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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很害怕珍大姐找我核对

数据。
那一场汇报会，我淌着汗,缩在

阴暗的角落反复算着一组数据。我
算了十几遍，可惜算的每次结
果都不一样。我感到无助、孤
独和迷茫。

突然，我的手机亮了一
下，是珍大姐
打来的。我
猛地抬起头，
看到她在不
远的汇报席
看 了 我 一
眼。我立马
放下圆珠笔，

像一只松鼠窜到她身边。她拎着一
串钥匙递到我手里，低声说，去我办
公室，把放在桌上的那张数据拿来。

我捏着钥匙立即朝她的办公室
跑去，跑到却忘记了她刚才递给我的
到底是哪一把钥匙。于是我就一一
试过去，最后竟然都打不开门。流逝
的时间用毛茸茸的爪子挠我的胃，我
感到无比的惊恐。

没办法，我只好失魂落魄地回去
复命。等我跑到会议室，她已经在汇
报了,我只得低着头悄悄溜回座位。
整个汇报会，我的思绪好似粉色的棉
絮漫天飞舞，心里做好被她狠狠批评
的准备。

散会后，我胆战心惊地把钥匙还
给她。

她问我，怎么回事？
我撒了一个谎说，翻遍办公室，

就是找不到啊。
她哦了一声说，好在她都记住

了。
我当时想着，她回去之后要是发

现那张数据，应该会怀疑我的眼睛出
了问题。

那时我刚到办公室当材料狗，我
不仅笨，还是个数盲症患者。每串数
字，多个0少个0对我来说都是差不
多。那些激动人心的同比增长，在我
这里都失去意义。

而珍大姐却是个对数据非常敏
感的人，每次交材料，我都像小学生
交作业一样紧张。我看着她用一支

铅笔飞速地检验我提供的数据，感觉
空气都在流汗。

“你算的数据，马上可以让我们
镇的规上产值超过三区了。”她用铅
笔敲了敲桌沿有点不高兴地说，“去，
把小葛找来！”

小葛是我师傅。她说这话的表
情，好像是在餐馆吃到了头发丝，让
我立刻把领班找来。

自从我进办公室后，我经常让师
傅陪我一起挨批。看到他欲哭无泪
的模样，我感到无地自容。

珍大姐刚开始并不知道我天生
数盲，还认为我作风潦草、消极应付，
看我的眼神都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
味。经过几个月的接触后，她大概也
认识到了我在这方面的弱智，于是就
无奈地叮嘱我写好以后一定要让小
翁帮忙核对一下数据。小翁是我师
妹，名校高才生，智商120，对数据也
同样很敏感。

D镇工作庞杂，永远有加不完的
班，珍大姐经常带头在办公室加班。
我们的材料多得超过想像。我的电
脑显示屏上贴满了小纸条，就像厨师
往墙上贴菜单一样，炒完酱爆螺蛳，
炒肉片，每天忙得仿佛小猫抓尾巴一
样团团转。

每一份材料，珍大姐都要仔细修
改，不满意的时候甚至自己动手写。

她加班，我们也不得不加班。一
过晚上9点，我们就像一只只吃了药
的老鼠变得笨呆呆，大家私下都在抱
怨她太认真。

抱怨最多的是我。我那时孩子
还小，总想早点回家，所以看到珍大
姐的办公室电灯又亮起，我浑身都不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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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的夏季是我们镇最艰难

的日子，历史遗留问题集中爆发，她
一个人当家，硬撑着D镇的门面。那
些日子，她的办公室经常被人挤爆。
大家把她层层围住，像是浪涛包围了
一座孤独的小岛，但是她始终有礼有
节，甚至苦口婆心地去应对。

有一次她发烧了，说话都吃力，
还接待了一拨集体访。个别性格暴
躁的群众，把她的桌子捶得砰砰响，

甚至还言辞恐吓。我实在看不下去，
喉咙自然就粗了起来。于是他们就
调转枪口对我，有人甚至还推搡我。
珍大姐见状拍案而起，严肃地表示她
会努力去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有人对
她工作人员动粗，她不会坐视不理。

