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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麦子黄，许佳宜碰到一些烦心事。

按理说，窗外农事与她毫无关联，然而现在

瞥着窗外隐约的农舍和金黄的大麦，一一在

她心际间浮动起来，不免让她心烦意燥。

这天她全天出勤，这是最后一趟车，回

津等到站都快零点了，她下了车，马上拖着

行李箱“噌噌噌”地离开高铁站，直往家里

赶。到了家里，客厅黑灯瞎火，多宝格上一

只自动招财猫随着她进门轻轻地“喵”了一

声，她心里有些警惕。她想要挨个打开房门

查看下，她先打开自己和大纯的卧室门，摁

亮卧室的排灯，发现被子凌乱，大纯却没在

卧室睡觉，按理说，大纯应该在家了，现在却

只有两岁的儿子小纯独自躺在婴儿床上，她

惊出一身冷汗，似乎验证了她在路上突然冒

出的心慌。瞬间，她想去查看家里到底有什

么不对劲，她扭身去，走到隔壁母亲的房门

口打开门。

把门打开后，许佳宜就发现不对劲了。

母亲的卧室里，床前灯昏暗地亮着，母亲没

睡，半躺在床前，左手平放着，看似无力，右手

放在前胸部位的被子上，脸显得很是苍白。

“佳宜。”母亲看到她回来，轻声招呼道。

轻得让人听不见。

“妈。”许佳宜快步走到床头前，发现母

亲确实不对劲，仔细看，母亲脸上露出不少

绵密汗珠，看起来很痛苦。她又赶紧问：“大

纯他人呢？”

“弄药去了，我胸口有点难受。”母亲左

手指了指胸口，表情很是痛苦。

“妈，别动，大纯怎么不跟我说。”许佳宜

抱怨起大纯。

大纯平时有可能加班，不过这天是晚上

八点回到家的。四个小时前，他在微信上跟

她说他下班到家了，大纯回家后不可能不知

道母亲身体出了问题。平常都由母亲照看

他们的儿子小纯，带小孩太辛苦了，母亲的

病可能是操劳过度所致。

“不怪大纯，我睡着后出现的症状。”母

亲气息短，说话像嗓子里卡了刺一样：“我让

他别说的，觉着你快回来了。”

“妈，这样拖着不行，去医院吧。”许佳宜

的眼窝里开始有泪打转，差点要涌出来。自

从父亲去世后，她泪点变得有点低。

去年立秋，社区组织全员体检，六十岁

的母亲也去市中心医院检查了。检查时，医

生说母亲心脏好像有一点问题，具体来说是

心率不齐，当时医生说一定让母亲多多注意

休息，现在看来母亲是要犯病了。

“问了社区李医生，大纯去他那拿药去

了。”母亲无力地说。

许佳宜焦心地回过头来，透过打开的房

门去看客厅，这时，多宝阁上的招财猫又

“喵”了一下，看来大纯已经到门口了。

大纯果真回来了，他进家门时大口大口

地喘气，看来是跑着回家的。他手里还拿着

几盒药，进母亲卧室后看到了许佳宜。

大纯把药在床前柜上一放，焦虑地说：

“妈应该是犯病了，先拿了些镇静的药。还

是要去医院，我在等你回来。”

“这病还能等吗？你怎么不早去？！”许

佳宜有些超乎意料的恼怒，她差点吼起来。

由于母亲的病情，她内心的情绪一下子被激

发，奔涌出来。

大纯看了看她，没有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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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大纯就拗不过许佳宜。许佳宜整

