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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旧

观 戏台

在独山子能见到的树龄在三十多年以上的老槐，克拉玛依则未
见。我是在1982年时认识槐树的。那年高中毕业，随后去当兵，当
间的三个月，我在父亲工作过的老单位待业。在一片春天新植的绿
化带旁，一位正在浇水的老师傅告诉我，杨树前的这一排，就是槐
树。粗看与榆树相似，枝干亦寻常，明显的叶不同。
这片林子没有长成。三年后服完兵役，待分配工作前，有回我去

过那里，那块地已起了楼房。
在独山子居住的这个小区里，一片成林的榆树的一角，有一棵高

大的槐树，看树干，听居民印证，树龄确在三十多年以上了。其实，对
于这棵槐树，我很长时间都没有注意到。有天遇雨立其下，偶一抬
头，才发现，日日所见的，竟是一棵槐树呀！
学者、红学家俞平伯曾住北京城内的老君堂79号，前院一棵大

榆树密阴下的那间倒座房，被其作为了书斋，名之为“古槐书屋”。

有人说，俞平伯一连数年都将那棵大榆树认作了老槐树，他太喜欢
槐树了。这很有趣，想起这点，自己近半年没认出那棵大槐树，心里
也释然了。
那年，考取了北京的一所大专学校，与那位已是同学、战友、同

事，这回又轮回成了同学者相约，特意早去了数天，只为尽情以观首
都名胜。到京后第一天，先到了天安门，然后进故宫、登景山。在景
山公园，见到了“槐中槐”。
这是一株唐槐，树龄近千岁，胸径约有2米，胸围6米有余，冠高

约20米。这株古槐有一奇，远观，树干高耸挺拔，树冠舒展昂扬。但
近前时会发现，其主干早已朽空，半死尚抽心，西南侧的树干也脱皮
迸裂，整棵主干只剩下单薄的木栓层和苍老的树皮在支撑着树冠，而
整株老槐却如八旬老者有着壮年之辈的精气神。秋风无影，丽日高
悬，枝茂叶盛，鸟儿啁啾，一派生机勃发。
老树如此本也不足为奇。有旧谚：千年柏，万年松，不如老槐空

一空。槐老空心，根上能长出很多新树。不同凡响之处却在于，不知
何时，这老槐空心处，又生出了一株小槐树，这在北京城中是独一无
二的。无过而受枷锁的“罪槐”的悲壮和无奈之外，“槐中槐”则为古
老的景山增添了几分神奇与诱人的色彩。
“怀”“槐”同音，加之形状，人们也称之为“怀中槐”。在于我，则

更喜欢这个称谓。能令人想起母亲的怀抱。
而我当初，只是惊叹于生命的顽强与奇妙。能够成为岁月里的

一个强者，一定是在许多节点上不断战胜了命运。生命其实就是从
一个台阶，又踏上了另一个更高台阶的过程。
槐之言怀，现在我很容易怀念过往的人和事，甚至是物，难道是

岁数到了这个阶段，人就都会如此吗？
关于“槐”字，“香魂伴随白云去”的这一

谜面曾令我着迷，这其实就是一句诗。春夏
之际，独山子的云也很令我着迷，我经常在那
棵槐树下念这句诗。

新时期天津的作家好像不大“消停”。蒋子龙在
《夏康达文学评论自选集·序》中说：“自‘文革’结束以
后我可能是天津挨批最多的作家”“从上世纪70年代
末到整个80年代，几乎一部小说一场风波”。冯骥才
的《铺花的歧路》尚未发表时，就因为突破了曾经的题
材“禁区”，颇有争论，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还为此
召开了座谈会。1982年8月，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发
表在《上海文学》关于现代派的三封信，又掀起一场风
波。1984年，冯骥才和我聊天时曾经说，要在《高女人
和她的矮丈夫》和《走进暴风雨》两种格调的作品外，另
辟一条新路。很快他就推出了组合小说“怪世奇谈”《神
鞭》（1984）和《三寸金莲》（1986）。这“怪世奇谈”真有点怪
和奇，一时反响很大，报纸转载，电台连播，西安电影制片
厂还要改编电影。然而，冯骥才在2017年出版的《激流中》
感慨：“没想到，最难成为我知音的是评论界，没人看出‘神
鞭’的意象，没人发现文体的独特，很少有人认识到藏在
‘伪古典’后边的现代元素。”

