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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你最美
■ 姚林章

你穿梭在病房之间
你的神情是那样的专注
你的动作是那样的熟练
你把病人当成亲人
你把医院当成家园

你奔赴在前线的路上
你的心情是那样的急切
你的意志是那样的毅然
你把疫情当成命令
你把灾区当成前线

最美的护士啊
你舍小家为大家
你有大海一样的胸怀
你的脚步总是那样的匆忙
你的笑脸总是那样的灿烂
你的职业是那样的神圣
南丁格尔一样的美丽
一样的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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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在三月凌晨

身边故事身边故事

人生百味人生百味

母亲节的礼物
■ 苏 添

■ 蔡仁刚

不一样的体验
■华亭学校 周江剑

校园文字校园文字

眼前这对夫妻已在派出所“纠
缠”了二个小时了，从开始的相互
推搡、指责、辱骂到现在的和好如
初。民警小吴感觉自己很“伟
大”，毕竟在他的调解下挽救了一
个家庭。想起家，小吴习惯性地拿
出手机，想对屏幕的另一头道个

“晚安”。“凌晨二点多了，算了，
或许她们在等待中睡着了”，小吴
无奈地叹气道。

“这夜虽冷月虽残，倒也是安
宁，还有几个小时就要天亮了，沙
发上将就一下吧。”小吴想。就像
掐好了时间似的，办公室桌上的那
台深黑色的座机传出一阵阵连绵不
绝又尖锐刺耳、令人不安的“警报
声”。“您好！这里是庄行派出所
……，好的，我们马上出发。”放
下电话，小吴无奈地摇摇头：看来
这夜还是不那么宁静。重新穿上左
胸印有“Police”字样的藏蓝色毛
衣，带上口罩，小吴与其他二名同
事驾车出了院子。“如果人像这台

车就好了，不知疲倦，坏了修理一
下又重新上路了。”小吴风趣地对
另两名同事说。

三月，本是草长莺飞春暖花开
的季节，可是小吴心里没有如沐春
风之感。初春，凌晨三点的农村很
冷，从外面冷到里面，有时工作就是
这样，警情来了，你出也得出，不出
也得出，倒也不是苦中作乐，或许换
一种心情对待就好了。想想家里熟
睡的两张安谧的脸庞，小吴也就释
然了。

刺眼的警灯滑破着乡间的夜
空，警车呼啸奔驰，像春雷般惊扰着
田野中的草草木木……

这是一个普通的江南农宅，凌
晨三点，寂静的有些发慌。报警人
战战兢兢地躲在墙角里。“警察，我
病了，得了‘冠状病毒’，我该怎么办
呀？我要死了！”中年人呜咽地对民
警小吴说。“不要怕，病毒不可怕，现
全国都在抗‘疫情’，总书记都亲自
在指挥这场‘战役’，放心吧！更何

况你还未确诊”。小吴安慰这中年
人的情绪。“120医疗车我们已经联
系了，等会你配合医生去指定医院
检查。现在，你将你的身份信息报
给我，我们登记一下。”小吴又说
道。“警察同志，等会儿你们会不会
陪我一起去？我害怕呀！”“会的，你
别怕！我们不会抛弃你的。”

天微亮，小吴拖着疲惫的身躯
回到派出所。“睡觉”在平常人的眼
里是一种生活常态，而对于基层民
警来说有时是一种奢侈的褒奖。

上午十点，报警人来到所里说
要当面感谢小吴，经医院诊断报警
人是普通的感冒发烧。因为，小吴
的鼓励使他战胜了对病毒的恐惧。
接待他的曹副所长说：小吴昨晚上
一夜未睡，现在正补觉，你的心意我
们收下了。

事后我问吴剑波：折腾了一夜
有什么感受？“有时折腾也是一种幸
福”，他淡淡地说。我知道他说的

“折腾”和“幸福”的意义所在。

“妈妈，什么时候开学？”“估
计要延迟了。”我偷着乐，假期可
以长一点了，假期作业还没有做
好，正好补上。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的暴发，原本二月中旬开学的，
结果呢，变成“停课不停学”了，好
奇着并期待中。

“停课不停学”，开学前的准
备工作还真不一样，我们在网上
做了调查问卷；调试九十三频道，
第一次听到专为我们八年级开通
的电视台，一个字“牛”；准备好上
课用的电脑，又一个字“乐”，总算
可以拥有自己的电脑了。疫情期
间，足不出户就能学习，这给了我
与以往不一样的体验，使我不由
得充满喜悦与期待。

三月里，空中课堂开始上课
了。上课，就是看电视，看电视
里的老师上课，老师上课节奏
快，也没法请我们回答问题，有
点小失望。我们有问题，也没有
办法问老师，有点遗憾。这些失
望与遗憾，在第二课堂中得到了
完美的解决。那就是我们在看完
空中课堂的老师上完课后，再与
我们学校的老师进行交流与互
动，并完成老师布置的课后作
业。这种新颖的上课方式使我充
满着欣喜。

渐渐地，我感觉到了这样上
课的繁琐。看完电视上的空中课
堂，又要紧接着看平板电脑“钉
钉”软件上的直播课，完成作业
后，又要用平板电脑拍照上传到

“钉钉”软件中，有时作业做错了，
被老师打回，还要重新订正后再
拍照提交。收取同学的作业，也
一个个地发信息，没看到信息，还
要一个个打电话。虽说不用去学
校上课，但这样的学习方式久了，
使我感到厌烦。