体性情娴雅，但五官精致的她却总是面若冰

霜，还是个急脾气，平常等到她不吭声时，大

纯就只有将就她的份儿了；大纯呢，典型的

理工男，不爱说话，整日泡在他的软件王国

里，平常日子里，他总是微笑着，看起来憨

厚、敦实。他们属于校园爱情的那种，以前

分别在卫津河边两个相邻的大学里上学。

大学毕业后，大纯去了中关村的软件公司做

编程，许佳宜呢，去了城际车队。他们工作

都在北京，因为保持着对海河边的热爱，而

且这里又是大纯的老家，于是像海河边的大

多数儿女一样——铁打的一般回来定居，只

是两人都要京津两头跑，每周大纯跑五个来

回，许佳宜则是出勤四次。当然，做出如此

选择也是有现实原因，迫不得已，他们婚前

有好几年的时间租住在北京北三环，那里上

班确实方便，但总是要结婚呀，结婚就面临

买房，京城的房价很是令他们头疼不已。

许佳宜出生在保定高阳县城，父母搬来

县城前一直住在乡下，后来因为她父亲做生

意才来的县城。三年前，父亲在高阳县城因

为高血压突然去世后，母亲就从县城里搬了

过来，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了。许佳宜和大

纯结婚后这些年，小日子倒是顺风顺水。两

年前，他们诞下儿子小纯后，比起以前倒是

忙碌了些，许佳宜不出勤的时候，呆在家里

照看儿子，平常则由母亲照料外孙。

母亲刚开始搬来女儿女婿居住的八里

台社区时，心里还挂念着一些老家的事。她

并不是念叨住了几十年的高阳县城，而是总

说起老家大片的麦田，那还是许佳宜幼年时

老家的一些农事，只是后来随着外孙小纯的

降生，母亲的心思开始放在照顾外孙身上，

嘴上也不再念叨那些陈年往事了。

现在，母亲的病情让许佳宜和大纯如临

大敌，他们迅疾行动起来。许佳宜马上拨打

市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的接线员接到

医讯后马上记录，又让他们通过市急救中心

APP发送具体定位。许佳宜还在通话中，大

纯就用自己的手机马上发了他们家的具体定

位，定位是八里台翠湾花园2号楼。位置发

过去后，接线员说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大约十

分钟后会到达他们的小区。电话打完后就等

救护车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许佳宜和大

纯又把家里稍微安顿了下，他们还去查看了

一番儿子小纯，两岁的小纯不晓世事，午夜中

依旧酣睡。安顿好家后，他们要出门上医院

了，大纯先打开房门，背起母亲往电梯口走，

许佳宜呢，拿着一床轻薄的褥子跟在后头，他

们坐上电梯很快就下楼了。

下楼没多久，急救中心的救护车就到

了，由急救中心安排，母亲马上被送到了市

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的心内科。

母亲在急诊室就诊，心内科的医生护士

忙碌了起来。刚开始，护士让许佳宜和大纯

离开病房，许佳宜和大纯只能趴在病房门的

窗口观看，那一刻，许佳宜似乎要哭了起来，

想起父亲在高原县城医院的时候，那时父亲

就是倒在病床上的。好在情况比想象的好，

上监护仪做心电图，血验了，药服了，针也打

了，医生和护士从病房里退出来，说没事了，

招呼他们进来。

病房里的母亲脸色变得红润了些，额上

的汗珠也退去了。在医院里一通忙活后，已

经一个多小时过去，快凌晨两点了。

母亲留在病房住院了，许佳宜和大纯只

好陪床。

许佳宜和大纯都留宿在母亲的病房

里。病房里，他们睡在两张独立的床上，像

两位大将军一样，一左一右守候着中间的母

亲，他们隔床相望。

“大纯。”只有睡下时，许佳宜才招呼了

一声隔了三四米远的床上的大纯，她在试探

大纯有没有睡着。

大纯看起来疲惫不堪，他在床上蜷曲

着，没有回应许佳宜。倒是生病中的母亲听

着了，她低声说：“他累了，睡着了。”

“小纯。”母亲又低沉地嘀咕了一声，她

想起了外孙小纯缺少人照看。

“明天我请假了，你还是正常上班吧。”

许佳宜又说话了，她没有回应母亲的话，而

是继续对大纯说。

大纯其实没有睡着，听到许佳宜和母亲

断断续续地说话，他睁开眼，望了望三四米

外的许佳宜，他的目光一闪一闪的，像两盏

信号灯一样，和对面目光同样一闪一闪的许

佳宜对接上了。他们目光撞在了一起。他

这样，是以示回应了。许佳宜接了信号后，

也没再说话。

这初始的一夜，有点像牛郎织女之间的

默然传情，像十来年前他们在大学校园时的

样子，但现实绝没有这样简单。大纯似乎预

感到了未来生活对他们的严峻挑战，他撩了

下盖在身上的轻薄褥子后转过身子去，许佳

宜从家里带过来的褥子给他盖了，他实在太

累了，接下来闭目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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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在医院住下来时是星期四的午夜，