其实，1984年冯骥才正在寻求创作的“拐点”，探求他
心目中的“我的现代小说”。他在《激流中》还说：“我当时
给李陀和另一位评论家夏康达写信作了探讨。”《神鞭》发
表后，《文学报》拟采用作家和评论家通信的方式评论《神
鞭》，冯骥才便约我与他“通信”。我写了一封信寄给冯骥
才，他再配上回信，寄给报社。这组通信发表于1985年1月
3日《文学报》。我在信中对《神鞭》的主要评价是：“《神鞭》
的上述艺术手法，我以为是给我们的文坛带来了某种新的

信息。它写了历史，但并非历史小说；写了武术，却非武侠小
说。它也不是那种借古讽今的历史题材小说。《神鞭》与这些
作品都不同。你不是搜索枯肠、翻检古书，去寻觅能用来比
附现实生活的历史事件作为创作素材，而是从历史自身的发
展过程中，透过事件看到古今内在的联系。因而，这篇小说
尽管讲的全是古人古事，却又包孕着一种潜在的、难以捕捉、
又显然是确实存在的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观照。你借用通俗
小说的形式，在使人眼花缭乱的怪事奇谈中，注入了如此严
肃的、深沉的思考，你把你的才力用得真是恰到好处！”
我感到，《神鞭》的意义在于以文学手段表达的历史

反思。
三个月后，我与市委宣传部方伯敬、文联赵玫、天津日

报宋安娜一同去厦门大学参加文艺评论方法论讨论会。
那时天津到厦门没有直达火车，要在上海转
车。但抵沪后却买不到去厦门的车票。我找了

在铁路局工作的一位老同学才解决问题。宋安娜利
用等车票的时间，欲采访上海作家程乃珊，大家便一
同前往。程乃珊住在静安寺附近的一条弄堂里，见面
后自我介绍，程乃珊对《文学报》上我与冯骥才的通信
有印象，说我的文字像个老先生写的。于是我马上问
了一个阅读作品时产生的疑问，《蓝屋》的建筑原型是
否我出生时居住的北京西路安仁里隔壁大名鼎鼎的花
园洋房“绿房子”？程乃珊给予了肯定的答复。如今安
仁里已拆，“绿房子”依然，比我年轻的程乃珊却已驾鹤
西去！
说归正传。当时有多少读者会认可我对《神鞭》的解读？

事情下一步的发展竟是这样：“怪世奇谈”的第二部《三寸金
莲》出版，立即招来强烈的批评，大有群起而攻之的势头。我
则依然坚持评论《神鞭》时的看法，在《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
第6期发表《当前文坛上的一部奇书》，明确肯定冯骥才的“怪
世奇谈”是“中国的现代派”。
“怪世奇谈”在表现天津旧时的风俗人情、地方特点方面有

独到之处，在语言上也下了大功夫，浓郁的地方乡土色彩和别
致的现代风格有机结合，对天津文学地方风格的建树是有贡
献的。2018年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揭晓，冯骥才用写《神
鞭》《三寸金莲》时没有用进去的素材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俗
世奇人》榜上有名，这是对冯骥才在这方面努力的充分肯定！
文学争论往往是没有结论的，时间或许会作出无声的

答案。《俗世奇人》的获奖对“怪世奇谈”的争论
何尝不是一个间接的结论。

天津解放之后,戏曲舞台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
的崭新景象，曾被文化部授予“改革先锋，推陈出
新”旗帜的天津正风评剧社，在天津评剧发展史上
留下了具有光彩的一页。
天津正风评剧社，是由新中国成立前“包银制”

改为“共和制”的同人班社，长期活动在南市升平戏
院（后改为黄河剧场），主演有新翠霞、六岁红、羊兰
芬、莲小君等，行当齐全，实力雄厚。剧社演职员绝
大部分都经历过旧时代，饱受欺压与盘剥，对共产党
领导的新社会充满挚爱之情，为了响应党提出的文
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发挥评剧表现现代生活的
优良传统，坚持进行评剧改革，摒弃不健康的剧目，
积极创作排练新戏，并提出了“演革命戏、做革命人”
的响亮口号，利用评剧舞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颂扬
新人新事。仅1950年一年就排演了11出大型新戏。
他们最早将歌剧《刘胡兰》改编成评剧上演，在

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每当戏中演至少年英雄刘
胡兰慷慨就义的场面时，台下观众多泣不成声，自发
地呼喊“打倒蒋介石”“为刘胡兰报仇”等
口号。隐藏在社会中的反动分子给剧中
主演新翠霞、六岁红、莲小君等写恐吓
信，但演员们不怕威胁，一直坚持演出，

