地笑笑，倒像是犯了
错误一样，垂着头低声说：“和抱石头比，这可不是
打下手吗？”孟志强问：“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知道

不？”杨杰光答：“嗯，知道。”孟志强无奈地摇摇头：
“知道就爱惜自己点！”杨杰光最先是钢筋工，那年
在一号洞库工地，钢筋弯曲机突发故障来不及修，
工期又赶得紧，他就开始把手当作最得力的工具，
长此以往，指骨变形，手也使不上劲，他又自告奋勇
凭着臂力去抱石头。光看他胳膊上那突起的肱二
头肌，知道准能担得起那份重量，他也惯常是挑最
沉的石头抱，可骨头却吃不消。从去年开始，因久
受力，他的胳膊出现习惯性脱臼。云端哨所施工那
回是第四次，骨头脱开，皮肉吃不住重，他怀里的石
头戛然落地，脚骨也被砸折。医生再三警告：“必须
静养一年。”杨杰光嘴里“嗯嗯”应了，可哪里待得
住，石膏还没拆呢，就拄拐蹦跳着往工地跑。孟志
强见了，呵斥他回去休息，但杨杰光和他猫捉老鼠，
他前脚走，杨杰光后脚又回到工地，要么抓着水管
和浆，要么帮施工班拉线找平。待拆了脚上的石
膏，杨杰光更不把医生的警告当回事，仿佛中了施
工的毒，须臾不离地沉浸在石头水泥的战场上。孟
志强再动气，也不可能为此把杨杰光关禁闭，只能
耐着性子，一次次地严令他“赶快回去”。日久，孟
志强虽说不转杨杰光，却赞赏起这个愣头青来，他
看不管不顾扑在工地上挥汗如雨的杨杰光就像看
到十八年前借口起夜去车场扛水泥的自己，是啊，
在精力旺盛的年龄，只要认准了，会心甘情愿把汗
水乃至鲜血倾注在责任里的。他不想杨杰光再受
伤，就扭头找排长又下了命令：“看着他点，不能干
重活，不能干得时间太长。”排长一边擦着从工地上
带过来的汗一边点头：“连长放心，坚决落实。”孟志
强只是寻个心理安慰罢了，排长也忙得恨不能有分
身术，哪能整日里盯着杨杰光，话又说回来，真要像
排长每回给他打包票的“坚决落实”，杨杰光这会儿
就不该在工地。

河滩里的石头越来越小了，也越来越少了。孟
志强刚进到山里那会儿，河滩不像现在这样一马平
川，高出他几倍的嶙峋巨石沿着河道一溜儿蜿蜒而
去，比他在照片上见过的巨石阵更为密集和壮观。
孟志强十七岁入伍时就在工兵营，他眼看着一块块
巨石被炸药、被风钻、被铁锤碎成了微不足道的一
块又一块，就像一个巨人轰然倒下，一段历史结束，
另一段又如约续接上。他们以血肉之躯更改了巨
石千年万年的命运。

孟志强清楚记得老营长的话：“我们脚下的营
盘是工兵用双手垒出来的。营区的山后有一片冢
园，那里葬着十八个工兵，营长熟记着他们的名字，
常把建设、吴强、七一叫得很亲，他们曾经并肩战
斗，一人一事说起来就像是在昨天。营长总是轻松
愉悦地起头，但讲着讲着，就忍不住哽咽起来，他面
硬，心却柔软得像一汪清澈的泉水。营长流泪说，
工兵破山取石奠基了营区，自己却化身为石，融进
了坚硬的山里。孟志强对营长的记忆支离破碎，那时
候他还是个少不更事的列兵，怯怯地仰望营长，远远
地听营长讲话。他多么希望能像班长那样，干活卖
力些，离营长更近些，可终未遂愿。不是他不努力，
而是不久，营长牺牲于塌方，化为大山的一部分。”

