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勋 章（油画） 马国旗作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第4811期

一

繁忙的一天又开始了。通勤车停
在一团和煦的阳光里，车门口跳下两个
穿迷彩服的女孩。在火神山医院门口
分别时，叫杨静静的高个女孩对另一个
叫刘慧的女孩说道：别忘了，九点半准
时给我打电话。

九点半，电话准时响起，刘慧兴奋
地说，薛爷爷的核酸检测首次呈阴性，
第二次做的上午就能出结果。

尽管还需要等第二次的检测结果，
但这已经是个好消息，杨静静急于要告
诉许奶奶。

薛爷爷和许奶奶都是从方舱医院
转院的，大半辈子的共同生活让许奶奶
感觉到了薛爷爷的焦虑。许奶奶主动
握着薛爷爷的手，说：“老头子，我们都
好好加油，争取早点康复，比比看谁先
出院。”

转往医院的路上，老两口还盘算住
同一个病房。薛爷爷病情并没那么重，
住进了普通病区；而许奶奶则被安排到
重症监护病区。

刘慧见到薛爷爷的时候，就留意到
老人每天盯着墙壁发呆。
“爷爷，您好啊。”每次，刘慧都要大

声打招呼，他才能听见。薛爷爷的病房
在二楼东侧，越过墙壁一百米的距离，
就是许奶奶的病房。

刚入院时，薛爷爷有些急躁。一
次，刘慧为他采血，刚找到血管他就甩
胳膊不干了……

现在，刘慧可能是最后一次护理薛
爷爷了。

刘慧走进病房时，薛爷爷正躺在床
上惬意地跷着二郎腿，看样子万事俱备
只等“数据”了。刘慧站到他跟前，薛爷
爷把腿放下了，面部表情很丰富，“一会
就能出结果了，现在的科学就是有手
段，又准又及时。”薛爷爷说着，坐起来。

刘慧说：“您把东西都收拾好了？”
薛爷爷说：“你有没有把消息告诉

老太婆？我没等她就自己先出院了，老
太婆会不会生气不要我了？”

这句话把刘慧逗乐了。她知道，薛
爷爷还在自责呢。疫情初期，许奶奶已
经要求“老头子”不要外出，但薛爷爷根
本没当回事，这不，打了一辈子麻将的
他就在麻将桌上“中了招”，回家把老伴
也传染了。薛爷爷总觉得对不起许奶
奶，想象着重症监护室里插在病人身上
的管子，心就像刀割一样难受。

这时薛爷爷说：“刘慧，我病好了，
能不能到老太婆病房看看，鼓励鼓励她
呢？以前我俩常吵架，这么久没人和我
吵架，还真想她了。”

刘慧看看薛爷爷，两个人一起哈哈
笑起来。刘慧说：“医院管理非常严格，
这个想都不要想了。”

二

杨静静第一次护理许奶奶时，就被
老太太微笑的样子吸引了。许奶奶肺
部情况有点严重，护士告诉她，少说话，
减少耗氧量。许奶奶说：“闺女，我没
事，我很快就会康复的。”

奶奶爱和护士们说话。她说，看到
部队的伢子就像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她
有个儿子也在部队呢。

今天到许奶奶病房时，杨静静故意
先给临床病人换药。许奶奶果然着急了：
“静静啊，你今天怎么把我绕开了呢？”

杨静静说：“奶奶，这就轮到你了。”
许奶奶说：“静静，我昨晚做了个梦，老
家伙情况不太好，被抢救了！”

杨静静笑起来。许奶奶说：“你怎
么还笑呢，我都急得冒火了。不行，我
躺不住，你得给我后背垫起来。”

杨静静赶紧拿过一个靠枕垫在许
奶奶身后，说：“薛爷爷情况挺好的，我
战友刘慧照顾他，您就放心吧。”

这时，对讲机响了，是刘慧呼叫杨
静静：“数据已回复，二次正常！二次正
常！”听着谜语一样的通话，许奶奶心有
灵犀地盯着杨静静。

薛爷爷二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意味着中午 12点以后，薛爷爷将出
院了。

杨静静说：“奶奶，跟您说吧，今天
有好消息。来，先吃饭，吃药，等都吃完
我就告诉您最新情况。”杨静静说完，开
始给许奶奶做治疗，喂饭、擦洗身体、更
换床单，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放在最
后。看着许奶奶充满期待的眼神，杨静
静忍不住哈哈笑起来，然后才告诉许奶
奶：薛爷爷今天要出院了！

