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眼睛

■家庭相册

□□马马亚亚伟伟 文文//图图

■工友情怀

母亲年轻的时候， 有一双
漂亮的眼睛。 我七八岁时， 母
亲在戏台上唱戏。 她演花旦，
眼睛灵动有神采。

戏台上的母亲， 扮演的总
归是别人。 我最喜欢母亲在家
里的样子， 尤其是她缝衣服的
样子。 灯光下， 母亲的脸有柔
美的轮廓， 眉清目秀。 她专注
深情地挑起针线， 还会抬起头
看看我。 她冲我笑的时候， 眼
睛亮晶晶的， 闪着温暖的光。

后来 ， 母亲告别了戏台 ，
在村里务农。 我十一二岁时，
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 孩子
多负担重，母亲干农活不行，所
以总是着急上火， 生怕自己落
于人后。偏偏就在这时，母亲突
然生了一场大病。 父亲带着她
四处看病， 无暇顾及地里的庄
稼， 生活的窘迫可想而知。

母亲病愈后， 突然觉得右
眼看东西总模糊 。 父亲很担
心， 让她再去医院查查， 母亲
揉揉眼睛说： “没事， 揉揉就
没事了， 不碍事。”

其实， 那时母亲的右眼已
经只剩微弱的光感了。 她清楚
家里的境况， 就独自一人把这
个秘密埋藏起来 。 以后的日
子， 她照样下地干活， 回家做
饭， 做针线活。 粗心的我们，
竟然一点都没有发现母亲的右
眼看不见了。 只是知道， 她做
针线活的时候非常吃力。 我常
常见她在窗前 ， 双臂高高举
起 ， 眯着眼睛 ， 很努力地纫
针。 这样的时候， 母亲的嘴巴
总会嘬起来， 唇上的纹路皱皱
的。 晚上， 母亲点蜡烛， 对着
灯芯， 却怎么也点不上， 左右
摇摆了半天， 才蒙准了。 父亲
总嘟囔她： “还不老， 眼却早
早花了。” 母亲笑笑说： “花
了， 真花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 家里
的条件越来越好。 母亲有一天
突然对我说： “我的右眼一点
都看不见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
治。” 我这才发现， 母亲的右

眼明显没有光泽了。 我赶紧联
系，去了最好的医院，找了最好
的医生。 医生告诉我说：“你母
亲的右眼早就失明了， 现在连
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不可能再
恢复了。”医生对各种疾病已经
司空见惯了， 说话的语调极为
平静。可是，那几句话对我几乎
是霹雳一般 。 在医院的走廊
里， 我一个人手捧着检查单泪
如雨下， 很长时间不敢出去面
对在外面等候的母亲。

这么多年里， 母亲把自己
的痛苦掩藏起来， 隐忍地承受
着生活的种种重担 ， 不吭一
声。 这些年， 我们姐妹三人每
年的棉衣， 祖母祖父的衣服，
母亲从来没少做过一样。 我结
婚时 ， 母亲给我做了六床被
子， 我生下女儿后， 母亲又给
我的女儿做棉衣， 一年都没有
间断过……我越想越心酸。

母亲得知她的眼睛好不了
时 ， 满脸沮丧 。 转而又笑笑
说： “没事， 这么多年都过来
了， 人家瞎子都活得好好的。
我左眼不是还没事吗 ， 看得
清！” 她倒反过来安慰起我了。

现在， 母亲的视力明显不
好了。 我会帮她念电视上的字
幕， 会在她的身边给她读一篇
我写的文章， 会帮着她做针线
活……母亲老了， 儿女就是母
亲的眼睛。

■“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我的老师
□邢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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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良的书店
□□崔崔向向珍珍 文文//图图

孩子就读的学校对面有一家
书店， 而书店里的书籍和学习资
料自然都是孩子们最需要的。 因
为经常给孩子买书籍和学习资
料 ， 渐渐地就和书店主人熟悉
了， 即使不买书的时候， 也喜欢
在这里等孩子放学。

这个书店并不大， 楼上楼下
加起来不过三十平方米， 三面靠
墙的书架一直顶到天花板， 中间
一排书架， 四周通道的宽度两人
刚好可以错开身体。 书店主人是
一对中年夫妻， 都是高高瘦瘦的
样子。 无论你买不买他们的书，
他们所给予你的都是一脸真诚温
和的笑容。

