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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云

“硬核”保安
在扬州的文友与我聊及此次疫情，他动情

地讲了几位身边“硬核”保安的故事。女保安
在上班途中遇到一辆停靠在单位路边的轿车，
她不经意地瞄了一眼，觉得蹊跷，有人从后备
箱跳了出来，随即迅速钻入车内。她心中立刻
警铃大作，在这防疫紧要关头，后备箱藏人分
明就是逃避检查。车主正欲开车驶离，被女保
安迅疾拦住，与门卫联系。女保安上前询问，
车主百般狡辩，证据确凿他还咬牙狠狠道：“你
少管闲事！”随即开车扬长而去。

可“见微知著”的女保安，记下车牌号火速
上报主管部门，调取监控彻查，让违规者得到
了应有的惩治。事后大家都为女保安的敢于
较真、勇于担当点赞，说有这样的人把着疫情
防控这道关卡，大家都放心！

朋友阿薛是当地报社的新闻记者，随着各
地疫情加剧，小区的管控也极其严格，他每次
开车进入小区都会被面色冷峻的保安拦住，让
他出示健康码和行程码。有几次大雨瓢泼，他

打开车窗的一刻，雨水随即飘入车内，保安穿着
雨衣依然冷峻认真地站立在车窗外，静待他掏
出手机，查阅正常才肯放行。阿薛说，每天数次
见面，他还特意去门卫处与保安聊过家常，所以
有次上完夜班回到小区，例行检查的一刻他对
保安说：“咱们已经很熟悉了，我这段日子哪儿
也没去，放心好了，就测一下体温吧！”可保安
还是雷打不动地说：“不行，必须出示健康码和
行程码，这是规定，请你配合。”这“硬核”保安的
做派，事后阿薛也发抖音为他叫好点赞。

昨日出门时还天气晴好，可行至半路，就
淅淅沥沥下起雨来，我急忙赶至超市，门口保
安也是严防死守，少一关都不放行。只见滂沱

大雨中进来一位年逾古稀的老先生，让他出示
健康码与行程码，可老先生说他没带手机，保
安阻拦，他开始还好说歹说，说自己不多停留
就买几样小菜，看保安态度坚决他竟恶语谩
骂：“小保安有啥了不起的，真是拿着鸡毛当令
箭，一点不通人情。”正僵持间他的手机铃声响
了起来，原来是老伴担忧他雨天出门，打电话
问他人在何处。

这一刻尴尬至极的他只好如实告诉保
安，他半月前出远门曾路过湖南长沙，他生
怕自己的绿码变了颜色，所以才谎称没带手
机。当保安耐心地一步步教老人操作，最后
健康码显示绿色的一刻，老人开心之余像做
错了事的孩子，不停给保安道歉致谢。

疫情防控面前，谁都不敢心存侥幸，这
些“硬核”保安的较真负责，让人望而生敬，
真心道一句：为了
大家都平安，你们
辛苦了！

□远方

我的复式教学生涯

1985年正月十六，那天，我被中心校用一
辆小四轮拖拉机装着行囊，送到距中心校不
到两公里地的一个单人初小，开始了我长达
三年的复式教学生涯。

清楚记得，那天大雪初晴，山风悠悠刮
着。我坐在拖拉机上，转过两个山，经过一片
大竹园，拖拉机停在一条小河边的三棵大杨
树下。师傅告诉我：“刘老师，到了。”他用手
一指河对岸靠近山脚的那座房子说，那三间
房就是学校，拖拉机开不到，行李你辛苦一
下，自己拿吧。

我背着被褥，提着装满洗漱用品和书籍的
网兜，踏过一串串放在河中的列石，走过一条

有五十多米长的石路，来到一块偌大的空旷平
地边。走进三间学房，还没等我摆放好行李，
两个男娃和一个女娃就进门了，两个男娃是三
年级，女娃是一年级。他们看着陌生的我有些
拘谨，我向他们作了自我介绍，拿出准备好的报
名册，并告诉他们下午把同学们都叫来报名，明
天清早正式上课。午饭还没撂下碗，学生们就
陆续来了，三个年级共二十八名学生。