后来那事基本解决了，我却落下
“打手”的恶名。我那时很邋遢，长得
又黑又胖，还整天戴副墨色眼镜，所
以几乎没人当我是文字工作者。

珍大姐知道后，只是象征性地提
醒了一下我：稍微注意点形象！

她对我的浮躁文风一直不满意，
经常亲自操刀把我的那些定语、状语
砍得干干净净。

我有点失落，但是看到改后的文
字，又感到有点欣喜。在她的挑剔
下，我慢慢改掉了浮夸的毛病。

“你一定要记住，我们面对的是
老百姓，不要写一大堆让人听不懂的
话！”

她要求我这样做，自己也这样
做，追求简洁、实在是她一贯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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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高强度的工作，让她难以准

时去食堂吃饭。
有好几次，她去吃饭都没什么菜

了，有次甚至只剩下几根大白菜。来
自四川的女服务员很不好意思，红着
脸说：“我以为你出差了。”但是她却
很宽容地吃着大白菜说，要是用板油
炒就更好吃了。她是老大石人，她喜
欢大白菜里有猪油渣的香味。

她和女服务员聊起家常，平常一
直很严肃的她，此时却像个邻家大
姐。

她在D镇的最后一天，我和驾驶
员帮她搬办公室。她把一捆捆书籍、
资料从柜子里、抽屉里搜出来打包
好，还挑出几本资料送给我。抽屉里
还有一些速溶咖啡，她也装进盒子送
给我，让我加班的时候可以提提神。
她还继续搜着，说看看还有没有什么
东西可以送我家小孩的。

但是却没搜出什么，她显得有点
遗憾。

她收拾东西时，手机一直放在桌
上。一个短信点亮了手机的屏幕，我
看到屏保是个美丽的少女。她笑笑

说，这是她的女儿。她说这句话时，
嘴角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此刻她不
再是威严的领导，而是一个慈祥的母
亲。

最后，柜子里还有一件预备役军
装，驾驶员说这个就不用带了吧，平
时也穿不上。她说要带走，留着做个
纪念。

临上车时，她疲惫地看了一眼镇
政府橘黄色的建筑物。

我说：“镇长，以后别这么拼了！”
她叹了口气，眼里尽是无奈和哀

伤。
前几年，她真的病了。我发了条

信息给她，想去看看她。她说不要来
了，自己都在外面治病。我那时也
忙，以为医学这么发达，这种小病很
容易治愈。再说她很强悍，永远是一
副击不垮、打不败的模样。

今年6月24日傍晚，我正开着电
动车去菜场买菜。我的师兄阿鑫突
然打我电话，说珍大姐病危了。

我们进入病房看她时，我已经认
不出是她了。要不是床头贴着她的
名字，我都怀疑我走错了病房。

但是她听到我们的声音，知道我
们来了。

6月25日凌晨3时35分，她去世
了，享年54岁。

我是看着一个无比坚强的女性，
最后像一盏青灯寂灭了。

那 一 盏 青 灯
□王 斌

正值初夏正值初夏，，又是杨梅上市的季又是杨梅上市的季
节节！！老妈从街上买回一篮杨梅老妈从街上买回一篮杨梅。。我我
尝着这红得发紫尝着这红得发紫、、甜中带酸的杨梅甜中带酸的杨梅，，
一件往事涌上心头一件往事涌上心头。。

那年六月那年六月，，我在浙西某小城出我在浙西某小城出
差差。。晚上出来散步晚上出来散步，，经过一个路口经过一个路口，，
昏黄的灯光下昏黄的灯光下，，发现一个卖杨梅的小发现一个卖杨梅的小
女孩女孩，，稚气未脱的脸上稚气未脱的脸上，，却有几分沧却有几分沧
桑的模样桑的模样。。我打小就爱吃这种山间我打小就爱吃这种山间
水果水果，，于是过去询价于是过去询价。。小姑娘见有人小姑娘见有人
来来，，略带羞涩地招呼道略带羞涩地招呼道：“：“大哥大哥，，你要你要
杨梅吗杨梅吗？？刚摘的刚摘的，，新鲜着嘞新鲜着嘞！”！”我打量我打量
着眼前这位小摊贩着眼前这位小摊贩，，嘴上说好嘴上说好，，心里心里
却打个问号却打个问号，，想着这孩子的父母也够想着这孩子的父母也够
狠心的狠心的，，大晚上的还让一个小女生在大晚上的还让一个小女生在
外面卖水果外面卖水果，，到底是咋想的到底是咋想的，，钱就这钱就这
般重要般重要？？

