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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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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刘卫卫 文文//图图

我们姐弟仨， 相互间只差两
岁。 从小时候起， 我和小弟就对
早慧的阿姐唯命是从。

那年放了暑假， 姐姐像是事
先已筹划出一个好点子， 突然跟
大人提出： “爸， 您给十块的本
钱呗！ 暑假我带两个弟弟搞勤工
俭学， 去卖西瓜。”

十块钱在那时可是一笔 “巨
款”， 母亲每月工资也就是二十
七块半。 母亲有些犹豫。 父亲二
话不说， 找出几张一元、 二元和
五角的票子， 摸着她的小脑袋，
叮嘱道： “大妮， 你人小鬼大，
干任何事我都信得过。 把两个弟
弟带好， 只要能把下学年的学费
挣回来就行啰！”

有了这笔大额 “启动资金”，
阿姐一下子有了底气， 马上将自
己的美好计划付诸行动。

第二天一早， 阿姐带我们拖
着板车到县郊国营农场进货， 直
接在地头挑选了大小不同的瓜，
让过秤的叔叔把关。 每个大瓜都
开了个小口子，以验证熟得正好。
返回的路上，阿姐说，做生意先要
进好货，好东西才好卖。

太阳快要落山， 暑气依旧逼
人。 阿姐让我拖着只有格子间的
空玻璃柜子， 随后， 她和小弟把
神秘的 “特货”、 两个保温桶的
冰棒和雪糕小心翼翼拖过来。

阿姐在透明玻璃里摆出西瓜
“艺术品”， 我这才惊叹， 瓜还能
这样卖啊？ 她真是独具慧眼， 做
任何事都富有耐心和创意。

吃完晚饭， 老人、 一些年轻
情侣开始出来散步消遣。 十字路
口是必经之地， 我们的档口十分
显眼， 再加上阿姐极会吆喝， 一
下子把男女老幼吸引过来。 顾客

们围着看稀奇， 啧啧称妙。
阿姐把剔除籽切得极薄的瓜

片摆成菊花状 ， 称其为 “老少
乐 ”。 牵着小娃娃的老人点头 ，
觉得这个既好看， 吃时又不用吐
籽， 不担心小孩子被瓜籽噎着，
纷纷购买； 阿姐又把那些小瓜的
皮切成了几片 “花瓣”， 中间留
下的那坨红色瓜瓤像盛开的荷花
蕊。 她取名为 “爱的浪漫”。 去
看电影的情侣对此会心一笑， 心
有灵犀。

因为数量有限， 虽然价格略
高， 但处于热恋中的小伙子争先
恐后地为女友抢购。 假如顾客想
买冰棒或雪糕新品， 我们摊位上

也有。
天还没有完全擦黑， 我们经

过特殊加工的西瓜产品销售告
罄， 其效益比卖原瓜高出一倍。

整个暑期， 阿姐带着我们用
“美” 搞创收， 把父亲给的十元
垫资增值十多倍。 开学前， 阿姐
从容地为我们交了学费， 买了一
些学习用品， 余下的作为姐弟仨
的公共零花钱。

阿姐与生俱来的经商头脑启
发了我的心智： 另辟蹊径， 将一
样普通商品装饰到极致， 赋予其
美好的内涵， 满足消费者潜在的
心理诉求， 就能取得让人料想不
到的成功。

阿姐卖瓜

1998年5月 ， 我所属的纺织
厂处于停产状态 ， 承蒙校友推
荐， 我到煎茶岭矿做临时翻译。

坐了一夜的火车到达山口
“八冶” 项目部； 又坐了三小时
货车到达山上的矿区。 站在煎茶
岭上向南眺望， 定军山映夕阳挺
立， 汉江水共长天一色， 内心又
涌起生活的诗情。

该矿由中矿公司筹建， 聘了
澳洲开矿队、 法国测绘队、 上海
的咨询公司 、 八冶九冶的施工
队、 农民承包队等， 一时各路人
马聚集， 犹如 “群英会”。

我办公室常来外国人， 摆着
复印机 、 计算机等 “洋 ” 玩意
儿， 门前干活的农民工不免好奇
而围观。 有天， 一个黑黑的少年
在门口扒头瞧脑。 我便问： “小
伙儿， 哪里来的？ 叫什么名字？”

“陕北。 小名 ‘石头’， 大名
不说了吧。”

