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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板上开满了花朵石板上开满了花朵

我天天上班，步行 20 分钟。时间长
了，像心里有块表似的，基本上每天都是踏
着秒针走进办公室的。

这天，是假期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又踏
着秒针走进了办公室，科长告诉我：“小孟，
刚才有位姓许的打电话找你，说是今晚到你
家里坐坐，还说是从你老家来的。”

我一下蒙了，原因是结婚一年多了，我
家也没有接待过一次客人，再说我老家的
村名叫孟家沟，全村十八户人家全姓孟，母
亲姓张，也就是说亲戚当中也没有姓许
的。这位老家来的客人是谁呢？

我爱人是我大学时的同班同学，我们
俩打拼四年，积存了几万元，全交了房子的
首付。我们俩算过账，生活上可以省吃俭
用，但房租是一笔必需的支出，哪怕是集体
租住的房屋，两人加在一起，同样也是一笔
不小的数目，为了节省这笔开支，就得有自
己的房子，哪怕是小一点也好，所以在拿到
住房钥匙那天，我和爱人高兴极了。

没钱了，房子可以不装饰；没钱了，可
以不买家具；没钱了，可以不举行婚礼。我
和爱人商议决定，暂不告诉自己的父母、亲
戚。什么请客送礼，车子接送……全免
了。我们俩从各自集体租住的地方将被
子、褥子、衣物等搬到新家，像小鸟一样搭
起了属于自己的窝。

很快，我们有了孩子。高兴之余，新的
问题又来了，多了一口人不说，关键是我爱
人没有奶水，只能吃奶粉，这无形中又给我
们的生活增加了一项不小的开支。

在城市的大酒店门口，常常看到某某
喜得贵子、千金，喜庆祝贺的牌子，我家没
有举办满月酒，只给老家的父亲打了一个
电话，让他老人家分享我们的喜悦心情。
父亲得到这个消息，第二天就乘火车来
了。他是晚上8点多钟下火车的，打给我一

个电话，让我到火车站去接他。当时我正
在马路边的路灯下摆地摊，卖我爱人摆地
摊时剩下的商品，听到父亲的电话，我也顾
不得再把这些送回家，用单子一包，急急地
去了火车站。

我和父亲一起回到了家，刚进家门，父
亲站在门口扫视了这个小小的窝，当看到
小孙子躺在地铺上，没顾上脱鞋，双膝跪
地，端详着刚满月的小孙孙：孩子眯着眼
睛，小鼻孔微微地扇动着，胖胖的脸上带着
笑容。

父亲很高兴，一脸精神地谈起了家乡
的变化，大概意思是：县城建起了好几座高
楼大厦，周围平原地区家家都盖起了新房，
大部分是两层小楼，上面放着太阳能，耕地
包给了种粮大户，实现了机械化。

“咱们那个乡本来不行，山高石头多，
零零散散的小块砂子地，怎么种也长不出
好庄稼。这几年政府搞扶贫，投入不少。
咱们乡派进了扶贫工作组，听口音好像不
是本地人，开会讲话说，今后的扶贫不能像
以前那样，年年扶，年年贫。要各家报项
目，定计划，也可以贷款，要造血。你三叔
家、二娃家都报了项目，种药材、种果树，都
给贷了款，工作组监督，签订合同，把钱用
在项目上。我想贷款养羊，买母羊，买羊
羔。申请递上去了，几个月过去钱也没批
下来。后来我才听说有人提出咱家有你在
省城工作，大学毕业，有工作有收入，有房
子……”听着父亲的话，我紧紧地咬着自己
的嘴唇，心里由不得隐隐生疼，埋怨自己不
该急急地买了这套26平方米的小窝窝。

父亲在我这儿住了三天，就急急地买
车票回家，还把买车票后剩余的 30元钱留
给我，叫我给他的小孙孙买件新衣服，我说
啥也不收。奔四十的人，该报答父母养育
之恩了，心里真是愧疚。