说是杨梅摊说是杨梅摊，，其实很简单其实很简单，，就是就是
小三轮车上搁块木板小三轮车上搁块木板，，上面摆放着两上面摆放着两
大盒满满的大盒满满的、、码得整齐的杨梅码得整齐的杨梅，，靠墙靠墙
角还有一堆空塑料盒角还有一堆空塑料盒，，想是用剩下想是用剩下
的的。。杨梅颗颗个大饱满杨梅颗颗个大饱满，，红得发紫红得发紫，，
看得我暗吞口水看得我暗吞口水，，忙问多少一斤忙问多少一斤？“？“零零
卖卖66元元，”，”小姑娘答道小姑娘答道：“：“整盒只要整盒只要2525
元元，，有有55斤呢斤呢！”！”我心想这价格蛮公道我心想这价格蛮公道
的的，，之前在商场里见过杨梅的标价之前在商场里见过杨梅的标价，，
可高得多了可高得多了！！于是于是，，决定买一盒回去决定买一盒回去
慢慢品尝慢慢品尝。。小姑娘很细心小姑娘很细心，，帮我扣上帮我扣上
盒盖盒盖，，又用大塑料袋给套上又用大塑料袋给套上、、系好系好。。

趁着小姑娘打包的间隙趁着小姑娘打包的间隙，，我跟她我跟她
攀谈了一会儿攀谈了一会儿，，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疑
惑惑，，内心却平添了几分沉重内心却平添了几分沉重：：女孩今女孩今
年年1313岁岁，，在县城中学读初一在县城中学读初一，，成绩优成绩优
异异。。她身世凄苦她身世凄苦，，从小被父母丢弃在从小被父母丢弃在
收废品的阿婆家门口收废品的阿婆家门口。。幸运的是幸运的是，，她她
遇到了一位好心的遇到了一位好心的““奶奶奶奶”，”，不仅收留不仅收留
了她了她，，还靠卖废品攒的钱还靠卖废品攒的钱，，供养她上供养她上
学学，，直到现在直到现在。。可天有不测可天有不测，，前些天前些天

““奶奶奶奶””拣废品时拣废品时，，被路过的小车给撞被路过的小车给撞
伤了腿伤了腿，，肇事车逃逸肇事车逃逸。“。“奶奶奶奶””住院的住院的
医药费医药费，，耗尽了家里微薄的积蓄耗尽了家里微薄的积蓄，，现现
在后续的治疗费用在后续的治疗费用，，还有日常的开还有日常的开
销销，，都没了着落都没了着落。。于是小姑娘在邻居于是小姑娘在邻居
的帮助下的帮助下，，采摘了家里的几树杨梅采摘了家里的几树杨梅，，
趁着周末趁着周末，，拉到街上来卖拉到街上来卖，，希望能给希望能给

““奶奶奶奶””赚点药费赚点药费，，也能贴补家用也能贴补家用。。
听到这里听到这里，，我顿觉鼻子一酸我顿觉鼻子一酸，，心心

里某个角落却莫名的柔软起来里某个角落却莫名的柔软起来。。我我
几乎不假思索地从包里掏出一叠纸几乎不假思索地从包里掏出一叠纸
币币，，塞到女孩的手里塞到女孩的手里，，说是一点心意说是一点心意，，
给给““奶奶奶奶””买点补品买点补品，，剩下的话却再也剩下的话却再也
说不出来说不出来。。女孩涨红着脸女孩涨红着脸，，推辞着推辞着，，
无论如何也不肯收无论如何也不肯收。。看女孩的态度看女孩的态度
坚决坚决，，我也不再坚持我也不再坚持。。于是跟她说于是跟她说，，
想把剩下的那一盒杨梅也买了想把剩下的那一盒杨梅也买了。。女女
孩看出了我的心思孩看出了我的心思，，委婉地拒绝了委婉地拒绝了，，
只道杨梅虽好只道杨梅虽好，，但吃多了上火但吃多了上火，，放着放着
也是浪费也是浪费。。我不再多说什么我不再多说什么，，给了女给了女
孩几句宽慰与鼓励的话孩几句宽慰与鼓励的话，，让她注意安让她注意安
全全，，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并代我转达对并代我转达对““奶奶奶奶””
的祝福的祝福，，愿她早日康复愿她早日康复！！