孟志强敬佩营长，更羡慕营长，他终是以自己
满腔的热爱永久地留在了山里，而自己呢，即使再
怎么不舍，也不得不离开了。一周前政治工作处主
任找他谈话——宣告他将到连职最高服役的三十
五岁，年底得转业。孟志强知道总有这么一天，但
等到了，却仍伤心失落。十多年前工兵营缩编为
连，他当连长第三年，团里有意让他转任警卫营副
营长，按干部任用惯例，副营长接营长，营长接副参
谋长皆顺理成章，但他竟没去。后来团里的司令部
要过他，基地的作训处也征调他，他无一例外都回
绝了，仍死心塌地待在外人看来“最苦最累”的工兵
连。孟志强知道自己这个连长干不了一辈子，总有
走的一天，但在一日，就得做“敢啃硬骨头”的工兵。

河道里的风钻声停了，泄洪道里灰刀敲击石头
的声音也零星落幕，工兵们在干完手里活的同时，
几乎是齐刷刷的，就地和衣躺了下去。他们极尽地
透支了体力和精气神，太累了，就像汽油耗尽的车
子，哪怕只半步，再也走不动了。孟志强同样疲惫
至极，浸在清晨冷风里的额头不断冒着热汗，他使
劲摇摇头，又蓄积起些劲头，才迈着沉重的步子从
上游到下游、再从下游回到上游仔细地巡查了一
遍，确定每块石头都垒得严丝合缝，每处路基都夯
得差不多和山聚成了坚如磐石的一体，这才长长地
舒了口气。

孟志强就势倚着身后的山，慢慢地躺了下去。
黄鹂的歌唱把孟志强叫醒。他睁开眼，正好看

到清晨的阳光照在西边的山头上，那队列般整齐的
丛林就像戴了一顶金黄色的帽子，光辉灿烂，英姿飒
爽。他由衷地欣喜，看来预报里的暴雨还得推迟些，
这样最好，能匀出时间让刚砌起的围堤和夯实的路
基凝固得更结实些。孟志强欲起身，钻心的疼痛却
从右小腿处弥散开来，似钢针入骨，甚于百虫吞噬，
全身的毛孔都扩张开，密密的汗珠层层涌出，他清楚
是几年前骨折的老伤又复发了。孟志强稍微缓了
缓，才忍痛站起，他转过身去，从豁口处射来的阳光
正好打在脸上，宛若迎接时光的检阅，他挺直身子，
仰起头，慢慢地闭上眼睛，疲惫的眉宇间绽出纯净的
笑容，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安心。3

米奶奶的睡眠很浅，浅得就像即将用
尽的油瓶，轻轻晃荡就露出了瓶底。她睁
开眼，下意识地向窗帘那边望去，窗帘的
缝隙处透出一道乳白色的光亮，犹如盒装
牛奶。那是小区的照明灯，天还早着呢，
此刻应该是深夜。如果那道缝隙全黑，就
是照明灯自动关掉了。天，也就要亮了。

“唰唰，唰唰……”安全门那边传来声
响，米奶奶从床上坐了起来。

“喵呜——”是猫叫。糟糕，是白猫咪
咪被关在了门外，米奶奶连忙下床开门。
犹如穿堂风刮过，脚边蓦地掠扫了一下，
一个熟悉的小影子从室内钻了出去——
不是咪咪是谁？

“咪咪，——”米奶奶一边喊，一边追
了出去。

在这个家里，咪咪就是米奶奶的老伴
儿。每顿吃饭，桌上都有咪咪的盘子。老
头子活着的时候，就坐在摆盘子的那个位
置上。人老缺钙，米奶奶早餐喝送奶员送
来的鲜牛奶。同样的鲜奶，咪咪的盘子里
也有一份。咪咪也老了，也要补钙。米奶
奶做饭的时候，咪咪就跳上灶台，守在米
奶奶身边，仿佛老头子还活着，还在帮米
奶奶洗菜择菜，递盘子拿碗打下手。晚上
看电视，咪咪就卧在沙发上，那也是老头
子当年的位置。咪咪也像老头子一样，眯
着眼儿，边看电视边打盹儿。米奶奶把头
靠过去，还能听到它打鼾一样的呼噜声。
米奶奶心底的温情随着呼噜声漾起，她会
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抚摸咪咪。那情形如
同抚摸着老头子的脑袋，老了老了，白了
白了，头发却依然浓密、光滑而润泽……