每天早上六点钟左右， 书店
准时开门， 方便学生们购买需要
的书籍资料。 放学的时候就是书
店最忙碌的时候， 学生们一批批
涌进有些窄小的书店， 春天欢喜
的鸟雀般叽叽喳喳地吵闹着，“叔
叔阿姨”地叫着，急切地询问着自
己所需的书籍资料的价格。 书店
主人忙不迭地一一回答， 然后将
书或者资料递到孩子们的手里。
在书店待的时间长了， 我发现有
很多急需书籍和资料的孩子都不
给钱， 只是自己把自己的班级和
名字记在书店的一个笔记本上就
可以。 我不无担心地问过书店主
人： “这样子随便记账， 你们不

怕孩子们不还吗？” 温厚善良的
书店主人笑呵呵地说： “不怕，
其实这些孩子们都是很诚实的，
记性好的 ， 第二天就把钱拿来
了。 记性不好的， 也许很长时间
才会把钱拿来， 但是孩子们总是
会记得的。” 我疑惑不解继续追
问 ： “就没有永远忘记了的 ？”
书店主人还是一脸暖心的笑容：
“有， 但是不太多， 可能孩子们
真的忘了， 也可能有些孩子家里
经济条件不好， 一时拿不出来，
这样的孩子毕竟不多， 就算我们
伸手帮一把好了。”

听着他们善解人意的回答，
特别感动， 我想起自己读高中时
常去的那家书店主人， 同样的笑
容， 同样的善解人意温厚善良。
那时候就读于城市重点高中的我
家庭经济拮据， 有时候连一张八
分钱的邮票都买不了， 更别说买
书了。 善良的书店主人在了解了
我的情况后， 允许我在书店里免
费读书， 也允许我把特别喜欢的
书籍带回宿舍抄读， 只要别把书
损坏就好。 他说他喜欢热爱读书
的孩子， 看着孩子们神情专注地
读书， 是他最开心的事情。

时间跨越了几十年， 不同的
书店，相同的笑容，相同的温厚善
良善解人意的书店主人， 让我感
知到了琐碎人生中的无限美好。

■图片故事

2016年2月 ， 我的老师史立
君先生年满60岁， 光荣退休了。
他工作到生日那天才离开医院，
直到现在还随叫随到指导业务。

史老师在药剂科担任过诸多
重要的职务， 药库采购， 病房药
房负责人， 门诊大药房责任人，
药剂科总药师。 他尽职尽责， 为
人谦和， 院里的同仁说他 “好说
话”， 科里的同事叫他“老黄牛”，
我对史老师的印象是，“一个精力
充沛的老头”。

2005年6月 ， 我入职的第一
天， 薛吉沛主任把带到一个中年
男人面前， 对我说： “今后， 你
要听史老师的话。” 他中等身材，
体格精健， 小臂很粗， 胳膊上的
青筋勾勒出生活的线条， 头发自
然垂下， 高颧骨小眼睛。 脸上没
有皱纹 。 走起路来步子迈得很
大。 那时史老师担任病房药房负
责人。 记忆中他从来没有主动教
过我什么， 但他的工作状态及工
作技巧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 那

时候病房药房离药库很远， 做好
请领计划， 都要拉着手推车去隔
着两座楼的药库提药， 路经两个
陡坡。 病房药房用药以注射剂为
主， 重量很沉。 片剂品规繁杂，
数量不成箱。 他会把不同厂家，
造型各异的药箱整齐地组合到一
辆手推车上， 最大限度利用车的
长宽高度。 药箱边缘常常凸出车
的边框部分， 车上药箱码放得比
人还高， 最后用绳子有技巧地固
定， 经过的门道都能毫厘不差地
通过。

每天少则两车 ， 多则三四
车， 周而复始， 不断重复。 全院
住院患者的用药就是这样一车一
车地推上去的。 而这只是他日常
工作的其中一项， 作为病房药房
负责人， 他每天还要整理麻醉处