接下来是许佳宜和大纯忙碌的三天，头天是

周五，许佳宜请假来照料，第二天和第三天

到了休息日，由大纯来照看，许佳宜正常出

勤去跑城际高铁。到了第四天的时候，许佳

宜又来医院照看母亲，大纯按正常工作时间

去上班。这几天，母亲的病情倒是稳定了，

但这还只是开始，母亲接受完观察期医治

后，第二周开始做全身检查，照了片，专家又

会诊了一番，会诊意见马上出来了，专家说

母亲一定要安装心脏起搏器，手术时间安排

在下个月。

对于他们这个小家来说，专家的医治意

见甚至有点残酷，母亲要在医院呆两个月，

等于他们小家组织起来的这架小机器要超

负荷运转才行。但母亲的医治是个大问题，

总是要优先考虑，只是现在的迫切问题除了

母亲的医治外，两岁的小纯日常照看也是个

大问题。以往他们小两口上班，则由母亲负

责照料小纯，现在如果缺少母亲，那他们原

有的舒心日子就被削出一个大漏口，变得苦

不堪言。

专家对母亲的医治意见出来后，对小

纯的照看问题，大纯家的亲戚有为他们小

两口想办法。大纯的父母来看过了，但因

为自身都已年老体衰，平常生活都需要保

姆安排起居，因此实在帮不上什么忙；大纯

的妹妹来过，可是她自己还处于妊娠期，再

过两个月就要生产，也实在照看不了侄儿

小纯；许佳宜是独生女，暂时没有亲戚来

过，自从母亲离开高阳县城后，她们家就与

高阳老家的亲戚很少来往了。总之，大纯

家的亲戚们来过了，议论纷纷的，各自支

招，却都不能解决问题，等亲戚们相继离

开，这些不能解决的问题又重新出现在许

佳宜和大纯的面前。

母亲走路不方便，大纯买了一辆轮椅。

还是老样子，两人轮换着照看母亲和小纯，

大纯仍然是周末两天，工作性质导致他不能

随便更改工作时间，许佳宜呢，由平常一周

出勤四天改为出勤三天，正常工作日上一

天班，周末全天出勤，这是和工作单位商议

后的最佳安排。母亲没有犯病的前几年，

许佳宜的安排都是工作日出勤三天，周末

出勤一天，周末拿出整整的一天来陪大

纯。现在，她得变身为全速转动的齿轮，紧

密咬合，并且还只能在列车和医院之间两

头跑，大纯离开医院，她来交接，她离开医

院，大纯来顶替。

等到这样的日子延续了一个月，许佳宜

发现她和大纯都变得疲惫不堪了。每次在

城际列车上，透过车窗玻璃看向野外，茫茫

的麦田已经连成一片金黄的光线，万丈光芒

让她分不清她在车上还是在奔往医院的途

中，连她自己都变成了空中飞舞的麦芒，风

驰电掣之间，整个人像陀螺一样飞转。

病床上的母亲看出了小两口超负荷运

转的辛苦，而且，现在还没有到要做心脏起

搏器手术的时候。这天早晨，大纯下班来和

许佳宜交接工作的时候，他们在病房里开了

一次临时性的家庭会议。

“要不我回家去吧，在这里太不方便

了。”母亲说她要回家。

“不行，坚决不行。妈，你嫌我们照顾得

不好吗？还是怎么回事。”许佳宜说。

“没事。”大纯简短地回应道。

“不是，我是考虑到小纯，他一个人在

家。”病床上的母亲迟疑地说出了内心的担

忧：“要做手术了，我再来。”

“妈，医生的话你就不听吗？”许佳宜直

接否决了母亲的提议。

“要不你们请个护工。”这时，母亲怯怯地

说：“可以用我的退休金请，不花你们的钱。”