送走这些报名的学生，我坐在办公桌前摊
开教科书、教学参考，拿出三个教案本准备写
教案。此刻，面对那些教案本我懵了，如果照
这样，我每天就语、数两科都要写六个教案，
这还不算体、音、美、劳动、思品这些课程的教
案。教案这么多，晚上迟睡一会儿，早上早起
一会儿，抓紧时间写就是了。可是课怎么讲
呢？早上三个年级都讲语文？中午三个年级
都讲数学？如果这样的话，那体、音、美、思
品、劳动这些副课啥时间上呢？另外，按照这
个想法和思路，给一个年级讲课时那另外两
个年级的学生干啥？学生座位怎样排？这

一连串的问题真把我给难住了。
凑巧，原来在这里教学的老师从中心校

下班回家经过，我把她请进房子求教。她告
诉我，教案本上画两条等分竖线，按照一二三
年级顺序排列，学生座位也这样排，然后备课
写教案时，把每个年级的教学目的、教学意
义、教学重点难点、教学方法、教学步骤、教学
内容写好。临了，她还告诉我，给一个年级讲
课时先安排其他两个年级预习课文或做课堂
练习，课讲完了，再检查那两个年级的课堂作
业或课堂预习完成情况，接着再给另一个年
级讲课，讲过课的年级学生做课堂练习或作
业，以此类推。

翌日，我就按照这个老师说的法子给学
生上课，尽管在课堂上出现了几个小插曲，但
课堂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四十年过去了，那段在我记忆深处的复式
班教学生活，仍是一段
美好回忆，更激起我对
这个职业的崇敬之情。 事如烟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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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讯岳父住院
的消息，我急忙赶
回县上探望。岳父
躺在病床上张着嘴
大口呼气，面色苍
白，双目微闭，身
上连接着氧气管、
胃肠减压管、尿管
和 心 电 监 护 设
备。看着他痛苦
的表情，我心头涌
起一种不祥的预
感，叮咛妻子一定
要留心察看，随时
准备好回家。

第二天，天还
未亮，妻子便打来
电话，急切地催我
去医院。我一路小跑赶到病房，很
快救护车来了，我们合力将岳父抬
上车，车子在乡间原野一路奔驰，
岳父回到了那个生他养他的村子，
在自家炕头闭上了眼睛。

岳父走了，走得安详，走得庄
重。全村老少都赶来送行，白色
的花圈、黑色的挽幛无声地诉说
着伤痛，更代表了亲朋好友和乡
亲们对他的敬重和怀念。安葬完
岳父，连绵阴雨下了两天，这雨送
他魂归故里。

岳父患病近几年来一直卧床
不起，吃喝拉撒全在床上。由于常
年卧床，岳父骨瘦如柴，严重的类
风湿、糖尿病折磨得他四肢关节变
形，功能受限，大小腿背侧紧紧屈
在一起，双脚数处溃烂，好在家人
照料精心，身子没有褥疮等压伤。
半月前，岳父突然病情加重，持续
发烧，不思饮食，在家中挂了 10多
天点滴不见好转便住进医院，这一
劫他终究还是没有挺过去。其实，
我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料
想到会来得这么突然。

岳父是县上有名的老中医，他
待人和蔼，视病人如亲人，工作认
真负责，药到病除，深受乡亲们爱
戴。早年我和岳父是同事，我常常
看到他在诊室里忙碌的身影。他
每天第一个到岗，病人常常把他围
得透不过气，除了上厕所，他一直
在号脉、开方，直到送走最后一名
患者，他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
由于常年劳累，岳父患上了严重的
椎间盘突出，这也是他后期卧床不
起的原因。

岳父一生坎坷，在那个缺吃少
穿的年代，他与岳母一起省吃俭
用，辛劳一生，把 5个子女抚养成
人。他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刻苦学
习，14岁起跟随伯父取药学医，熟
读医药经典，终于自学成才，成为
山城响当当的名老中医。退休后
发挥余热，给人诊病不取分文，他
还爱上了书法、习拳、练剑，每天生
活很丰富。他为成千上万的乡亲
们祛除了病痛，但却无法治好自己
的病，留下了终生遗憾。

□碑林路人

自带阳光的人

香一瓣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心

人这一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也会遇见许许多
多的人，有些人只是与你擦肩而过的缘分，有些人却
长长久久地陪伴了你许多年。

我们一路走着、一路回首、一路感叹，这一生说长
不长，说短不短，总有一些人经不住时间、利益、权力、
美色的诱惑，渐渐与你三观背离，越走越远。也有一
些人，他们怀揣阳光与温暖，只是因为喜欢你的真与
善，喜欢你的简单与质朴，而与你越靠越近。这样的
人，因为简单无欲而让人心变得单纯，因为简单无欲
而让友情变得无比纯净。