这个好消息让奶奶激动起来，表情
就像窗外晴朗的天气，声音也高了不
少，“静静啊，你应该一进门就告诉我，
你看看，我晚高兴了好几分钟。”说完，
许奶奶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到底比我
快，这个老头子，一辈子都抢我的风
头。”奶奶的话把来查房的医生也逗笑
了，大家都为她高兴。

许奶奶突然严肃地问杨静静：“老
头子离开医院前，能不能让他过来见一
面？”许奶奶又说：“如果不能到病房，那
你推个轮椅，在病人通道那里送送他。
万一我出不去了，那这辈子也就见不到
他了。”

杨静静赶紧安慰许奶奶：“今天这
么高兴的日子，不许说这样的话，您和
爷爷有约定，您可不能认输啊！”

许奶奶不再说话，眼泪顺着眼角流
下来。杨静静一边为她擦拭眼泪，一边
想着奶奶说的话。突然，杨静静高兴地
说：“奶奶，我有办法了。”

但是，许奶奶的手机是“老爷机”，
不具备视频功能。时间紧急，杨静静
不停思索着，这时，杨静静眼前突然
一亮……

三

在医院，病区被分为“红”“黄”“绿”
3种颜色，分别代表：污染区、缓冲区、清
洁区。许奶奶所在病房属于“红区”，是
感染风险最高的地方。为防止感染，个
人物品绝对不能带进，“红区”的东西也
绝对不能带出，至于和家人见面，那是
想也不用想的。

杨静静想到每个病房配有一个平
板电脑，患者的生命体征、各类仪器参
数、血气分析结果等就是通过它拍照，
分享到医护人员微信群，便于所有医护
人员对病人病情有一个基本了解。

杨静静赶紧呼叫刘慧，她为自己
的视频方案感到高兴。于是，两人立
即用电脑接通了微信。哪知许奶奶突
然向后一躺，急促地说：“赶紧挂掉，赶
紧挂掉。”

杨静静说了句“不好”，视频就挂断
了。她赶紧到许奶奶身边查看，这时许
奶奶红着脸小声说，哪能这样就看，不
得打扮打扮啊！

一句话把杨静静笑得肚子疼，这个
许奶奶 75岁了，居然和小姑娘一样。想
想也对，薛爷爷 80多岁，在薛爷爷那里，
她还是他的小姑娘啊。

薛爷爷那边，被视频里的“突发情
况”吓出一身汗来。刘慧一个劲呼叫着
杨静静。杨静静告诉刘慧稍等一会
儿。大约 5分钟，许奶奶梳妆完毕。杨
静静端详了一下，许奶奶问她：“感觉怎
么样？”杨静静笑着说：“这一番收拾之
后，能看到 50年前的底子，奶奶您还真
是个俊俏媳妇呢。”

这时，刘慧又在对讲机里催促起
来：“出院工作准备完毕，薛爷爷就要离
开医院了！”

杨静静回复了刘慧，又把许奶奶的
靠枕调整了一下，让她更舒服些。然
后，又给她喂了几口水，“奶奶，润润嗓
子，说话别太快，今天主要是个序幕，等
您也出院了，和爷爷可以没日没夜地
说。”许奶奶乐得合不拢嘴，说：“对，不
着急，慢慢说。”

视频接通了，映入眼帘的是薛爷爷
开心的笑容，掉了大半的牙齿让薛爷爷

的笑容生动且可爱。出乎杨静静意料
的是，视频接通后，薛爷爷和许奶奶都
没有说话，就那么静静地对望着、微笑
着。或许正如书上写的，此刻的沉默胜
过千言万语。窗外和煦的阳光照进来，
给病房撒满星星点点的温暖。好像过
了 20 秒钟，又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
长。薛爷爷说：“老婆子，我的病已经好
了。我就先回家了。你在这里要听医
生的话，配合治疗，要乐观面对病情，我
在家等你回来。”许奶奶也叮嘱：“你也
要照顾好自己，病刚好，不要出门。”两
位老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都是关
心彼此的话。在场的医护人员都被两
位老人感动了，大家走到许奶奶身后，
和那位幸福的爷爷打着招呼。