许佳宜望着母亲没有吭声。

“妈说的，我觉得倒可以考虑。”一贯不出

声的大纯这时候大声说话了，显得底气十足。

这一个月来，大纯确实不堪重负，他平

常早上六点半要出门坐车去北京，如果不加

班的话，下午五点多下班，六点以前就能赶

到家。但是他们这一行的特殊性质，使得加

班是常事，虽没网上传扬的996工作制那么

夸张，但晚上八点到家也是家常便饭。本来

平常周末可以轻松一回，逛逛街或在家看看

电视什么的，但现在他得照料儿子小纯的吃

喝拉撒，还得去医院服侍岳母。数年前，他

从长辈那里探知到婚姻生活的不易，但确实

没有想到生活如此残酷。生活真是生冷，冷

得就像冰川的锋刃一样啊。

大纯一说，许佳宜望起他来。

“妈，你那点养老钱我还不知道，请不来

护工。”许佳宜说。

大纯没有说话。

“要不你们只管小纯就行，我这边不需

要经常来的，我能自己走，有事打电话请个

临时护工就行。”这时，母亲又给年轻的许佳

宜支招了。

“话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人不在这里，

到了家还是要挂记着，那还不如来。”许佳宜

说，她见大纯良久不发言，瞟了一眼大纯，眼

神里有些埋怨，一下子全部扑往大纯脸上，

让懂得的大纯因为不说话变得分外尴尬。

“我支持妈说的。”不说话不行了，大纯

又发言了，他实在有些疲惫。

“再说护工哪里管用，小纯呢，我俩如果

正常上班，难道还要另外请个保姆不行？”许

佳宜终于说出自己的理由，而且，她觉得这

个理由很是正当。

母亲和大纯一下子语塞。

“你们还是请保姆吧，小纯正在好动的

时候，这个时候不让他多跑跑、动动，以后，

以后……”母亲说出了她的顾虑。

许佳宜并没有回答母亲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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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回答母亲的顾虑，不代表许佳宜没