体现了戏曲艺人高尚的气节。剧团的编导白云峰根
据天津时事编写了一批紧扣时代脉搏、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剧目，推出舞台后产生了巨大反响，如配合
政府取缔反动会道门编写的《一贯害人道》，揭穿了“一
贯道”的内幕和坛主等坑害群众的卑鄙手段，起到了很
积极的宣传教育作用。有的人看完戏就跑到后台痛哭
流涕地向演员诉说自己被害的经过，控诉坛主的罪
行，有的人看完戏幡然悔悟，当场向公安机关登记退
道。此剧一天演三场，连演了五十多天，场场满座，
还受到天津市公安局的嘉奖。此外，他们配合天津
解放初期取缔妓院演出的《烟花女翻身记》、配合宣
传新婚姻法演出的《小丈夫》《刘巧团圆》等，都在社
会上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他们率先创作排演新戏，
也带动了天津戏曲舞台的创新改革，为天津戏曲团
体起到了榜样的作用，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表彰
鼓励。1951年，文化部为推广正风评剧社演出现
代戏的经验，由戏曲改进局邀请正风评剧社全体
演员进京演出并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北

京戏曲界人士与正风评剧社相关人
士座谈会，交流演出新戏的经验与体
会，与会北京戏曲界人士对正风评剧
社关注现实、直面生活、坚持排演现

代题材剧目和重新改编传统剧目的做法给予高度
评价。戏曲界前辈、著名剧作家欧阳予倩盛赞正风
评剧社坚持上演新戏，促进和推动了评剧艺术的繁
荣发展，为全国戏曲团体树立了榜样。
正风评剧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之

际，全体演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写信汇报了演出现代
戏的收获，中共中央办公厅代表毛主席给剧社写了
回信，肯定了剧社的成绩，并转达了毛主席对剧社
全体人员的亲切慰问，勉励全体演职员继续努力进
行戏曲改革，多演新戏，为工农兵服务。这封信给
全体演职员以极大鼓励，他们将回信镶在镜框内悬
挂在后台，作为激励大家前进的座右铭。文化部颁
给正风评剧社“改革先锋，推陈出新”大锦旗一面，
正风评剧社为天津戏曲界赢得了殊荣。

一直以为，明媚的春天一定是在喧闹的柳笛声中，拉开季节的
大幕的。
儿时，每当柳叶绽出鲜绿，成串成行的柳条在春风中轻轻摇摆

的时候，我们这帮顽皮的孩童，都会折下一节柳枝，做成长长短短的
柳笛，在春阳中热热闹闹地吹奏。彼时，和风劲吹，阳光正好，年少
的孩子们心情也大好，大家一路说说笑笑地走在葱茏的田郊，一边
手持柳笛，鼓着腮帮，就这么呜呜啦啦地奏响了春天的歌谣。
这种恣意的吹奏，不用填词，旋律也谈不上多么婉转，却纯净、

透亮，清澈得有如山涧溪水，淌过春天的山野，越过远郊的沟渠，穿
过岁月的甬道，汩汩流进人们的心坎儿。柳笛声或长或短，音律也
飘浮不定，音质更是时而高亢，时而低沉，但每一次深情的吹奏，都
足以把寂静的春天从静寞的冬梦中豁
然叫醒。
相比于音域宽广的竹笛，柳笛的音

质素朴、简单，确是不在一个层级上。
但它从不自怨自艾，而是在敢于发声
中，渐成为大自然中最独特而又最浪漫
的乡间吟唱。
孩提时的我，每到春天来临，就喜欢

手把柳笛，摇头晃脑地吹奏几曲。每次
独奏也好，与小伙伴合奏也罢，只要一拿
起青碧滑嫩的柳管，整个人都会显得特
别精神。在我看来，柳笛是天然的“民间
乐器”，孩子们的喜怒哀乐，都一声长、一
声短地浓缩在那抑扬顿挫的笛声里。笛
声中，有对明天的憧憬，有对未来的展
望，诉说着“一年之计在于春”的殷殷期
盼，也倾吐着对家乡、对亲人无尽的眷恋。独奏深沉，合奏欢畅，每
一次尽情的欢奏，都会使恬静的春天在无边的喧闹中，露出舒心的
笑容，展示出青春的风采。
每每“呜——嘟——”的柳笛声划破长空，绯红的桃花早已笑闹