没有欲望的友情，就是彼此欣赏与仰慕的一种情
愫形成的磁场，这个磁场自带阳光，这个磁场会吸引

无数自带阳光的人。因为无欲，所以无求，因为无求，
便无希望与失望，这就是爱和给予最高的境界，这也
是友情最深的根基。三观相似的人总会在大浪淘沙
的时间河里慢慢靠近，而心有私欲的人也会在时间的
波涛里被洗涤淘汰。

我喜欢自带阳光的人，无论是在生命的低谷，还
是在阴霾笼罩的冬日。有这样的朋友出现在你的生
命里，你都会感受到生命的温暖和爱的力量。自带阳
光的人，像一束鲜花，像一片彩虹，像宁静的大海，也
像温暖的晨曦。这样的人是怀揣佛光的人，他们可以
把许多的不如意默默地藏在自己心里，只把最美好的
笑容和爱意捧在掌心，送给与他一路同行的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孤儿，我们孤独地
来，孤独地去，来去之间漫长的旅途中需要温暖、疼爱、
关怀与懂得，而自带阳光的人，就是给你温暖、给你疼
爱、给你关怀、给你懂得的人。他们像是寒冷的冬夜
里，贴在你胸口上的暖宝宝，他们为你的生命带来了光
和热，让你在最孤寂的时候感动于友情的温暖。

我喜欢那些自带阳光的人，他们让我们的生命不
再孤单，让我们短暂的人生路途有了灿烂的笑容。在
这个太重功利的社会里，能有这样无欲无求、怀揣阳
光的人出现在你身边，这应该是上苍送给你的最珍贵
的礼物。

我也想做一个自带阳光的人，我希望能为那些默
默喜欢我、欣赏我、和我一路同行的人们，送去最温暖
的阳光。我也愿做一个最贴心的暖宝宝，在每一个寂
寞与寒冷的夜里，为爱我的朋友点亮心房。

这个世界从来不缺少温暖，只是我们彼此包裹得
太紧，心离得太远，又有着太多的欲求。希望我们每
一个人都可以用笑容给身边的人带来春天，用真诚的
爱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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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前，因为媒体的报道，我
关注了一个六岁小女孩的经历。
当看到她的父母痛彻心扉与她诀
别时，我是多么渴望为她做点什
么。当她的父母在遗体捐献表上
签字的那一刻，我的泪水早已模
糊，虽然她的一生像昙花一现般短
暂，但她的奉献之美却让人永远记
住了她。

于是，我做了一个决定，望着
一旁与我一起落泪的母亲，说：

“妈，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们也把
我的遗体捐献出去吧！”母亲没有
说什么，擦着泪出去了。

也许，你不了解。对于一个
只能靠几根萎缩变形的手指来生
活的高位截瘫病人来说，碌碌无
为地活着意味着什么？在刚瘫痪
的很长一段日子里，我如同掉进
陷阱里的小羊，无助、颓废、茫
然。思想的极度苦闷、情绪的极
度低落，让我充满愤懑和抱怨，甚
至想到了结束这苦涩的生活。

我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总是在哀叹之余，
想着这个家彻底完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生命攸关的
时刻，身边的所有人都向我伸出了友爱之手，帮助我渡
过难关，正是大家的善行义举和不离不弃的精神，感染
了我，才给了我坚持下来的信心和活下去的勇气。

十七年中有着太多的感动与感恩……当我因
为肾脏积水严重，手术后昏迷三天，人民医院的大
夫、护士，挽救了我垂危的生命。当村上领导了解
我母亲一人在医院照顾我操劳时，派村里几个叔叔
轮流照顾着我。当我醒来的那一刻，看到护士天使
般的笑脸，望着满眼泪水的母亲，听见亲人热切的鼓
励，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在我的生活中，每一次坚持与进步的背后，都离
不开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我想要告诉那些面对困
难，消极、茫然失措的朋友们：只要我们积极、乐观地
向前看，绝望的生活也是可以变得趣味盎然。肢体的
残疾并不能限制一个人的发展，令我们灰心的也并非
困难本身，而是我们克服困难的消极方式。也正因为
身边朋友、政府，甚至陌生人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明白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也让我更加坚定了当初的决定。

母亲是支持我的选择的。作为家人，我知道一个
母亲作出这样的表态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她的内心在
滴血。我告诉母亲，如果那一
天真的来临，不必悲伤，因为我
只是换了另一种方式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