这可能就是患者最好的良药吧，一
同奋斗的“战友”战胜了“敌人”，是他们
心中最大的鼓舞。病情并不可怕，只要
充满斗志，就一定能战胜它。

杨静静看着不停“秀”恩爱的两位
老人，感觉心里无比踏实，她又增加了
一个可以劝说其他病人的例子。

四

刘慧帮薛爷爷把所有物品都做了
消毒，整齐地摆在床头柜上。薛爷爷拿
起手机，把刘慧的电话存上，说：“以后
来武汉，一定记得还有这样一位老人，
我们一定要喝点酒，说说这段到死也忘
不了的日子。”

视频过后的许奶奶明显不一样了，
病情似乎都减轻了几分，她一边竖大拇
指，一边激动地对杨静静说：“谢谢你，
静静，谢谢你让我见了老头子一面，你
看老头子那得意的样子，娶了我，他一
辈子都这样得意，我就愿意他得意，他
得意我也就好了。”

薛爷爷把没用完的洗发水和擦脸
油之类的物品分给了室友们，他们互相
祝福着，鼓励着，挥着手说“再见”。

所有值班护士和医生都出来向这
位幸福的老人告别。在医院，每一位出
院病人，大家也都是这样送别的。走到
通道门口，刘慧不能再出去了。薛爷爷
突然返回来，走到刘慧跟前，换了一个
像父亲一样的口气说：“刘慧，你们也要
保护好自己啊，你们的父母，孩子也在
等着你们回家。”

忙碌的工作终于结束了，杨静静
一边脱掉厚厚的防护用品，一边舒展
疲惫的身体。洗完澡换了衣服，她在
通勤车上等着刘慧。今天的开心属于
薛爷爷和许奶奶，也属于她和刘慧。
司机师傅说，武汉的樱花开了，应该
去看看。杨静静说，会的，这场“战
斗”很快就结束了，到时候一定要去
看看。

特 别 的 连 线
■王 昆

一条条红绸飘舞着，一束束鲜花簇
拥着，一声声欢歌唱响着，一支支队伍
行进着，英姿飒爽，精神抖擞地走进张
灯结彩的大门……

这是古今中外欢迎自己的部队胜利
归来、大步通过凯旋门的情景。伴随着
春潮奔涌般的欢呼声、鼓乐声，征战沙
场的勇士们军容严整、昂首挺胸地回到
了家乡，无比自豪和欣慰地享受人们给
予的崇高礼遇。走过凯旋门，是世人对
胜利者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仪式，一
般都是专门建造或搭起美丽高雅的拱形
门廊，缀满了鲜花和彩带。

2020年 3月 17日下午 6时左右，我
却看到了一座新颖别致而又激动人心的
“凯旋门”。当两架满载 342名“白衣战
士”的山航包机降落下来，依次沿着宽
阔平坦的跑道滑行时，两边早已准备好
的大功率消防车，轰然喷出两股清泉似
的水柱，形成了一道银亮亮的“水
门”，在满天晚霞的映照下，如同天空
中升起一道美丽的彩虹。“赤橙黄绿青
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分外妖娆、
分外漂亮。

好啊！这是机场在举行“过水门”
仪式，盛情欢迎功勋卓著的抗疫英雄
啊！在航空界，这种仪式因两辆或两辆
以上的消防车在飞机两侧喷射水雾时，
会出现一个“水门”状的效果而得名。
飞机滑行“过水门”，寓意“接风洗
尘”，具有很高的礼仪级别。

对于曾经有过军旅生涯的我来
说，脑海里很自然地联想到了三个
字：凯旋门！是的，这绝非一时心血
来潮的想象，而是发自肺腑的感慨。
虽说光荣返程的医疗队员没有列队走
来，而是坐在客机上缓缓驶过，可那
种恢弘雄劲的气势、义薄云天的形
象，完全可以与军容严整、铁流滚滚
的威武之师相媲美。