成一团，挤挤挨挨地缀满了高高的山冈。青白的梨花也你不让我、
我不让你，染白了寂寥的原野。春归的燕子亦飞回来了，赶趟似的
衔着草泥，在农家屋檐下筑起了爱的小巢。斑斓的蝴蝶更是欢快地
扇动着羽翼，在缤纷的田园尽情舞蹈。柳笛欢唱中，春姑娘亦匆匆
换上五彩的衣装，站成俏丽的身姿，急切地等待着季节的检阅……
倏忽间，春天的大地瞬间展开了热闹的画卷。
伴着柳笛的欢鸣，农人们挥着锄，斩着草，在油黑的土地上播撒

着粒粒春种。随着柳笛的奏响，孩子们叫着嚷着涌向空旷的原野，
怡然放飞着亮丽的纸鸢。悠扬的柳笛声里，教师们欣然走进菁菁校
园，手执教鞭，把莘莘学子引进知识的殿堂。深情的柳笛曲里，诗
人、画家纷纷挥舞着如椽大笔，悉心描摹着春天的美丽与神奇……
此去经年，清越而空灵的柳笛声总是执著地响起在记忆深

处，把我一次次唤回那些温暖的岁月。它每每长情的演奏，总让
大地涌起无边的春潮，让整个春天迸发出盎然的生机。那些乡音
弥漫的柳笛声，无拘无束，洒脱飘逸，是心灵深处流淌出的欢歌，
曲曲长里，道出了一个赤子对故园的诚挚爱恋；声声慢里，吟咏出
了剪不断、理还乱的浓浓乡愁。无论四季如何变迁，我都痴情地爱
着这柳笛声声，爱它曼妙的笛音，爱它滋味悠长的缕缕乡情。
吹一曲柳笛，想一想家乡，绮丽的春天便欣欣然跃进了我的

心里！ 题图摄影：高浣心

这是一个农忙的季节，因此每
每天不亮母亲就开始起床捣鼓她
的“事业”。
地，母亲已经提前侍弄好，只

要背上粪，再带上锄头就可以下
种。农忙的季节，母亲往往是来
不及吃早饭的。其实再忙，时间
都是可以挤的，不过母亲挤
出来的时间并没有用在弄吃
的上，而是花在了她的那些
“宝贝”身上。

猪是必须要“照顾”的，虽
说头天晚上猪食已煮好，不过
喂还得花些时间。圈里的鸡也
早就在叫唤了，母亲得赶快拿
些玉米粒过去，怕晚了被饿着。小
黄狗也在围着母亲转，好像在问：
“什么时候吃饭？”狗是好打发的，
给点儿冷饭，再弄点儿剩汤，就是
饱饱的一顿。可是家里的猫就没
那么容易糊弄，每顿若没点儿腥
味，它还总“挑食”，因此母亲还得
多操份儿心。
其实母亲一向很偏爱它们的，

不过这个时候母亲确实没有时间，
因为过了这个季，就没有这个节
了，母亲得赶着下地。

到了地里，母亲就把背上的篓
往地上一放，连额头上的汗都来不
及擦就忙着点豆了。她用锄头一
个窝一个窝地把地刨开，再往里放
上从家里背去的农家肥和豆种，最
后盖上土，就完成了。说起来容
易，不过做起来可没那么简单，其

中的滋味，或许只有真正经历过的
人才能体会。
忙完了豆，还有瓜。母亲说，

种豆得豆种瓜得瓜，因此她还要种
些南瓜和黄瓜。南瓜可做菜，黄瓜
还能当水果，离集市远，去一次不
容易，而且母亲觉得费钱。不过种
瓜还得搭架子，她总说，要是不搭
架子，就像生了孩子不抚养，不教
育，那是没有责任。
母亲总是忙到日入中天才肯

离去，一来是肚子确实饿了，二来

还有她的那些“宝贝”也该吃“中午
饭”了。

看母亲忙得够呛，我就告诉她，不
要养了，不要种了，都年近七十了，还
那么忙做什么？
“不忙要吃啊！”这是母亲常挂在

嘴边儿的话。
是要吃，不过也没必要那么

辛苦啊！父亲已经不在了，我们
也都在外面，家里就一个人，能吃
得了多少，何况每个月我们都会
准时给她生活费。看母亲“不听
话”，我就给她“摆事实，讲道理”，
养猪要多少成本，种豆要费多少
劳力。
母亲倒也通理，也觉得那样做确实