慢慢地，我变得偷懒起来了，
早上不像以往起得那么早了，马
上就要上课了才起床。有时，捧

着饭碗，吃着早餐上着课。这样
的听课，课堂笔记也就不怎么样
了，变得草率应付。省下来的更
多时间也不再是认真学习更多的
知识，而是与同学们一起网上游
戏。空中课堂、直播课、刷作业上
传再加课间打游戏，变成了在家
学习生活的常态模式。节奏不同
于学校学习，忙碌着。

临近回学校复学的日子了，
我们在家进行了一次与往常不一
样的考试——在线考试。考试
时，老师要求我们打开摄像头，
对着自己，这是能让我们的老师
进行直播监考。以往老师在讲台
前，看着我们。现在老师看着屏
幕上我们的头像，嘿嘿！有点意
思。一天的考试结束了。本想着
继续与同学游戏的我，收到了来
自“钉钉”的消息——“金老师
批改了你的作业”，我点击查
看。看到了考试的批改结果。我
一下子泪崩，这一塌糊涂的试
卷，桌上再多的餐巾纸也擦不去
我悔恨的泪水，泪水串成一串

“悔”字。回想起疫情期间自己
在家学习的状态，再看着试卷上
的那几个刺眼的叉，我生气地将
电脑里的游戏全部卸掉，并决定
好好利用回校前的六天时间好好
补充一下，疫情期间在家学习时
所遗漏的知识。

如今已是五月，一切渐渐恢
复正常模式。这次疫情期间的学
习，不仅仅给我带来不一样的学
习体验，也使我明白了：学习，很
多时候，真的只能靠自己的自觉
和控制能力，并不能依赖于别人
或抱有侥幸心理。

从我刚开始工作的那年起，每
一年的母亲节，我都会为老家的母
亲挑选一份礼物，以显示我对于母
亲的关怀。

最初，我挑选礼物的准则是
昂贵。母亲节前夕，我买了市面
上最新款式的手机，自得于自己
终于能够负担起想为母亲买的东
西。我满心以为母亲会欢喜不
已。于是，在手机送达的那一天，
我邀功似地给家里打了电话，不料
……

“小贝贝，你怎么那么浪费！
这 手 机 挺 贵 的 吧 ？ 多 少 钱
啊……”母亲似乎有些生气，反复
不停地问我手机的价格。

“妈，别问了，这手机好用！”我
有些丧气地说。

“你跟我说吧，多少钱，我转给
你……”她颊边的月牙伤疤在嘴角
的牵动下变成了满月。

“妈，我特意给你买的啊，你怎
么还要给我转钱？”彼时的我仿佛

孩子考试失利一般，全然没看见那
轮满月。

于是，那一年的母亲节，没有
和母亲说几句话，我便匆匆挂了电
话，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

三个月后，我假期回家的时
候，发现母亲的手机仍然没有安装
一个软件，我问起此事，小时候对
我管教严格的母亲，此时有些尴尬
地说：“这手机的功能我不太会用，
你能不能帮我一下？”

那一瞬间，我惊讶地发现，母
亲的额前竟已有几丝白发。

第二年的母亲节，我选了按摩
椅和泡脚桶送给母亲。母亲不再
问礼物的价格，欣然接受我的好
意。只是常常会在按摩和泡脚时
给我打来电话，说的事情千篇一
律，无外乎都是一些琐琐碎碎的
小事：与奶奶说起和姑姑们打麻
将时赢了三块钱，又或是去外公
外婆家时看到表哥的孩子会走路
了……工作闲时，我会等她说完

后迫不及待地跟她说起工作中的
烦心事，但大多时候，我只会把
视频放在那里，听她心满意足地
说完，然后自顾自地做自己的
事。后来，母亲主动打来电话的
次数越来越少。她似乎感受到我
的忙碌，打电话的开头总会怯怯
地问一句：“工作忙完了吗？”而
结尾的时候，虽然她看起来依旧
意犹未尽的样子，但她仍旧坚持
结束，似乎在劝说自己似的：“我
不能跟你说太久了，要不你今晚
又要熬夜了。”她这样小心翼翼的
次数多了，我不禁有些内疚。但
下次再通电话时，我却依然如
旧，心里认准了她是我的母亲，
知道自己总是被无条件的爱着的。

今年，母亲节前，我与母亲
通电话时，问起母亲最近需要什
么。

这几年，养生的补品送过、保
暖的睡衣送过，但母亲常常忘记吃
补品，放到过期才急急忙忙地吃几

粒，而那件崭新的睡衣也依旧被封
存在柜子里，母亲常穿的还是那件
袖口已露出棉絮的。有时候，我有
些偷懒地想，干脆给母亲发红包好
了，这样她想买什么便买什么。但
历数那匆匆流逝的时光，母亲节是
现在的我为数不多地勇于走进母
亲生活的节日了。

于是，我还是拨通了电话。
“哦，又到母亲节了啊。五月

的第几个星期天来着？”
母亲问起的这个问题令我困

惑不已。我每年都会在母亲节那
天给她送礼物的啊，她怎么竟然忘
了？

母亲的答案令我哑然。
“你外婆去世两年了，我没有

妈妈可以给她买礼物了，就有点忘
记了。”

那一刻，我知道，今年的母亲
节，我该回家了。

但我此刻回不去了。那么，明
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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