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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父亲因为暑热，身
体染恙，只好住院调养，我
和姐姐轮流陪护。幸好诊
治后很快好转，我们才稍
稍安心。

昨天上午，俩护士领
着一个小伙子走进病房。
这小伙看上去不过二十七
八岁，跟在护士后面，面色
平和，乍看不像有病的样
子。俩护士神情却有些凝
重，她们把小伙子安置在
我父亲右侧的病床上，然
后拿出一张单子，告诉他
这是“病情知情同意书”，
要他在上面签名。

“都得签这个吗？”小
伙子问。

“一般病人不需要，只
有少数病情凶险的才得
签。”护士说。

听到“凶险”二字，我
心生疑惑：他这么年轻，能
是什么病呢？

小伙子默默签了字，
护士又问他有没有陪护，
他摇摇头，护士很惊讶。
小伙子解释说他是外地
人，几天前来这儿做生意，
不料突发急病，身边一个
亲友也没有。

我忍不住小声问：“到
底啥病啊？”他看了我一眼
说：“急性胰腺炎。”然后对
护士说：“没事的，就按治
疗方案进行吧，我能行
的。”于是护士就在他两只
胳膊上都扎了针，分别输
上液，然后又告诉他还需
要经鼻孔往胃里下个胃
管，这个过程会有些难受。

“会呕吐吗？”他问。
护士说很可能会。小伙子
想了想说：“麻烦你帮我把
脖子上戴的这个平安扣先
取下来吧，我怕把它弄脏
了。”护士帮他取下，挂在
床头。我看了一下，是一
枚小小的圆形玉佩，菠菜
绿的底色，上面系着一根
细细的黑丝线编成的绳
子。这绿色的小东西被窗
口的光照着，更显得晶莹
剔透。

护士正要帮他插胃
管，小伙子手机响了。他
看了一眼，忽然紧张起
来。“是我妈打来的视频电
话”，他对我们说。两个护
士都说，那就接吧，告诉你
妈让她赶紧过来啊！小伙
子却迅速挂掉了电话，摇
摇头说：“那不行，我妈胆
小，她看了我现在这个样
子准会吓坏的。”

他随即拨了电话，然

后大声说：“妈，我这边下
了暴雨，调的货可能延期
几天，您放心吧，我没事
儿……放心吧，我吃得好
睡得好，能有啥事啊？再
说，您给我的平安扣我一
直都戴着哩，哈哈……”我
看了一眼那枚绿色的平安
扣，它静静地挂在那儿，默
默地发出温润的光。

挂了电话，护士开始
给他下胃管。他坐在床
上，半仰着脸，一根长长的
胶管由鼻孔缓缓插入。突
然的刺激使他立刻剧烈地
呕吐起来，他下意识地想
要拔鼻孔里的胶管，被护
士喝令“不能动”，此刻他
已经大汗淋漓，看得出他
在竭力控制自己，但或许
是太难受了，他一边痛苦地
呕吐，一边哎哟哎哟地低
嚎。我无法相信，眼前这个
痛苦万分的病人就是几分
钟前在电话里乐呵呵地向
母亲报平安的那个儿子。

终于，胃管插好了，小
伙子好一阵才缓过劲儿
来。护士又嘱咐了他几句
就出去了。

我走过去轻声告诉
他，如需帮忙请尽管说
话。小伙子惨白的脸上努
力挤出一丝笑：“那就麻烦
您把床头挂的平安扣取给
我吧。”我轻轻取下递给
他，他握在手心里，慢慢地
说：“这是我妈给我买的，
戴了好多年了，我妈说它
可以消灾避邪，我也相信
有了它一切都会好起来
的。”

我突然想起了自己那
个常年漂泊在外，每每打
电话总是报喜不报忧的儿
子，瞬间流下泪来。

今早醒来，小伙子气
色好多了。他晃了晃手里
碧绿的平安扣，微笑着说：

“我就说我能行的。有了
它，就好像妈妈在身边一
样，还有什么坎儿过不去
呢？”

是啊，平安扣，扣平
安。我的母亲已经去世
了，这个世上我少了个可
以报平安的人；不过还好，
八十多岁的老父亲还在。

我看着那枚小小的平
安扣，心里默默祈祷：愿天
下所有的父母都平平安
安，也愿那些漂泊在外，独
自扛起所有委屈和挫折，
总在电话里向父母报喜却
从不报忧的游子们都健康
平安，诸事顺遂。

平安扣
◎李素华（河南项城）

和小孙女去超市购物，回
来路过一家水果摊，见拉水果
的农用车后蜷缩着一只猫，看
身形是一只成年大狸花猫，看
它一身毛脏兮兮的，便知猫主
不是爱猫之人，仔细一瞅，猫
脖子上还拴着细绳子。猫看
到生人，很是惊恐，想夺路而
逃，奈何被绳子束缚，而且它
起身时，我发现它的右腿瘸
了，不敢着地，靠三只爪子显
然走不快，或许是刚受伤，它
移动时，身体因疼痛而颤栗。

我心疼地俯下身想摸摸
它，它吓得将身子缩得更紧
了。小孙女说：“这猫太可怜
了，我们抱回家养着吧。”看着
孩子哀求的眼神，我试探着问
卖水果的小伙子：“这是您家
的猫吗？”小伙子点点头。我
又问：“它受伤了？”小伙子回
答：“是的，腿被人打断了。”我
见小伙子很好说话，便与他商
量：“我小孙女喜欢小动物，可
否将猫卖给我们？”

小伙子想了一下说：“别
看这是只田园猫，不名贵，但
脾气非常好，很黏人，又乖，我
不舍得送人呢。”我忙说：“看
出这猫脾气好了，您开个价，
合适我就买回家。”