天天上班、下班，忙忙碌碌。转眼春节
快到了，我和爱人商议，因为没钱，今年仍
不回老家，两家亲人每家寄 200元钱，两家
共400元。七天长假，一天天过去了……

下班后，我老远瞅见楼门口站着一个
人，好像是在等人，我走过去，他先开口说：

“你叫孟长新吧？”我连忙点头，说声你好，
并和他握手。看他的外表不像是农村老家
来的，将近 50岁的年纪，一双眼睛沉稳地
上下打量着我说：“我是财政局的，去年组
织上派我到你老家孟家沟蹲点做扶贫工
作，年过完了，明天我就回孟家沟，顺便到
你家坐坐。”

他进了我家的门，和我父亲一样，进门
就停在门口扫视这小小的窝：房间没有什
么装饰，床就铺在水泥地板上，进门就是一
堆单衣、棉衣、鞋子，从左墙角至小厨房上
方扯了一条绳子，上面搭着孩子的尿布，长
长短短，颜色各异，门后一小片地方，放着
一个方凳，两个马扎，我示意他坐下。

家里很少来客人，爱人像受惊吓的小
鸟，慌忙将抱在怀里的儿子和奶瓶放在地
铺上，倒了一杯冒着热气的白开水，小心翼
翼地放在方凳上。随后拉我到小厨房，用
低微的声音说：“家里啥也没有，你把钱给
我，上街买些吃的招待客人。”为了不让客
人看见我掏钱的动作，我把背转向小厨房
门外，把上衣兜里的钱，全部掏给爱人。

“谢谢啦！我不在这吃饭。”因为房间太
小，他还是听到了，并叫我过去，坐在他的对
面，还把小马扎向后拉了拉坐下，身体正好
堵住了进出的门。和和气气地拉了一会儿
家常，喝完那杯白开水，他就起身告辞了。

3天后，我父亲来电话说，款贷下来了，
是村主任和一位外地来咱们村蹲点扶贫的
许干部一起送来的……电话还未打完，我
已热泪盈眶。3

一

室内光线暗了下来。
一轮落日在远处的楼顶上还露出半个脑袋，街道

上冷冷清清，几乎没有车辆和行人。路灯次第亮了起
来，邻家电视机里的歌声从阳台半开的窗户传来：

元宵节,真热闹
看花灯,吃圆子
……
就是这首童稚的儿歌，让正站在阳台上的韩天

佑想起了儿时的元宵节。
40多年前的元宵节，他们这一带，家家户户都做

一些萝卜灯，当然了，家景富裕的人家是要挂高高大大
的红灯笼的，那种红灯笼又叫宫灯，气派，但价格不菲，
只能让人眼羡。他们往往用红纸糊一个纸灯笼，就很
能哄孩子们开心了，而萝卜灯则是家家必备，尤其是普
通百姓家。萝卜灯制作简单，就是把拳头粗细的白萝
卜，洗净后切成三段。取中间粗细均匀的那一段，用
小刀在一端挖一深深的凹坑儿，里面放满炼过的猪
油，再插一个火柴棒做灯芯，这样，萝卜灯就成了。

晚上，各家各户的门墩上、窗台下、厕所门口等
角角落落都摆上了萝卜灯。元宵节的夜晚是一片灯
的海洋，当然唱主角的，是最廉价、最朴实的萝卜灯。

想到这儿，韩天佑产生了做萝卜灯的强烈冲
动。于是，他行动起来。当妻子煮好元宵时，韩天佑
做的萝卜灯也大功告成了。

关了餐桌上方的大灯，就着三盏萝卜灯微弱的
光线，三口人吃着可口的饭菜，感到别有一番情调。
尽管按照韩天佑的要求，他们用公筷分餐，坐得分
散，话也不多，但脸上都洋溢着微笑。

二

这个元宵节，韩天佑本来是不打算回家与妻儿
团聚的。

前一天下午5点多钟，检验科主任武德胜用内线
电话分别给四个专业组组长传达了院党委的指示，要
求他们既要确保干好各岗位的工作，又要让同志们轮
流休息。他还专门要求韩天佑和另一个专业组组长明
天必须休息，因为他俩已经连续十六七天没有休息了。

韩天佑是一个年近五旬的中年汉子，虽然正是
年富力强的年龄，但是半个多月的连续工作，他也的
确感到很累。除了疫情初期，病人多之外，最近加强
了每日的消毒、职业防护，比如要穿着笨重的防护
服，戴着厚厚的防护头罩，披甲戴盔似的给病人抽血
采样，也给他们增加了很大的工作量。他所在的省
和湖北毗邻。湖北的疫情一天天加剧，疫情带来的
紧张气氛，加上每天还要面对发热、咳嗽的病人，所
以，心理压力大，他的确感到很累。