有在思考办法解决家庭面临的困难，这些事

情一一积压在她内心，让她变得焦虑不安。

历经一个月后，她再也承受不住了，她去车站

又主动找了乘务主任一次，陈说她的小家庭遇

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还为之写了态度诚恳的

报告书，申请每周出两次全天勤，反正平常开

会可以线上沟通，等一个月后母亲做完手术出

院后，她再加班补救。

如今，许佳宜面临着家庭、医院和列车

三头跑，只能说她实在想不出更好的解决办

法。但工作是工作，是没有办法再压缩工作

时间了的，这是集团硬性规定，不能由某一

人特殊改变，再说像她这样情况的人，集团

里也是千千万。乘务主任给她说了一番道

理，有点苦口婆心的样子，许佳宜不忍再听，

默默地离开了乘务主任的办公室。

怎么办，许佳宜觉得自己彻底没有办法

了。许佳宜发现生活并不给予自己妥协，虽

然她知道她自己是冰的、冷的，但生活比她

更冰、更冷。现在到底该怎么办呢，许佳宜

一时迷失了方向，她很是茫然。

就这样，她茫然地过了一个星期，到了

下一个星期，她更迷糊了。这天又是她出

勤，早晨七点半跑北京的第一趟车上，许佳

宜望着飞驰的动车，眼前一片模糊的景象

“呼啦、呼啦”地晃过，想到这里，她竟然流

出了眼泪。

这倒还算好，当车路过廊坊，看到一座

低矮房屋后面出现一望无垠的麦田时，她竟

然内心有点崩溃，本来站在车厢中间查看客

情的她眼泪不禁滚滚落下，她急忙掩目，还

是不能控制，她只能转身问到乘务休息室。

和她一起搭档的小周看到，愣了，她还

是头次见到许佳宜的这种情况。

许佳宜在乘务休息室久久没有出来，京

际铁路之间短短三十分钟的运程时间，她在

里面起码呆了十五分钟。

车到站了，她也没出来。

小周隔着门窗傻傻地看着休息室里的

许佳宜，以为她精神出了问题，或者会干出

什么出格的事。许佳宜并没有，她一个人坐

在狭小的休息室里，后来她在不停地拨打电

话。现在是早晨八点整，她在给大纯打电话

询问母亲准时做彩超的事，但大纯始终没有

接。这天是周六，可以想见大纯在忙什么，

大纯做完小纯的早餐后，准是上医院去了。

昨晚大纯又是晚上十点到家的，早晨她出门

上班时，大纯还没起床，但这天大纯必须得

早起床才行，因为专家已经安排母亲在八点

整准时做心脏彩超复查，大纯一定要在这个

时间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去做才行。

许佳宜一直没有打通大纯的电话，后

来，小周看到许佳宜在休息室里哭泣。

列车稍作清扫，调转过座位后，再过十

分钟，就要重新发回天津了，她们要迎接成

千上万的白领去京城上班，一分一秒都很珍

贵，片刻都不能耽误，小周吓坏了。

也就是说许佳宜出事了。

时间紧迫，小周没有办法，她只好向上

面报告。大约一分钟后，车长和乘务长闻讯

赶来，他们看到坐在休息室里的许佳宜双眼

哭成了桃子。

“我要辞职。”没想见到车长和乘务长，许

佳宜走出休息室，她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

这天接下来，许佳宜没有被安排跑车，

她先是被车长请下了车，然后被带到车站，

安排在车站办公室里，说是领导要找她谈

话，了解情况。很快，车站领导就过来了，在

办公室里和她谈话。谈话过程中，许佳宜始

终没有吭声，这太不像平常的许佳宜的个性

了，熟悉她的同事和领导大感诧异，鉴于许

佳宜出事前主动请过假，领导又似乎觉得理

亏，因此没有把话说重。

其间，领导给大纯打过电话，当时大纯

刚从心脏彩超室出来，给岳母做完心脏彩

超，还在回病房的路上。出来彩超室后，他

能接电话了，发现手机上许佳宜拨了至少十

个未接电话，他吓坏了，正要给她拨回去，却

先接到她领导的电话。接到许佳宜领导的

电话，他也感觉到事态严重，但是他正推着

轮椅，岳母又在听着电话，他怕刺激到岳母，

因此他不敢多说话，全程只敢“嗯嗯，啊啊”

的回应着。

其实，领导打给大纯电话的意思简单明

了，他们了解到许佳宜的情况，决定让许佳

宜休息，在家先休息一个半月再说，这样她

也就能亲自照顾母亲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办法，最近，领导也确实观察到了许佳宜出

现急剧的情绪变化，而在高速运转的列车部

门上班，这是万万不可以的。

从车站办公室出来后，许佳宜被临时解

除了职务，她独自乘车回来，先到八里台的家，

看看独自被锁在家里的小纯，再去医院找大

纯和母亲。等走到小区门口，她恍然若梦，虽

然她每天都有进出，但都是黑暗的时候来黑

暗的时候走，这白天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好像

不认识了，她似乎已经很久没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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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终于做完手术，比计划晚了两三

天，但总算正常，随后母亲能出院了。回到

家的母亲原本消瘦的身体显得更为消瘦，但

好歹不心痛了。许佳宜仍然在放假休息，由

她负责照顾母亲，母亲又慢慢恢复了活力，

这样过去一个半月后，母亲的疾病似乎消失

得无影无踪。有了许佳宜专门照顾母亲和

小纯，大纯变得相对轻松，他不必跑医院了，

日子似乎恢复成了以往的正常。

“我要回老家看看，家里人一起吧。”那

天周五，大纯下班回来，一家子正在家里吃

晚饭，母亲突然对他们说。

也就是说母亲要回高阳县城一趟，还要

求他们跟她一起走。

“好啊。”大纯一反以往的不说话，率先回

应道，那一刻，他就像被束缚已久的大孩子，他

感觉他像被解放了，一下子变得松懈和兴奋。

“就是明天，佳宜可以吗？”母亲问一直

没有说话的许佳宜。

许佳宜还是没有发表意见，她望了望大

纯和母亲，她像有心事一样，显得有话也不

想说。

其实，她是累了，虽然她现在请假专职

照料母亲和儿子，不必去上班，但她还是累

的，她已经累了两个多月了，但母亲执意要

回老家一趟，她和大纯还是得陪她一起走。

第二天周六，一个明媚的天气，他们早

早地去车站上了大巴车，一个多小时后就到

了高阳县城。这八月的天气倒是爽快起来

了，平原上刮着空荡而凉爽的风，比起城里

好过些。还在上午，许佳宜他们就到了她

在高阳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旧家，这是一套

小区房，当年父亲买下的，自从父亲去世

后，母亲执意不卖掉这套房子，因此这几年

都没有人住。没人的家里不免积下厚厚的

灰垢，许佳宜和大纯他们在房间里，和母亲

一起站了十多分钟，他俩正要准备打扫房

间，这时，母亲招了招手说：“不必了，我们

去乡下吧。”