小伙子并未说价格，而是
跟我讲这猫到他家后老生病，
看病花了他两千多元了。我
听他这口气，是想让我把给猫

看病的钱也报销了呀。
我按兵不动，先让他说个

价，然后我再还价，反正打算
卖猫的人都不是真心喜欢猫
的，否则也不会把猫养成这个
样子，我将猫买走，是帮猫脱
离苦海，也算是一种救助行
为，但他若狮子大开口，我也
不打算买。小孙女见我不吭
声，用手拽了拽我的衣角，小
声说：“奶奶，咱买了吧，小猫
太可怜了，我用我的压岁钱
买，若不够，我再问爸妈要，大
不了我以后不买零食和玩具
了。”

小孙女有这份爱心，我若
因贵不买，孩子心里会有阴
影，想到这里，我对小伙子说：

“这样吧，您出个价，两千是多
了点，您看能否便宜点儿？”小
伙子把脸一黑：“两千我还不
想卖呢，您若有诚意买，就给
两千元，少一分我也不卖。”我
看他如此决绝，便对他说，这
猫我买了，先放您这里，我回
家拿纸箱来装它。

我刚要离开，小伙子突然
喊住我，我以为他怕我不买
了，便对他说：“放心，我一定
会回来买的。”小伙子笑呵呵
地说：“买啥买，逗小孩玩的，
这猫送您了。跟您说实话吧，
这猫是我在路上捡的流浪猫，
发现它时，它的腿已经断了，
躺在路边，我本来打算卖完这

车水果带它去宠物医院看看，
没想到遇到您了，肯出高价买
猫，肯定是爱猫的人，相信您
会对它好的，也能舍得花钱给
它看病。”

临抱猫走时，小伙子加了
我的微信，嘱咐我，给猫看病
的花销他出一半。我当然不
会让他分担，后来，他微信问
我时，我骗他说，猫没伤到骨
头，医生说多增加营养，悉心
喂养，慢慢便能自愈。

狸花猫来我家已有两个
月了，腿伤已经治愈，现在能
满地撒欢了。卖水果的小伙
子家中有事，再没来我们这里
摆摊，但他经常通过微信问我
猫的近况，大狸花成了他“云
养”的猫。

上周，小伙子微信告诉
我，他要来我们这里摆摊，让
我抽空去他摊上一趟。小伙
子见到我，拿出一兜猫零食给
我，和他聊起来才知道，他这
两个月住院了，在医院期间全
靠这只狸花猫支撑着他挺了
过来。见我疑惑，小伙子笑着
说：“一只瘸腿的狸花猫都能
得到陌生人的关爱，说明人间
值得，所以要好好活着。”

我心里一阵暖，感谢那只
猫，让美好传递。我没细问小
伙子得了什么病，但看到他一
脸阳光，便知他心里的阴霾已
散，世界于他，只剩晴天。

“讹诈”来的瘸腿猫
◎李秀芹（山东淄博）

今天放学，王小宝又来小
广场玩耍，看他迎风奔跑的样
子，像极了天空中自由自在飞
翔的小鸟，那是一种肉眼可见
的自由和快乐。眼前这个乐
观开朗的他，让我不禁想起两
年前那个胆小怯弱的他。

前两年，我们工作比较
忙，很少带孩子出去玩，导致
小宝比较宅，胆子也小。那个
时候，只要见到不熟悉的人，
他总是躲在我们身后，不敢和
别人打招呼。

意识到问题，我开始系统
性地学习家庭教育。我知道
了，孩子天生属于大自然，喜

欢 奔 跑 打
闹 。

许

多父母怕孩子晒黑，怕孩子摔
倒受伤，再加上工作比较忙，
所以很少允许孩子们自由奔
跑、自在玩耍，多让孩子在家
玩玩具、看电视。久而久之，
孩子与外面的世界失去了联
系，也就不感兴趣了，只活在
自己的小世界里。

知道这些之后，我决定抽
时间陪伴孩子。每天接孩子
放学之后，我都会带他去幼儿
园附近的小广场玩。刚开始
他不愿意去，我和他说：“妈妈
听说附近有个小广场很好玩，
你陪我去看看好不好？”然后
牵着他的手来到小广场。

到了小广场，遇到很多他
的同班同学，他们兴奋地喊小
宝一起玩，小宝却默默地躲到
了我身后。我问他要不要一
起去，他摇了摇头。我说：“那
我们观察一下大家在玩什么
好吗？”他点点头。

就这样，我们在广场旁坐
了几分钟。这时，又有同学过

来喊他一起玩，这次，他半
推半就地和同学一起

去了。不一会儿，他
就和大家嬉笑打
闹在一起。

那天他玩得很开心，和同
学们也慢慢熟悉了。回家路
上，他对我说：“妈妈，我明天
还要来小广场玩。”

第二天放学，他和同学都
如约而至，一起在广场上玩
耍。

后来，每次去广场，他都
会向我介绍他的同学，会和我
分享他们玩了什么游戏。就
这样，胆小怯弱的王小宝开始
变得自信而勇敢，他认识了很
多好朋友，大家都很喜欢和他
一起玩耍。

今天在回家的路上，我突
然接到闺蜜的电话，她很焦虑
地说：“我家儿子很宅，爱待在
家里看电视、玩手机，每次我
一拿起手机，他就凑过来看。
今天我喊他出门玩，他居然不
肯，怎么办呢？”

我把王小宝的“广场改变
法”推荐给了她。看着广场上
笑容满面的孩子们，我由衷地
觉得，这就是孩子该有的模
样。我们要允许他们无忧无
虑地做自己，允许他们每天都
有属于自己的欢乐时光，允许
他 们 自 由 自 在 地 迎 风“ 飞
翔”。

广场上的“小鸟”
◎王小兰（福建厦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