这些年来这些年来，，走南闯北的我走南闯北的我，，看惯看惯
秋月春风秋月春风、、各色美景各色美景，，可在我心里可在我心里，，最最
美的风景美的风景，，却是那天晚上却是那天晚上，，昏黄的路昏黄的路
灯下灯下，，卖杨梅的小女孩那单薄倔强的卖杨梅的小女孩那单薄倔强的
身影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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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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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嗯，，天亮了吗天亮了吗？”？”明媚的阳光透过手明媚的阳光透过手
指的细缝照耀在安的眼前指的细缝照耀在安的眼前。“。“呼呼，，讨厌的讨厌的
阳光阳光。”。”他气呼呼地起身要去拉上窗边的他气呼呼地起身要去拉上窗边的
窗帘窗帘。。

““嘿嘿，，你醒啦你醒啦？”？”窗外冷不丁冒出一个窗外冷不丁冒出一个
脑袋脑袋，，吓了安一跳吓了安一跳。。

““我说你啊我说你啊，，能不能走大门进来啊能不能走大门进来啊，，
每次都喜欢爬窗户每次都喜欢爬窗户，，不怕我把你当小偷不怕我把你当小偷
打出去打出去？”？”爬窗进来的人叫景爬窗进来的人叫景，，是安从小是安从小
玩到大的兄弟玩到大的兄弟。。

““安安，，有没有东西吃呀有没有东西吃呀，，早上没吃饭早上没吃饭，，
都饿死了都饿死了。”。”景一进来就躺到床上不停地景一进来就躺到床上不停地
嚷嚷嚷嚷。。

““没有呢没有呢，，我也刚起床我也刚起床，，你等着你等着，，我现我现
在去做在去做。”。”

““唉唉，，东西都吃完了吗东西都吃完了吗？”？”看着空荡荡看着空荡荡
的冰箱的冰箱，，景无奈地挠了挠头景无奈地挠了挠头。。

““冰箱里没食材了冰箱里没食材了，，走吧走吧，，去集市买去集市买
一些回来烧吧一些回来烧吧。”。”安穿好鞋子顺便招呼了安穿好鞋子顺便招呼了
一声躺在床上的景一声躺在床上的景。。

集市上集市上，，景在一张告示前驻足景在一张告示前驻足。。
““看什么呢看什么呢？”？”安轻声地询问竟然把安轻声地询问竟然把

景吓了一跳景吓了一跳。。
““死兆日……这几天将会出现猩红死兆日……这几天将会出现猩红

之月之月，，狼人将会复苏狼人将会复苏，，叫大家注意安全叫大家注意安全。”。”
““嗯嗯，，那你这几天住我家里别走了那你这几天住我家里别走了，，

免得有危险免得有危险。”。”

““好……好啊好……好啊，，多买点肉多买点肉。”。”
““看什么呢看什么呢？”？”景这家伙景这家伙，，吃完晚饭就吃完晚饭就

一直趴在窗边一直趴在窗边。。
““安安，，我想家了我想家了。”。”
安这才反应过来安这才反应过来，，景已经十几年没景已经十几年没

见过家人了见过家人了。。那年他父母出去做生意就那年他父母出去做生意就
没有再回来没有再回来，，听别人说听别人说，，在半路上发生不在半路上发生不
测测，，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连人带车滚下了山坡，，连尸体都找不连尸体都找不
到到。。从此从此，，他便成了一个孤儿他便成了一个孤儿。。

安走过去安走过去，，想安慰景几句想安慰景几句，，却说不出却说不出
口口，，最后只能拍拍他的肩膀最后只能拍拍他的肩膀：“：“别想了别想了，，早早
点睡吧点睡吧。。你现在不是还有我么你现在不是还有我么，，我的好我的好
兄弟兄弟。”。”

““吱呀吱呀！”！”熟睡中的景被声音吵醒熟睡中的景被声音吵醒，，门门
开了开了，，迷迷糊糊看到安出门的身影迷迷糊糊看到安出门的身影。。

““这么大半夜的这么大半夜的，，他去干嘛他去干嘛？”？”景顾不景顾不
得穿上衣服便追了出去得穿上衣服便追了出去。。

““这是去后山的路这是去后山的路。。他去后山干他去后山干
嘛嘛？”？”景小心地跟在安的身后景小心地跟在安的身后，，保持着一保持着一
定的距离定的距离。。

但是随着树林越来越密集但是随着树林越来越密集，，光线越光线越
来越黯淡来越黯淡，，景迷路了景迷路了，，到处找不到安的身到处找不到安的身
影影，，四周树丛间微弱的月光四周树丛间微弱的月光，，寂静得让人寂静得让人
窒息窒息。。景回想着来的方向景回想着来的方向，，摸索着前进摸索着前进。。