乡下虽然没有父母的房子了，但还有许

佳宜的一些老亲戚，许佳宜的大伯、小叔、大

姨都在，许佳宜也是至少五六年没有见过这

些老亲戚了，见母亲这样说，许佳宜和大纯

也没有发表反对意见。

他们在高阳县城只呆了一个上午，在

县城找餐馆吃了一顿便饭后，包了一辆车，

赶往那叫小王果庄的乡下，这个地方许佳

宜没有记忆，因为她根本没有在这个小地

方呆过。

没有高楼大厦的乡下更加空旷，路边又

能见到大片的麦田了，现在已经到收割期的

尾季，母亲顺着记忆带着他们赶往大伯家。

母亲依旧记得去往大伯家的路。现在大伯

和大婶都七十岁了，一直住在乡下。

他们到了大伯家低矮的房子门口，正碰

上大伯收割麦子临时回来一趟。大伯首先

认出母亲，见到许佳宜母亲的大伯大喜过

望，激动地握住母亲的手，要他们去屋里。

听到屋外的嘈杂声，屋里的大婶出来了，见

到几年未见的母亲，两位老人热泪盈眶。

乡下人热情，城里亲戚来了，大伯一一

打电话给散居在乡间的老亲戚们，一下子一

屋子多了十多个人，平常安静的屋舍里变得

热闹了，大婶开始张罗宰鸡杀鸭，准备晚餐。

晚餐是丰盛的，老亲戚们都来了，晚上

摆了一大桌，亲戚们开始吃饭。桌子上，大

家听着母亲在天津城刚刚经历的故事，在

他们听来这是生死一瞬间的“换心”，不由

夸奖起许佳宜和大纯来，尤其是大纯。几

个壮小伙听罢，纷纷要和原本一句话没说

过的大纯饮酒。大纯憨厚地举起酒杯，看

着许佳宜。

许佳宜默许他喝了，还神色娇羞地看了

看他。

大纯连喝了好几杯白酒，作为理工男的

大纯从来没有过这样，酒后的大纯开始热情

地邀请表兄弟们上北京和天津找他玩。

全程，母亲都没有对许佳宜和大纯多

言，只是不断回忆往年陈事。老亲戚们也是

话多得说不完，说起许佳宜的父亲，说起母

亲和父亲在县城做生意时的酸甜苦辣，每年

还得回家一个月收割麦子，那都是往昔京津

冀的慢生活啊。

大家嘘唏不已，不知不觉中，时间不早了。

这天，许佳宜和大纯就睡在乡下的大伯

家里了。

晚上，许佳宜和母亲一起睡，她躺在一

间房的老炕上，炕正对着窗玻璃。拂拂的夜

风吹来，历经两个多月的劳累，她很是感慨，

没有入睡的时候，她给睡在隔壁的大纯发了

信息，她说，你怪我吗？大纯。酒后的大纯

竟然也没睡，他很快回过信来了，是憨笑和

抱抱的表情。许佳宜说，你就不能说话吗？

多说点。大纯又很快回了，他说，那行，多住

一天吧。许佳宜说，可以啊，她回了一个抱

抱和爱的表情。

她心里像液体一样软了，似乎心尖的

冰融化了下来，没有了锋刃，这似乎就是

母亲来乡下的用意，她体会到了。旁边的

母亲睡着了，隔着窗子，她看了看平原上低

垂的月亮，在高阳乡下的第一天，她很快入

睡了。这回入睡，她又见到了麦子，只是已

经是柔软的秋麦，不再是六月，原本工作途

中晃动的景象停顿了下来，变得轻柔和飞

舞，历经这一天后，她感觉她从来没有这

样舒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