可他又想到院领导，还有科主任武德胜也都十
多天没有休息过了，而且他们都比自己年龄大，于是
就拨通了武主任的电话，他要求继续加班，让武主任
休息一天。

“我是党支部书记，又是科主任，关键时刻，我不
能休息！你休息，不要再争了！”武主任在电话里不
容置疑地说。

三

第二天，韩天佑上午10点多才醒来，他还从没
这么晚起过床。

晚上，看他睡得香甜，妻子心疼他，把他定的闹
铃给关了。

他打开手机，看到某官方微信平台上，推出了一
篇《请给“白衣天使”更多呵护》的文章。看罢文章，
他心中感觉热乎乎的，又联想到最近一些让他感动
的小事，比如，爱心人士纷纷给医院捐献牛奶、面包、
火腿肠，他们忙得不可开交，顾不上吃饭的时候，这
些食品就像武器弹药，一下子就补充了他们这些白
衣战士的体力和战斗力；一家驾校专门派出了爱心
接送车，一人一车一消毒，免费接送他们上下班，后
来，疫情加重，为避免司机被感染，医院方面谢绝了
他们的爱心接送。还有，大年初一那天中午，他去医
院餐厅吃了一碗面，刷微信付钱时，老板就是推着不
让，说是为医生护士献爱心，不收钱……韩天佑眼眶
里潮湿了，他作为一名医院的检验师，只不过做了应
该做的工作，就得到了社会上如此的关怀和尊重，这
让他觉得浑身都是力量。

四

中午，他吃了一顿热乎乎、香喷喷的饺子，感觉
幸福极了。

整个春节，他都没有吃上热乎乎的饺子，所以，
今天，他吃得专注、热烈又贪婪，妻儿都暗笑他狼吞
虎咽的样子。饭后，他很快就又睡着了，一个痛痛快
快的长觉，醒来时已近黄昏。妻子把他的手机又调
成了静音。他取消静音，又翻看一下手机，没有未接
电话，微信上也没有同事们的留言，只有几个亲朋好
友的问候语，他放心了，他最担心的是医院、科室有
紧急的事情。

微信群里，又报出了某某企业家捐款、捐物支持
武汉的事情，会员们纷纷留言、点赞鼓励。

近几天，稍有空闲，就会看到群里会员们捐款、
捐物的消息，他深为感动。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不
容易，企业家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主更为艰难，但他

们识大体、顾大局，积极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关键时
刻，从不含糊，这让韩天佑感动之余，也想做些什么。

五

离央视的元宵节晚会开始还有半个多小时，电
视机还没有打开，静静地黑着屏。一家三口散坐在
客厅的沙发上聊天。

韩天佑就把他想捐款的事情讲了。
妻子有些不高兴，没有言语。儿子说，爸，我看

到的都是社会各界向湖北捐款捐物的，有好些是捐
给你们医生护士的，你们医院也是危险的地方，没有
听说要医生捐款的。你就不用捐了吧。韩天佑说，
是没有人要求医护人员捐款，但平时抗震救灾，我们
也组织过捐款，这次疫情特殊，大家都忙不过来，我
是看到朋友们踊跃捐款捐物，才想到我们也应该献
些爱心，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

韩天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用了两次“我们”，他
想得到他娘儿俩的支持，希望他们俩也参与捐款。

妻子开口说，我不是不同意你捐款，可你也要想想
咱家的经济情况啊！韩天佑说，咱家不就是还欠你哥
家4万块钱吗，再过个年儿半载的，不就能还完吗，不是
我打肿脸充胖子，有些企业家的日子也不好过，可人家
不也捐款了吗？妻子仍不高兴地说，我不管人家怎样，
反正我不情愿。儿子插话说，爸，你想捐多少钱？

韩天佑说，我也没有想好呢，本来想捐2000元，
可看你妈……妻子生气地打断他的话，我怎么了？
你钱多，赶快把我哥家钱还上啊！或者捐给咱们的
穷亲戚们，他们也需要援助。