吃力不讨好，不过通理是一回事，固执
又是一回事。前几天她才花一千多块
钱买了两头小猪，昨天她又把地给侍弄
起来。其实这些都是年前就决定好了
的，不准养，也不准种。当时她也是点
头了的，可这不，“道理”又白讲了。
她知道我是个“暴脾气”，可还没

等我说话，她就自己先承认了“错
误”。完了还告诉我，钱放着不会长，只
有猪才会长，地放了只会荒，只有耕耘
才有希望。 题图摄影：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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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他的人还在劝他，再等等，一
年后又可以放水养鱼了。他说，他
们中有的已十一二岁，人都有个面
子，再过一年，个子再往上长一头，
也不好意思进一年级教室。你说的
一年，也许就是他们的一生……同
李桂林对话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一
个人的心里一定是住着另一个自己的，
他有时顺从自己有时违逆自己，有时抬
举自己有时打击自己。在两个自己的博
弈与合作之中，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找到最好的那一个自己。最好的自己该
是什么样子？李桂林相信，带给别人快
乐与希望，人生必定会因此充实饱满，因
此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丈夫的心事陆建芬就没有勘不破
的。见他开会回来后就没笑过，她心里
也急。这天吃饭，陆建芬开起玩笑：不拨
款的又不是我，干吗天天给我脸色看？

李桂林把送到嘴边的碗放回桌子
上：说一套做一套。陆建芬把筷子往
碗上一搁，我说啥了又做啥了？李桂
林赶紧解释：我说的是乡上那些人。
拿着稿子时讲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放
下稿子就换了腔调。陆建芬放平了语
气：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个乡长换
作你来当，你恐怕也得这么说。

陆建芬说的不是一点没有道理，李
桂林知道。但他同样知道，就算有人拍
胸脯说立在地上的教室可以再撑几年，
他的心病还是没法摘除。看他欲言又
止的样子，陆建芬抿嘴一笑：不就想再

开个班吗？瞧你愁得，都成白眉大侠了。
说得轻巧，抬根灯草。找个老师有

多难，你又不是不晓得。李桂林脸上差
不多要渗出苦水来了。

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陆建芬说得
云淡风轻。李桂林抬头看她的力气都没有：
要不你去找一个来？人我都给你找来了！
陆建芬紧紧盯着李桂林，以此证明这句话
说得庄重严肃。李桂林满腹狐疑抬起头
来，往四下里看了看。妈妈骗人，我知道。
李威站直身子，脸上全是得意。呵呵呵呵
呵！躺在床上的李想好像知道妈妈下一句要
说什么。陆建芬继续卖关子：你要找的人，远
在天边，近在眼前。你？李桂林更蔫了。
“我”字出口，陆建芬把全部目光汇

聚到李桂林脸上：还有你！你没有三头
六臂，我也没有。李桂林都懒得和她说
话了。三头六臂没有，土办法倒有一
个。陆建芬也不兜圈子了，你五六年级
一起教，新招一个一年级我来带！

陆建芬以为李桂林会两眼放光，没
想到他还回来的话里带着火药味儿：你
当这是放羊，一个是放，两个也是放？！
既然把学生招进来，就要对人家负责！

这话惹恼了陆建芬：好心好意帮你
想办法，你反倒说我不负责任。

57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在从西汉到唐初的漫长岁月
里，虽然新莽、孙吴、前凉、后赵、
成汉、大夏、梁、陈、北周等政权也
铸行过其他钱币，但它们的数量、
生命力和影响力都无法与五铢钱
相比。五铢钱的铸行及上林三官
五铢钱的定型定制，在中国货币发展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中国这
样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文化状况
十分复杂的国家，必须实行货币铸造
发行的中央集中统一，五铢钱的定型
定制明确了货币稳定与国家社会有重
大关联。其次，五铢钱为中国开创了
新的货币体制，确定了方孔圆形、肉好
精整、有内外郭、轻重大小体型适度、
以铜为主的金属货币模式。

西汉后期的百余年间，出现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全局性货币稳定，表现为政
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社会安宁、
物资丰富、物价平稳、百姓安居乐业。形
成这种美好景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
央政府始终竭力维护五铢钱的货币质量
和币值稳定，使民众信任五铢钱。

如果遵照黑格尔所言的“存在就
是合理”，那么我们不妨说，长期存在
的东西，它的合理性也应该愈强。曾
经流通长达七百余年的五铢
钱，作为丰富厚重的货币遗
产，留给我们经验，也留给我
们教训，但比较而言，其正面
的经验无疑更为宝贵。五铢
钱的货币学价值不仅体现在