此刻，米奶奶追出门，她被寒风一吹，
昏沉糊涂的脑瓜忽然清醒了。方才搔抓
大门的想必是两只猫，里应外合，一对情
侣深夜约会哩。

米奶奶心里数落着白猫咪咪，眼前浮
现出窗台外面那只黄猫的模样。小鼻子
小脸儿，一往情深的大眼睛，还真有点儿
楚楚动人的味道哩。小黄会在窗外唱情
歌，山歌好比春江水，这边唱来那边和，屋
外的小黄一唱，屋内的咪咪当然也要唱
的。唱犹未尽，小黄接下来就升温扒窗
台。小黄在窗台上一露脸，白猫咪咪在屋
里就坐不住，跳上窗台，隔着窗玻璃和对
方互诉衷肠。

米奶奶从来不让咪咪出去，她担心咪
咪离家跑丢了，在外面弄脏了身子，或者
染上什么杂病。

今晚一不留神，竟然让咪咪溜出去
了。米奶奶就像丢了魂一样焦灼，“咪咪，
咪咪——”她不停地喊。小区的道路两旁
是修剪整齐的灌木丛，每丛灌木都可能是
咪咪藏身的掩体。米奶奶一路搜找过去，
她没有看到咪咪，却恍然看到往事久远的
影子。

那是娘在湾子里一路找她，一路喊着
她的奶名，“咪咪，咪咪——”小时候，她喜
欢在湾子里疯玩，天黑也不落屋。男伢儿
们在湾子边上的河沟里掏螃蟹摸泥鳅，她
在岸边看。逮着了，逮着了，她蹦跳着
喊。一不留神歪进水里，仓皇间抱住了男
伢儿的背，泥鳅一样的滑腻……

娘赶过来，揪着她的小辫子打。娘拽
着她的胳膊走，娘的大手抖着，把她的小
手捏得好紧好疼。仿佛稍一松动，她就会
像泥鳅一般滑脱进河沟里，再也找不回
来。

连心连肉的捏握感，此时犹在。
“喵呜——”米奶奶似乎听到猫叫声

从头顶传来。是啊是啊，猫会上树，猫会
在树上逮鸟。米奶奶抬起头，她看到大树
在夜风中摇。稀疏的枝条犹如老人干瘦
的肋骨，而那团黑黑的影子就像贴在肋骨
上的风湿膏药。

那是咪咪！
“咪咪——”米奶奶向着那团黑影

喊。黑影在枝头晃了晃，仍旧稳稳地待在
那儿。哦，不是猫，那不过是侥幸挂着的
残叶罢了，米奶奶揉了揉昏花的老眼。这
样一揉之后，树枝间的路灯就变成了月
亮。米奶奶和丈夫在皎洁的月光下漫步，
丈夫搂着她的肩，在她的耳畔轻轻地说：

“我会这样一辈子陪着你走，一辈子——”
一辈子好快好快，眼看着就到了头，

眼看着丈夫就独自走了，把米奶奶撂了下
来。唉，人生原本如此，人这一辈子注定
是孤零零地来到世上，又孤零零地走吧。

小区的道路是环形的，盯着路边环形
的灌木丛，米奶奶不知不觉已经转了一
周。忽然，她的目光被旁边两个幽幽闪闪
的光点吸引住了，那是猫眼。

“咪咪——”米奶奶亲昵地唤着，伸着
手走过去。猫眼却消失了，“簌簌唰唰”，
一阵响声之后，猫眼又出现在另外一丛灌
木的下面。

“好嘛，你跟我藏猫猫啊。”米奶奶心
里又好气又好笑。

女儿小时候，米奶奶就是这样带着女
儿到公园玩藏猫猫的。公园里有灌木丛
还有塔松，塔松被精心修剪成裙摆一样的
三角形，裙摆的下沿垂连着厚厚的草坪。

“妈妈，我去藏好了，你来找。”女儿一边
说，一边往塔松那边跑。

米奶奶满心喜悦地看着颠颠跳跳的
小人儿。

“妈妈，你捂着脸，不许看——”小人
儿在那边发布规则。

“好的，我不看。”米奶奶就用双手遮
着眼睛，“藏好了没有？”