方的销账、 病区的摆药等， 哪个
环节忙碌他就出现在哪里， 他没
有资历的概念， 他的工作量是药
剂科最饱和的。

工作几年后， 我对每天重复
的工作有些懈怠， 专业学习动力
不足， 时常出现摆药差错。 我想
对于我的波动 ， 史老师是知道
的， 他没有正面批评我， 而是默
默地弥补我犯下的错误， 承担我
该承担的责任。 他从不埋怨， 从
不抱怨 。 笑着对我说些安慰的
话， 又继续忙去了。 让我对他产
生了一种特别的情感， 这种情感
介乎于父亲与朋友之间。 父亲的
包容 ， 朋友的理解 。 父亲的严
肃， 朋友的安慰。 父亲的关爱，
朋友的鼓励。 他用毫无懈怠的工
作状态在和你交流， 影响你、 感

染你、 感动你。
他是个精力充沛的老头。 直

到退休前， 我也毫无意识他已经
60岁了。 三年前他担任药剂科总
药师， 接过了药剂科大量的数表
统计工作。 数百条的工作流程和
规章制度， 他一条一条地梳理，
装订成册， 复杂的数据录入及奖
金制作的大量公式。 药品采购控
制库存的复杂公式 。 他从不拒
绝， 一点一点学习， 记了大量笔
记。 我知道这点事难不住他， 他
从来没有把工作当成负担。 也许
这就是他要的状态。 他是一个有
梦想的老头， 哪怕在职业生涯暮
年能够得偿所愿， 他也绝不会放
弃初衷。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这就是我的老师史立君先
生。 他是我一生的楷模。

铃姐是个好人。 凡是认识铃
姐的人， 都这么说。

我认识铃姐的时候， 她已是
科室主任。 可我听到的有关铃姐
的故事， 和她的身份好像一点不
沾边儿。

有年冬天， 铃姐买了煤球 ，
她想把煤球放到临时搭建的一间
小屋里。 小屋在一条十分低矮狭
仄的夹道尽头， 要缩起身子并弯
成锐角才能过去。 铃姐见送煤球
的人长得十分高大， 通过夹道会
更加吃力， 于是就自己一趟一趟
地往里搬。 结果累得在床上躺了
好几天才缓过来。

那年公司提拔一个总经理 ，
除了铃姐， 还有一个候选人。 论
实力， 那人无法和铃姐相比， 所
以那人就开始动起歪心思， 不仅
四处拉票， 还无中生有， 四处散
播铃姐的谣言， 挑拨铃姐和同事
以及领导的关系。 结果铃姐以一
票之差落选。

那人上任后 ， 因为不懂业
务， 工作中的很多事情需要铃姐
帮忙才能完成 。 铃姐却不计前
嫌 ， 常常加班加点帮那人弄报
表、 写报告。

同事每每说起这些事情， 嘴
上都说她太傻了， 心里却对她佩
服得五体投地， 并不由得感叹一
句， 铃姐真是个好人。

可是， 铃姐却没得到好报。
年轻的时候， 铃姐的丈夫在

外地当兵。 她一个人拉扯着两个
孩子， 还要上班， 常常忙得头都
顾不得梳就往单位跑。 铃姐三十
岁的时候， 丈夫终于转业回到小
城，可是，不久，铃姐的身体便出
了状况———帕金森。 西药中药几
乎都吃遍了， 大手术小手术也全
都做过了， 铃姐的病情仍然不见
好转， 而且一天比一天严重。 铃
姐只好忍痛办理了病退。

不久， 又有消息传出， 铃姐
腰间盘突出厉害， 几乎走不了路
了。 这时， 铃姐还不到五十岁。

一次， 偶遇铃姐， 说起她的
经历和遭遇， 我忍不住替她打抱
不平地说， 命运对你很不公平。
铃姐却灿然一笑说 ， 我倒没觉
得， 和那些比我更加不幸的人比
起来， 我已经很满足了。

铃姐的回答实在出乎我的意
料。 望着铃姐双腋下的拐杖和她
坦然而明媚的神情， 忽而想， 不
被七情六欲所束缚， 不为自己的
悲苦而感伤， 拥有一个豁达， 乐
观的人生态度以及 “好人” 的称
谓， 或许就是铃姐得到的最好的
回报了吧。

好 报
□□化化君君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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