韩天佑反驳说，那是两回事嘛！
什么两回事？我看你是爱出风头！告诉你韩天

佑，别忘了，我们每个月还要还2000元房贷，儿子开
学还要每月2000元生活费！

儿子见父母要吵起来，赶忙打圆场：今天是元宵
节，自家人，伤了和气，不好！这样吧，你们都有道
理，打个半折，1000元！我爸捐900，我给爸100元
红包，也算我的孝心和爱心了，妈妈就不用捐了。好
了，看电视，元宵晚会马上开始啦！

儿子打开电视机，妻子却说了句，没心情，起身
去卧室了。

韩天佑也没有心情看电视，他抓起手机走到餐
桌旁。

六

韩天佑独自在餐桌旁坐了一会儿。萝卜灯的灯
花暗淡下去了，其中一盏灯油即将燃尽，灯花挣扎着
最后跳跃了几下，无声无息地彻底灭了。

手机里一声清脆的鸟啼，是儿子发给他的一个
红包。他侧过身子朝客厅方向望过去，儿子给他打
了一个OK的手势。

郁闷的心情基本一扫而光。就在此时，手机里
又传来了一声清脆的鸟啼。原来是妻子微信上
1000元到账，像一片美丽的红叶飘然而至。红包上
还写着抗击疫情献爱心。他疑惑不解，虽然女人的
脸像六月的天，说变就会变，但他的妻子，他是了解
的，怎么也不会变这么快呀！

他正纳闷，妻子笑盈盈地从卧室走了出来。
我的闺蜜给我转过来1000块钱，说支持你们医

务人员。闺蜜说她父亲年前康复出院，多亏你跑前
跑后地帮忙，本来过节要专门登门致谢，疫情一来，
她也出不了门了。韩天佑也非常高兴，但转而一想，
皱眉问道，你收下了吗？

收下了。
你不该收！医务人员不能收病人家属的红包

啊，你知道的！
我知道，但是我又不是医务人员！妻子调皮地

回敬，再说她爸爸早出院了，她也不是什么病人家属
了，她是我最亲密无间的闺蜜，亲得比亲姐妹都亲，
她父亲住院，我探望他带过大大小小一大堆的礼物，
还给他煲鸡汤喝。他们过节回报一下，也应该，礼尚
往来嘛，再说她一女大款，1000元，不用眨眼的。

他思考着，没吭声。
你不是说要捐款吗？咱们把它捐出去，用咱们

所有人的名字。捐出去不就得了吗？也刚好满足你
的心愿。我也想通了，疫情之下，咱们紧巴一点，没
有什么。妻子是一番义正词严又装模作样的腔调。

韩天佑想了想，觉得她说的这种方式捐款也不
错，同时，也为妻子的通情达理而有些感动。韩天佑
说，我先把这些钱，用我们所有人的名义，转给湖北
慈善协会。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个狂劲的歌舞——雷神火神
送瘟神。

妻子把切好的苹果分成两盘。一盘端给了他，
妻子和儿子共吃一盘。儿子还远远地给他做了一个
鬼脸。

电视里正在表演小品《下一站是幸福》，节目名
字听着就让人感到幸福，苹果味道也非常甜美。韩
天佑有些陶醉了。

然而，手机铃声却在此时急促响起。武主任给
他说，值夜班的同事身体不适，问他能否来值夜班。

他挂了手机，歉意而又匆忙地对妻子和儿子说:
紧急通知，我今晚要去医院值班了。

爸，保重！身后是儿子的声音。妻子眼睛里闪
着泪光，默默无语。3

小晨曦，爱学习，成绩总是排第一。
爷说。
奶说。
爸说。
妈说。
小晨曦可骄傲，为着这句顺口溜。因

为老师这样说，小伙伴们也这样说。每学
期，奖状总有她的。春节放假，她捧回来两
张奖状:总成绩第一名，德育第一名。

小晨曦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总结经
验，要想成绩得第一，平时作业就第一；还
有，课堂回答问题，也争第一。“看，我的寒
假作业早写完了，一定还是第一！”就要过
大年的头天下午，院子里的肉香中，小晨曦
检查了一遍寒假作业后，用妈妈的手机给
老师报喜。报喜是一个意思，还有，她想念
老师，想念学校的日子。

老师说：“快了，过完年，咱们就又回到
学校了……”