“藏好了。”
“那我就开始找了啊。”
“你找吧。”
米奶奶放下遮在眼前的手，一下子就

看见了塔松下面露出来的一双小红鞋。
米奶奶当然应该看不见，米奶奶当然应该
东转转，西瞅瞅，然后焦急地喊：“咪咪，你
在哪儿？咪咪，你在哪儿——”

调皮的小咪咪只把自己藏了一会儿，
就耐不住性子，从塔松后面跳了出来。

“妈妈，我在这儿呐！”女儿拍着手，小
脸蛋儿上挂满得意的笑。

两个人这样玩了一会儿，女儿提议
说：“妈妈，你来藏，我来找。”

于是米奶奶认真地藏了。她先是藏
在塔松的后面，接着又移到了灌木丛的后
面。她从灌木丛密集的叶缝间悄悄地注
视着那双移来移去的小红鞋。小红鞋来
到这边儿，她就藏到那边；小红鞋去往那
边儿，她就藏到这边。

小红鞋越移越慢。小红鞋终于停住
了。

“妈妈，妈妈——”
米奶奶犹豫了一下，没有即刻现身。

“妈！妈妈……”女儿的喊声里带着
惊慌的哭腔。

“妈妈在这儿呢。”米奶奶从灌木丛后
面露出脑袋。

女儿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扑进她的怀
里，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哇哇”地哭响
了，把鼻涕眼泪抹到了她的身上。

……
米奶奶发现自己流鼻涕了，方才离家

追咪咪的时候，仓促间没有想到披衣服，
只穿着一身睡衣就出了门。现在咪咪没
有找到，她自己倒要感冒了。她可是不能
病了，女儿临行前再三叮嘱：“妈，你自己
一个人在家，千万要当心，当心！”

女儿也要当奶奶了。女儿的女儿也
生了女儿，女儿要去伺候她的女儿坐月
子。米奶奶嘴上说“你放心走吧，妈会照
顾好自己的”，心里却没着没落儿空得慌。

“妈，这是你的药盒子。记住，每天一
格，每格里面的药当天都要吃完呐。”女儿
特意给米奶奶买了一个长条形的透明塑
料药盒。药盒分成了七个小格子，可以装
一个礼拜的药。

米奶奶嘴上说“用不着，用不着”，其
实心里挺喜欢挺明白，女儿买的这个小盒
子很实用。她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刚刚药
片吃进去，转身就糊里糊涂地问自己：“今
天的降压药吃了吗？”

“妈，家里的钥匙你就挂在脖子上，千
万别把自己锁到外面了。”女儿把一个漂
亮的丝绳项链戴到米奶奶的脖子上，上面
吊着家里大门的钥匙和一个牌牌。牌牌
上写着米奶奶的姓名、住址和联系电话。

“哟，瞧你把你妈想的，你妈还没那么
老糊涂。”米奶奶用手拈着细绳，那一瞬
间，米奶奶想起女儿年幼时，她头一回给
女儿的脖子上挂珠珠项链的情景。如今

倒好，自己却变成了让人不放心的孩子，
变成了脖子上吊着牌牌和钥匙的小学生。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老人宝’。按
这个键，可以叫120，救护车就来了。”女儿
把一个粗笨的黑手机递给米奶奶。其实，
女儿先前已经给米奶奶买过智能手机，米
奶奶玩儿不转。