“说一下大名有什么不可 ？
……你有14岁吗？”

“俄 （我） 都16岁了。”
“这么小就出来干活 ， 父母

舍得吗？”
“俄大 （爸） 愿意俄出来哩，

比在家乡工钱多咧。”

我倒了一杯可乐给他。 他一
喝，不解地问：“这啥？这么好喝！”

上海技术员 祝 逢 澍 笑 道 ：
“连这都不知道？ 可口可乐嘛。”
石头眼里露出羞涩。 技术员江功
友说： “哈， 笑话人家？ 上海人
第一次喝不也这样？！”

彼此熟识后， 一天， 石头给
我们送来两大碗红水 。 祝逢澍
问： “什么水？ 这么红？” 石头
说 ： 这都不知 ？ 绿豆汤 。 解暑
呀， 嫽太咧 （好喝啊）！”

6月， 桑葚、 野莓熟了。 石
头摘了， 用布兜给我们送来。 我
们带他去外国员工餐厅一起吃牛
排。 7月， 农民工灶上做洋芋擦
擦 、 凉 皮 搅 团 。 石 头 来 邀 ：
“到俄灶上吃擦擦 ， 来哩么不
来？” 非请我们去不可。 我们不
以白领自居， 石头也不以民工自
卑。 生活就是这样， 在不同的地
方结交不同的朋友。

8月中旬， 我们拜谒了武侯
墓。 石头知道了， 求我： “哥，
啥时再去？ 也带俄去诸葛亮庙。
俄们兀搭 （那里） 也崇拜诸葛亮
哩。” 我想了想， 说： “等中秋
节吧。”

然而， 没等到中秋， 他却出
事了———在干活中被吊车杆砸
住， 内脏出血而死。

忘不了那个夜晚， 大约8点，
我正在宿舍灯下译资料， 祝逢澍
进来， 说： “那个砸死的小孩往
山下送呢， 停在门口。” 我随他
出去看， 一辆架子车停在门前河
滩， 两个老民工使劲搬着卡在石
缝中的车轮 。 车上就放着 “石
头”。 由于门前这一段山路特别
崎岖， 必须借道河滩。

山风阵阵，寒意袭来。皎洁的
月光照着小石头那稚气的脸，他
好似刚干完活，静静地睡了……

回想当时， 农民工操作大型
机械都很不规范 ， 常有事故发
生。 小石头在16岁就画上了生命
的句号， 令人唏嘘。

□张金刚 文/图
深深夜夜食食堂堂的的““温温情情烟烟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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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约定”征文选登

爱不止八小时
□□戢戢广广鹤鹤

曾经有人说过。 “拉开人生
帷幕的人是护士， 拉上人生帷幕
的人也是护士。” 是啊， 在人的
一生当中有谁会不需要护士的细
致关心和悉心照顾呢？

每天都会提前来到医院， 熟
悉的楼道， 人来人往的走廊， 走
廊上加床的病人， 人人脸上急切
的表情。 几个护士， 几名医生，
面对几十个病人， 我们就像一个
超负荷的陀螺开始了一天的高速
旋转。

八小时工作不准出错， 所以
规定环节一定要有， 晨会、 交接
班报告， 了解病房的情况一样不
能少。 病人总数、 入院人数、 出
院人数、 手术几人， 每个患者的
情况逐一交待。 感觉护士工作的
压力非常大， 8小时内注意力得
高度集中， 生怕稍有不慎会危及
患者的生命。

我们的工作性质是不但要满
足居民的基本医疗的需要， 还要
为居民提供预防、 保健、 康复、
健康教育、 计划生育等综合服务。
在这里没有高端的医疗设备， 更
没有惊心动魄的急救场面， 这里
却有对居民健康的关怀， 有如家
一般的温暖。

实际上我们的付出和努力远
远不止八小时。 为了取得患者的
信赖， 我们知道仅凭在学校学的
那些知识是不足的。 所以在休息
日、 在下夜班后我们坚持参加单
位组织的培训， 汲取新知识； 为

了让自己在给病人操作时得心
应 手 ， 工 作 之 余 我 坚 持 护 理
技术操作的规范训练； 为了患
者我们带病坚持在工作岗位……
渐渐地， 患者向我投来了信任的
目光， 也有患者点名让我去为他
打针、 输液， 那一刻我真的很欣
慰、 很快乐， 体会到了作为一名
护士的幸福！