隐隐约约的隐隐约约的，，景仿佛看到了一个身景仿佛看到了一个身
影在前方影在前方。。是安吗是安吗？“？“安安！”！”他兴奋地朝着他兴奋地朝着
他的背影叫了一声他的背影叫了一声。。

这时这时，，透过月光透过月光，，景看到的不是熟悉景看到的不是熟悉
的面孔的面孔，，而是一张长满毛的狼脸而是一张长满毛的狼脸。。

““啊啊————””景吓得叫出了声景吓得叫出了声，，转身就转身就
跑跑。。

不用看也知道不用看也知道，，它追过来了它追过来了！！
树丛间沙沙的声音越来越响树丛间沙沙的声音越来越响，，景知景知

道它越来越近了道它越来越近了，，甚至能听到它奔跑的甚至能听到它奔跑的
呼吸声呼吸声。。耳边呼啸的狂风耳边呼啸的狂风，，像是钢针刺像是钢针刺
过金属表面过金属表面，，无数高频又嘹亮的蜂鸣弦无数高频又嘹亮的蜂鸣弦
音撞击着耳膜音撞击着耳膜，，眼前所有的景物都被拉眼前所有的景物都被拉
长成了流线状长成了流线状。。

““不行不行，，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再快一点，，我还不我还不
想死啊想死啊，，谁来救救我谁来救救我！”！”

景绝望站在原地景绝望站在原地，，看着眼前的死路看着眼前的死路，，
身后的怪物已经逼近身后的怪物已经逼近。。

““砰砰！”！”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的寂静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夜的寂静，，枪枪

尖喷出的火药照亮了他的脸庞尖喷出的火药照亮了他的脸庞，，是猎人是猎人
大叔麦克雷大叔麦克雷！！也就是这一枪也就是这一枪，，景发现那景发现那
种食人的压迫感消失了种食人的压迫感消失了，，是的是的，，它走了它走了。。

““小子小子，，你大晚上乱跑什么你大晚上乱跑什么，，没看到没看到
公告吗公告吗？”？”大叔生气道大叔生气道。。

““不……不是的不……不是的，，大叔大叔，，安他不见安他不见
了了。。你……快去找找他你……快去找找他，，万一……他被万一……他被
那怪物吃了怎么办那怪物吃了怎么办？”？”景气喘吁吁地说景气喘吁吁地说。。

““你在说什么呢你在说什么呢！！就是安找我说你就是安找我说你
不见了不见了，，我这才来的我这才来的。。好了好了，，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这里不安全这里不安全。”。”

景回到安房间的时候景回到安房间的时候，，天已经亮天已经亮
了了。。安憔悴地靠在床边安憔悴地靠在床边，，两眼布满通红两眼布满通红
的血丝的血丝。。

““你回来了你回来了。”。”安迅速地站起身来安迅速地站起身来，，
““没事吧没事吧？”？”

““没事没事。。你昨晚……你昨晚……””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昨天都没休息你昨天都没休息，，早点早点

睡吧睡吧。”。”安打断了景的话安打断了景的话。。
““不好啦不好啦！！格瑞斯小姐死了格瑞斯小姐死了！”！”门外门外

叫嚷着叫嚷着，，所有人都走出了家门所有人都走出了家门。。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景和安跑到了罗马广景和安跑到了罗马广

场场，，这是平时召开城市会议的地方这是平时召开城市会议的地方。。
““昨天昨天，，格瑞斯小姐死了格瑞斯小姐死了，，我们感到我们感到

十分惋惜十分惋惜，，请大家记住我们美丽的医者请大家记住我们美丽的医者
格瑞斯小姐格瑞斯小姐。。同时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同时也请大家记住我们的
敌人敌人，，可恶的狼人可恶的狼人，，我们要让它们为格瑞我们要让它们为格瑞
斯小姐付出代价斯小姐付出代价！”！”主教麦迪文说道主教麦迪文说道。。

““复仇复仇，，复仇复仇！”！”所有人高举着手臂大所有人高举着手臂大
声地喊道声地喊道。。

夜已过半夜已过半，，看着熟睡的景看着熟睡的景，，安怎么也安怎么也
睡不着睡不着。。他知道他知道，，该来的还是要来……该来的还是要来……

（（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双 生
□朱锭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