当时，也影响至今天，更启示给未来。我
们说五铢钱“命寿泉长”，道理正在于此。
在五铢钱铸行的漫长过程中，曾有精美

绝伦的王莽钱，虽如昙花一现，但很值得一说。
《红楼梦》第一回中，写甄府丫鬟娇

杏眼中的贾雨村：“敝巾旧服，虽是贫穷，
然生得腰圆膀厚，面阔口方，更兼剑眉星
眼，直鼻权腮。”脂砚斋甲戌侧批：“是莽、
操遗容。”即认为贾雨村的长相是王莽、
曹操之流的奸臣相。对王莽的评价，传
统的史家乃至百姓，亦是如此。
王莽（公元前45—公元23），字巨君，新

都哀侯王曼次子，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之
侄，西汉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其人
谦恭俭让，礼贤下士，在朝野素有威名。西
汉末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王莽被视为能
挽危局的不二人选，如同“周公再世”。他
官至大将军、大司马，临朝辅政。公元8年
12月，王莽代汉建新，建元“始建国”。王莽
即新始祖，也称建兴帝或新帝。他宣布推

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王莽
统治末期，天下大乱。地皇四年
（公元23），更始军攻入长安，王莽
死于乱军之中。王莽共在位16
年，卒年69岁，而新朝也成为中国
历史上短命的朝代之一。

141 精美绝伦王莽钱 87 邪门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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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寿，于世林心情大好。他
沿着龙兴湖堤岸来到老楼村旧址，自
己家房子在哪里？牌坊、老槐树在哪
里……这里已经变成一片平地，不少
地方长出一片片黄绿色草芽儿。他
很快就泪眼模糊了。他摇摇头，抹把
泪水，踉跄着离开，下坡时，脚下一滑，摔倒
在地，想站起来，却感到浑身无力，心说不
好，还想再努力一把，还是不行，只好坐在
地上。李广清正好骑马路过，稍一迟疑，翻
身下马，把于世林抱到马背上送回家。双
庆和陈晓敏赶紧把老爷子送到县医院，一
检查，胯骨摔碎了，脑干出血，在医院治疗
十几天后回到家中，于世林不能起床了。

陈晓敏每天晚上小酒馆关门后就过
来看望公爹，来了就收拾房间，擦擦洗
洗。于世林脸上挂不住了，一个劲儿地
躲闪，不让陈晓敏碰他，陈晓敏就跪下
了，爹，您要拿我当外人，就是不接受我，
那我就和双庆离婚。如果您承认我是您
儿媳妇，那您就按我的意思办。您是老
人，我伺候您是天经地义的，您不答应我
就跪在这儿不起来。于世林老眼涌出泪
水，又是摇头又是点头。好吧，好吧。洗
了衣服，又给公爹喂饭，和双庆给公爹
洗了澡，尽管陈晓敏感到很是羞怯又
手忙脚乱，但还是很坦然。然后又给
公爹剪指甲、剪头发、修胡子。感动得
于世林不时地摇头叹息。

后来，于世林恍恍惚惚，一会儿说，
双庆，你娘接我来了。一会儿又说一些
已故老人的名字，还说给他们开会，指

着屋子的任何一处，甚至是衣橱顶上说，
你别在那儿，快下来。这些话说得双庆
和陈晓敏头皮发炸，甚至不敢在爹身边
呆着。

双庆姐姐抽时间过来看望爹，见爹
的病有些蹊跷，自然又想到了徐三姑，不
行让徐三姑给看看。双庆向来最听姐姐
的话，起身跟着就来到徐三姑家。

徐三姑家是一楼，做道场的屋子有三
十平方米，屋里布置得十分别致，正对门的
墙上被一块宽大的黄色布幅盖住，布幅下面
有一个凳子，凳子上放着一个元宝形的黄色
香罐，旁边放着几百元现金。右侧墙上贴着
一个红色纸质条幅上有“神款莫欠”四个黑
字。两个大香炉紫烟升腾，徐三姑端坐正
中，双目微闭，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

徐三姑闭着眼睛，手里拿着点燃的
香，口中唱着一些难以辨清的词语，一只
手不时做着手势。一番作法之后，徐三
姑说：“我已经替你们做‘解’了，你爹的
药还是要接着吃，现在流行神医药医两
结合。”

姐弟俩奉上500块神款，从徐三姑家
出来，路遇宝明，宝明说，有病找医院，不
能信邪门歪道，小病耽误成大病。姐姐
不爱听了，不许乱说，仙家会怪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