我们并不会满足于此， 我在
执行护理常规 、 操作规范的同
时， 会去总结、 去创新， 会为了
进行一项护理技术革新扎进书
海， 不厌其烦地试验； 我们会想
如何才能更好地为患者服务。 开
展优质护理服务活动， 我们积极
投入。

做一名责任护士要时刻围绕
在患者床旁， 对病情了如指掌，
专科知识运用自如： 健康教育、
功能锻练、 协助洗漱， 事事都是
我们来做。 一会儿不见我们， 患
者就会找自己的责任护士， 我们
已经成为患者的依赖。

我们的工作时间是8小时 ，
但努力和付出远不止这短短的8
小时， 当选择在南丁格尔像前宣
誓时， 我们就已经做出了一生最
美的约定。

特别喜欢这样一段话： 爱在
左， 同情在右， 走在生命两旁，
到处撒种， 随时开花。 是穿枝拂
叶的人， 踩着荆棘， 忍受痛苦，
却将这世界， 点缀得鲜花烂漫，
有泪可落， 却不是悲凉。

我深爱的 “深夜食堂”， 远
没有黄磊的日式居酒屋那般安静
优雅、 故事满满， 也未必真是只
在午夜才会光顾的街头店面。 夜
色阑珊之时， 深夜食堂的烟火美
味， 便在那里静静等我……

深夜食堂的最初记忆， 是儿
时漫漫冬夜里的那个煤炉。 一家
人， 或与串门的邻居， 围炉烤一
圈花生、 红薯、 馒头片， 喷香热
乎地闲吃占嘴 ， 打发时光 。 后
来， 我家厨房， 便是我的深夜食
堂。 写作或加班至深夜， 自己为
自己煮一碗清汤挂面， 或是妻为
我蒸一碗香油醋拌鸡蛋羹， 哪怕
仅是扣在锅里单为我留的温热饭
菜 ， 也算是一种犒赏 。 夜静静
的、 胃暖暖的、 情热热的……

而更多的， 深夜食堂似乎与
辛苦、 孤寂更相配。

工作正紧的那段时光， 常与
同事或干脆一个人， 忘食加班熬

至午夜。 当两耳能听到钟表的
咔嚓声时 ， 肚子也开始咕咕乱
叫。 停下手中的活儿， 烧开水 、
泡一桶方便面， 再配上榨菜、 火
腿， 一口口填入胃里， 连汤也喝
个精光。 虽谈不上健康， 却也滋
味十足。

若结束得早， 我也会寻一家
尚未打烊的餐馆， 喂饱我这只苦
哈哈的加班狗。 拣临街的玻璃窗
前坐下 ， 要一份暖心暖胃的馄
饨， 来一个半荤半素的火烧， 配
一碟小咸菜， 默默地一口一口吞
下。 深夜食堂， 看过了我在这座
小城打拼成长的身影， 想必也会
与我同样深感欣慰。

生活渐好， 岁月渐长， 我的
深夜食堂渐渐热闹、 熙攘起来，
却又渐渐安静、 平淡下来。

曾 为 扩 大 朋 友 圈 ， 在 朋
友 、 朋 友 的 朋 友的引荐之下 ，
与素不相识的所谓朋友， 相聚在

深夜的饭店、 酒吧。 或咸或淡、
有用无用的攀谈之中 ， 推杯换
盏、 成了朋友。 然而， 大抵饭后
鲜有交集， 或躺在电话簿里不再
联系。

时近中年， 青春的激情日渐
退却， 深夜食堂的相约， 更趋于
倾心而食、 走心而叙。 似乎能走
进深夜食堂的食友 ， 已屈指可
数。 渐渐明白， 能一起在夜深人
静之时， 吃着吃着就话多， 说着
说着就笑了， 笑着笑着却哭了的
朋友， 才是真正的朋友。

或许，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
专属自己的深夜食堂。 在闹市、
在街巷， 或喧嚷、 或幽静， 只要
你愿意， 总会在饥饿困顿、 寂寞
无助之时 ， 找到足以果腹 、 消
遣， 安抚肠胃、 疗愈身心的深夜
食堂， 并深深爱上， 在钟爱的美
食、 暖心的氛围中， 品味人间地
道的 “温情烟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