提到凯旋门，自然会想到法国巴黎
凯旋门，那是在 1806 年，拿破仑一世
为纪念奥斯特利茨战役获胜下令建造
的，可惜还未竣工就因拿破仑帝国灭亡
而停止。后由新政府重新开工，直至
1836年 7月举行了落成典礼。它雄伟庄
严，气势磅礴，在两面门墩的墙面上，
镶嵌着四组大型浮雕：出征、抵抗、胜
利与和平。现已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
述说着曾经的辉煌和军人的荣耀。

此外，与我们联系最紧密的凯旋
门，当属抗美援朝胜利之后，在鸭绿江
边的丹东火车站搭建的“凯旋门”。站
前广场搭起了高大的松枝牌楼，正上方
三个醒目大字：凯旋门，两边装饰着精
美图案。当志愿军官兵乘车归国时，成
千上万的人身着节日盛装，手持国旗和
花束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作家老舍先
生还为此写了诗：鸭绿江波涌，日照凯
旋门……

而我也有一次凯旋门里迎亲人的经
历：20世纪 80年代中期，我在原济南
军区空军任宣传干事，曾去报道某部奔
赴南疆前线。一年后他们胜利完成任
务，披着硝烟返回驻地，当地政府和人
民群众举行了盛大欢迎仪式。主要路口
搭起了座座凯旋门，万人空巷，凯歌高

奏，欢迎归来的英雄战士。军车上下一
片欢腾。我站在喜庆的人群里，想寻找
熟悉的战友握个手都挤不过去……

凯旋门，面对这三个汉字，感到是
那样的激情浩荡、气贯长虹。作为一名
冲锋在前、敢打必胜的战士，一辈子走
过一次凯旋门，那是莫大幸福和无上光
荣。在庚子年这个“戴口罩的春天”
里，举国上下与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殊
死拼杀。军队及各省市连续派出医疗
队，驰援荆楚大地，同当地医护人员并
肩战斗，连续奋战，以科学、严谨、专
业的态度救治了无数患者，终于挫败了
新冠肺炎的猖狂进攻，迎来了希望的
曙光。

如今，初战告捷，医疗队员分批陆
续“班师”，临别时武汉人民洒泪欢
送，归来后理应受到家乡父老以最高礼
仪盛情欢迎。虽说由于疫情防控还未完
全结束，全面胜利尚待时日，只在机场
临时喷涌出一座“水门”，但从这里意
气风发地“走”过，同样是精神抖擞接
受祖国的检阅，享受人民群众最尊贵的
“接风洗尘”。

就在这几天里，在北京、南昌、合
肥、西安、重庆、太原、福州等地，几
乎大江南北的机场上都飞舞起高大美丽
的“水门”，用最崇高的礼仪欢迎医疗
队勇士凯旋！这说明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而白衣战士们实至名归，当之无
愧。这真应了那首名为《真心英雄》的
歌曲所唱：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

走过彩虹一样的“凯旋门”，走过
难忘的战“疫”岁月，走过“全国一盘
棋”的冬去春来。公元 2020 年的早
春，尽管乍暖还寒，春风料峭，可只要
我们众志成城，团结奋战，就没有过不
去的急流险滩，就一定会迎来万紫千红
春满园……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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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

晨

感 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怀杨业功（四首）
■李碧华

砺剑长空直指东，以身许国生死同。

将军英灵今何在？化作黄山一棵松。

夏日黄山访旧踪，遗物无声颂清风。

长忆军中焦裕禄，廉明自守杨业功。

当年从戎出乡关，父老桑梓望未还。

万里征程今又启，英魂长萦碧云端。

几回梦里到兵营，犹闻将军号令声。

崇文尚武强军志，大漠雄关慨然行。

鹧鸪天·英雄花
■张雪梅

一树春枝竞绮霞，不敌天使英雄花。

悬壶一向兰心在，济世从来有女侠。

盘秀发，洗铅华。逆行别袂为患家。

江城疠气烟消日，重饰罗裙与粉颊。

最美的样子
■周春强

你摘下口罩，露出一道道深深的印痕。

疼吗？我的心很疼很疼！

在武汉最寒冷的时刻，

绽放着你最美的青春。

你是战士，用生命和信念，

履行着责任和忠诚。

这美丽的印痕，让人泪水盈盈的印痕！

母亲走后，我们清理她的遗物。发
现有一顶蚊帐，放了20年从没用过。

我久久地捧着那顶蚊帐，眼眶渐
渐潮湿……

20多年前高中的一个暑假，我到湖
区扯麻秆。扯麻秆是个体力活，南方天
气是很热的，我们便早早地出发，弯着
腰，把一根根麻秆折断，把麻秆皮撕下
来。太阳快隐入地平线时，大家伙儿便
收工，这样一天可以挣15块钱左右。