“哦，是这个键吧，这个吧？”米奶奶认
真地学。

“妈，这是两瓶速效救心丸。一瓶放
在裤兜里，一瓶放在床头柜上。”

……
此刻，女儿的叮嘱仿佛又在耳边响

起。米奶奶想女儿了。她觉得脸上有点
儿湿，不会是眼泪吧？她用手抹了一把，
是水，是雨水。夜风和夜雨让米奶奶觉得
凉了，她缩着身体抱着肩膀，打算回家去。

她走过一栋楼，又走过一栋楼，最后
竟然迷迷糊糊地呆住了。咦，我住在哪栋
楼，哪个门洞呢？

小区里全都是一模一样的三层旧楼
房，规格划一，整整齐齐，看上去就像同一
个师傅用同一把刀切出来的豆腐。也就
是一个多月前吧，那还是大白天，米奶奶
独自在小区里遛弯儿，腿脚遛累了，就想
着回家去。她抬头看看前面的楼，觉得不
像自己家。往前再走再看，再看再走……
一栋一栋全都走过去了，每栋楼看上去都
像，却又都不像。

怪了怪了，米奶奶自己住的楼号是什
么，她竟然也记不起来了。她的脑袋就像
是吃空了的方便面袋子，抖过来抖过去，
也只能抖落出星星点点的碎渣渣。

还好还好，这种状态很快过去了，仿
佛根本没有发生过。米奶奶惊讶之后，又
不无自嘲地想：咋回事，该不会是老年痴
呆了吧？

当然，这件事米奶奶没有给任何人
说，包括她的女儿。

此刻，认不出家的情况又出现了，而
且是发生在晚上。暗夜让眼前的一切都
变了样子，在陌生的灯影里，她仿佛走入
了一个陌生的小区，眼前都是陌生的楼
房、陌生的小路、陌生的树木。

米奶奶茫然失神地挪着脚。她觉得
她在喊了，但是她却听不到自己喊的声
音。

她的胃隐隐地疼了起来，随后窜到了
肩胛骨，接着是左胸口。仿佛盖了太沉的
被子，她有点儿透不过气……

冷汗沁出，她摇摇晃晃，就要倒下了。
双腿间忽然有毛茸茸的东西蹭着她，

犹如暖烘烘的手一样轻轻地抚过来，抚过
去。

“喵呜——”不是幻觉，是咪咪。
“咪咪！”米奶奶弯弯腰，然后向前挥

挥手，“听话，咪咪。回家，回家……”
白猫咪咪歪歪脑袋，迈开步子往前

走。它走一走，就停下来回身看一看，仿
佛在瞧米奶奶有没有跟上来。

白猫咪咪不慌不忙地进了楼洞。白
猫咪咪抬腿抬脚地上了楼梯。白猫咪咪
大模大样地卧在了门口的垫子上。

“出入平安”，看到熟悉的垫子上那熟
悉的四个字，米奶奶长长地舒了口气。好
了，到家了。

米奶奶把白猫咪咪抱进怀里。然后
在脖子上摸钥匙。脖子上光秃秃的，米奶
奶心里一惊，忽然想起来，挂钥匙的丝绳
睡觉时总是摘下来，放在床头柜上的！

冷汗倏然而下，米奶奶的左胸口仿佛
遭了重重地一击。击打之后的拳头并没
有挪开，反而紧压着，紧压着，要把胸腔里
的东西全都压榨出来。

女儿的话在耳边响着：“妈，这是两瓶
速效救心丸。一瓶放在裤兜里，一瓶放在
床头柜上。”“妈，这是‘老人宝’。按这个
键，可以叫120，救护车就来了。”

女儿的话越来越弱，越来越远。
米奶奶怀里抱着猫，靠着大门缓缓地

颓倒了……
天亮不久，勤快的送奶小哥来送鲜牛

奶。他看到了瘫在门垫上的米奶奶，于是
弯下腰，想扶起米奶奶。白猫咪咪在米奶
奶怀里抬起头，长长地叫了一声“咪——
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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