可是，当天晚上，解放军就集结，率先
飞赴武汉，抗疫！

……寒假结束了，疫情吃紧了。不能
开学，通知让等。小晨曦噘着嘴，站在房顶
上往村外看。爸爸说，大路上车多了，人多
了，就可以开学了。

小晨曦就借来书本，自学三年级下学
期的内容，她怕耽误了。

“停课不停学”，开始上网课。能在手
机里看见老师，能抢着回答问题，小晨曦开
心了一点。她在房顶上网课。信号好，安
静。风冷，也不怕。学累了，就看看山脚下
的大路。车很少，人很少。她怀疑爸爸、妈
妈的话，不是说抗疫快结束了吗？

爸妈前几天打工走时说的。县上集体
组织出去，“一站式服务”送到工厂。走时，

爸爸妈妈带走了手机，给她买了新手机。
妈妈说，你好好学习，跟爷爷奶奶在一

起。爸爸说，你好好学习，跟爷爷奶奶在一起。
小晨曦就又跟爷爷奶奶在一起了，半

山坡，两间平房，一座羊栏。爷爷奶奶在山
上放羊，一大群，年年放。

爷说，山沟里有水，有草，有羊，多好。
奶说，放羊，空气好，身体好。
爷放羊。奶做饭。小晨曦上课。都挺

好。
不好的是，小晨曦的作业本用完了。

前天，她用了反面的纸，造了一组句子。小
晨曦心疼爷爷奶奶，他们腿脚不便，下山不
容易，到镇上，三十多里呢。没有说。

叮叮——叮叮，熟悉的手机提示音，小
晨曦一听，把手里的菜篮放在了石板桌上：

“奶，数学作业来了!”奶一笑，赶紧接过那把
山韭菜：“不叫你忙，赶紧写你作业去！”

奶知道，小晨曦喜欢读书、算术、作
文……老师布置完作业，她总是怕落后，交
作业总在前几名。

跑回屋，小晨曦点开了小桌上的手
机。果然，老师布置了数学作业。她看着
题目，好做，得赶紧写。交作业，她可不能
落后！

“坏了!”没有作业本了。昨天晚上，小
晨曦就想让爷爷把挂历裁了，钉成作业本
呢，可是爷爷奶奶累一天了……小晨曦一
头汗，脸红通通的，像墙角半开的桃花，咋
办？

奶一听，先是着急，接着，把石板桌的
菜一挪，吹了尘土：“就写这上面。叫奶也
瞅瞅！”

是啊，平展展的石头桌面，写字、演算，
好得很。说写就写，小晨曦接过奶递来的

碎砖块，唰唰唰，就在石头桌面上画起来，
褐色桌面，红色笔迹，很清晰。十几分钟，
她就写完了十道题，拍照，上传，一气呵
成。另写了一句话：老师，我在山上，先用
石板当纸；别批评我啊。

哈！老师看到了她写在石板上的作业，
一样工整。一个对号，又一个对号，再一个
对号……全对！老师给了一朵大红花！

小晨曦笑了。
奶奶笑了。
中午，回来吃饭的爷爷，也笑了。舍不

得往桌面上放碗筷，顾不上吃饭，爷将几块
石板抹得干干净净的，排在院子里的阳光
下：“写吧，俺孙女的字，好着哩！”

默写生字。造句。加减乘除。作文。
香椿树的影子落在石板上，桃花瓣飘

在字上，可好看。
有一块大石板，小晨曦写下了一篇作

文：难忘的春天。
爷说，写吧，咱有的是石板，爷给你弄。
奶说，写吧，用“鸡心石”，红颜色，黄颜

色，白颜色，写字好看。当年，我画鞋样儿，
你爷给我的，都放着呢。

爷笑，哈哈哈哈。
奶笑，嘿嘿嘿嘿。
她笑，咯咯咯咯。
王老师也笑。李老师也笑。马老师也

笑。
老师们私聊，不发抖音不发微信圈：

“小晨曦爸妈说得对，以免影响她的学习。”
爸爸妈妈没有笑。他们哭了，无声，畅

快，开心，放心。
泪眼蒙眬中，他们看见，阳光下的山坡

上，一块块石板，一行行的字，如漫山遍野
的繁花，一朵朵地开了……3

第一位客人第一位客人
□肖大军

□赵长春

检验师的节日检验师的节日
□包广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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