读书久了，干农活的时间比较少，
干到第4天时我有些撑不住了。加上要
在暑假期间给家里捡几担柴火，正好还
有一位伙计喝不惯湖区的水，老是拉肚
子，我俩便提前回来了。

母亲见我晒得黢黑，心疼地对我
说：“你挣的钱，家里不用，你买身衣
服吧。”

我听了母亲的话，买了件碎花白
底儿衬衣。有一天，一位 30多岁的女
子挑着担子，吆喝着卖蚊帐。到我家
里后，我母亲依着老习惯，给来者泡
了碗芝麻茶。她不顾茶水烫嘴，几口
就喝下去了，直喝得汗珠滚滚。卖蚊
帐的女子也不客气，和我母亲说，东
家，再讨点水喝。母亲赶紧又端了碗

芝麻茶，边递给她边说，天热不要喝
凉水，会喝坏肚子的。
“这蚊帐一般人买要 15 块，你们

买只收 12 块。”女子放下茶碗，那语
气确实有种喝了两碗芝麻茶，让利感
谢的味道。

母亲床上的蚊帐已经用了好多
年，一些地方穿了洞，用布缝上，都
缝了三个补丁了。我又比划了一下，
是大床用的，便用15块钱买了一床。

卖蚊帐的人想找3块钱，我和我娘
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多少就是多少。
双方推让了三两下，以15块钱成交。

也许那几天扯麻秆的经历，让我
深深觉得挣钱的艰辛——如果人家只
是因为喝了两碗芝麻茶就少挣 3 块
钱，那两碗茶就有些贵了。更重要的
是，在母亲的理念里，路人来了泡茶
递水，这是村庄人家的一种日常待
客之道，与钱没有一分一厘的关系。

卖蚊帐的人挑着担子走后，我和
母亲说，这蚊帐用在大床上，大床上
那顶已经不能用了，换下来。

母亲看了眼新蚊帐，然后说，大
床的蚊帐还能用，这顶你自己留着，
将来成家用得着——在母亲看来，我
念完高中，就可以找对象成家了。而
她更清楚，家里穷，一些东西要零零
星星地置备。

我跟母亲一番理论，可母亲还是坚
持要我自己留着，并且她还找了个袋子，

包好，放进大衣柜里，说是替我保管好。
后来我当兵了，还考上了军校。

探亲看望母亲时，我又说起那顶蚊
帐，要母亲用上，还同她讲部队配发
蚊帐，不缺蚊帐了。

母亲还是不用。她曾跟我讲过：
伢崽，你从小就体弱多病，看你那次
扯麻秆回来，脸都晒成啥样子了，那
双手都被洗麻水泡成啥样子？挣几块
钱好难。何况大床上的蚊帐还能将就
着用啊！

当然，等我结婚时，也没用上那
顶蚊帐。在部队结婚时，单身干部宿
舍里两个单人床一拼凑就成了婚床。
回湖南老家后，居然发现已经不兴那
种能挂蚊帐的床了。也就是说，蚊帐
已经用不着了。

我的母亲，依旧像宝贝那样保存
着那顶蚊帐。也许在母亲看来，这是
孩子头回出门挣钱，用挣的钱置的一
点“家业”。而这点“家业”，做娘的
当然要替孩子保管好。

只是我的母亲，未曾替我想一
想，她怀我生我养我，直至她永远地
离开我，都未曾用一下那顶蚊帐，孩
子的心会不会空落落的？

那可是我人生第一次挣钱买的蚊
帐，作为儿的一点点孝心，是给母亲
您买的呀！

蚊帐已经放坏了，不能用了。在九
泉之下的母亲，不知还记得这顶蚊帐么？

崭新的“旧”蚊帐
■吕政保

记 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精短小说

想象，为生活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