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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专版

银来小时候没爹，夏蕊小时候没娘，二人穿补
丁衣裳，吃扎嘴的饭菜，起早贪黑跟大人在地里风
吹日晒，灵魂深处无不向往尽早摆脱穷苦。偏巧
长大后经媒人慧眼牵线，二人一见钟情，很快在土
坯房里成家过上了日子。

新婚之夜，欢快过后，夫妻二人发誓永不变心，白头偕老，一心
一意奔日月，过不上小康决不罢手。

没想到，成家第二年实行了分田到户，社员们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银来在生产队干活时开小拖拉机，单干后借钱换成大拖拉机，
农忙时节忙庄稼，农闲时节跑运输，转眼走上了来钱之路；夏蕊也不
甘示弱，哥哥杀猪卖肉，妹妹卖猪杂子，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直到两
年后生下大宝贝金贵，家里盖上了卧砖瓦房，两口子才稍稍松了口
气。夜里，夏蕊问：“好日月来得这么快，咱孩子咋过？”
“你说呢？”
“我说，打死也不能让他吃咱小时候那样的苦。”
银来着实亲了夏蕊几口，两口子咬牙发誓，天塌地陷也不能让孩子

受半点委屈，具体日子由夏蕊安排。于是，孩子教育上要进城里最贵的
幼儿园，穿戴上要买市面上少见的名牌货，吃喝要名店制……

银来笑着问夏蕊：“孩子花项大，咱穷喽不？”夏蕊抿嘴光笑不言
声，银来接着说：“独生子女就是命强，咋花也花不穷咱。”他家的日
子便傲气起来，儿子好吃好喝好待遇，风不吹，日不晒，大鱼大肉应
有尽有。到上初中懂了脸面要好儿时，更是穿名牌、吃高档、用洋
货，光是随年龄变换的崭新自行车就有多辆，住处明显窄小了。银
来说：“这还不好说啊！”转年平房变成了小二楼，两口子财大气粗有
了本钱，儿子随之越发神气，缺啥给钱随意买，直到初中毕业没考上
高中，家长才想到了孩子的前程。

夏蕊蔫声说：“补习一年呗。”
补习了一年，还是没考上。
夏蕊说：“我就小学没毕业，不上就不上，跟娘卖猪杂子照样发财。”
儿子顿时拉下脸来：“又脏又臭又叫卖，让我去当小贩呀！”
夏蕊立时嘴软下来：“倒也是，男人就该长大出息。正好这阵子

防疫站管得紧，个体户杀猪快关张了，不干就不干，你大舅也要收
手。”儿子便天天打游戏、下馆子、开摩托车，整天闲逛消磨时光。反
正家里给钱花，在哪也是闲欢心，年满20岁时，夏蕊说：“大小伙子没
事干，叫你爹找个工作，体面。”就到了保险公司跑业务。

没出俩月，儿子回来拍桌子：“早出晚归挣不上仨瓜俩枣，还背
任务指标累死累活，受不了！”不再上班。

夏蕊说：“那再换个单位。”
银来就求爷爷、告奶奶，花钱让儿子去了本地

银行当出纳员。
又是没出俩月，儿子回来又拍桌子：“搬运钱

箱上车下车，臭苦力都不如的下等活儿！”没等试用到期便辞了工作。
夏蕊问儿子：“那你想干啥？”
“反正受不了管教，等等再说吧。”直到25岁那年，仍然闲歇，一

事无成。
爹娘又在被窝里商量。夏蕊说：“盖房娶媳妇吧，成家过上日子就

懂事了。”很快盖上了小二楼。可是，有了小楼说啥也不要媳妇，要媳
妇也行，不能要孩子，要孩子也行，得雇保姆带着。爹娘为了免生气，
也没再多说什么，保姆就保姆，你说咋办就咋办，只要高兴就好。

娶了媳妇有了孩子，儿子不缺，孙子不少，家里日子顺当了，却有
人来家里添堵，进门哭丧着脸说，你家金贵耍肉头，赖账就是不还。
夏蕊一听就急了，问儿子咋回事？

金贵说：“过年谁不打麻将啊，输了两万块又不多。”
夏蕊不愿意生闲气，赶紧把债堵上了，呵斥儿子不能再赌，儿子

满口应承。
过了些日子，又有人来家里添堵，说金贵借了50万元搞项目，所

有款项打了水漂。气得银来脑溢血倒下，急得夏蕊嘴上长燎泡火上
加火，家里断了进项，开支反倒大增，为娘的伺候病人，又到处借钱还
债，整天哭鼻子抹泪发大愁，一问儿子，又是把钱赌输了。

东邻居黑老强家大孙子要买名牌衣裳，他对儿子乌脸儿说：“小
毛孩子懂啥名牌？咱可不能那么作，没见隔壁啥日子吗？”

儿子说：“好模好样的金贵哥，咋就变成这样了，没见谁要害他呀？”
黑老强说：“还用

谁害，爹娘日积月累
一个字儿就能毁他一
辈子。”
“啥字这么厉害？”
“让孩子总是不

劳而获。”
“那是个啥字？”
“给——”黑老强

说，“要就给。”
儿子咂嘴琢磨滋

味儿。

傻秋爹连黑带白地盘算了一
整天，最终还是拎着一条好烟、两
盒点心，给村长送去。

路上他还在琢磨，平时村长待
咱不薄，亲亲和和有说有笑，这回全
村要拆迁，给钱多少村长说话管用，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傻秋爹心里不
知底儿，村长能一碗水端平吗？想
着想着就进了村长家门。他见村长
坐在大椅上抽烟，便先说：“村长，在
家呢？”
“在家。”村长不冷不热回了话。

傻秋爹就把拎来的物件放到桌上，在另
一边大椅上坐下来，不提正格说旁的。

村长说：“来就来，不想叫我再
干啦？”言外之意，啥形势了还敢送
礼！见傻秋爹尴尬不言声，村长接
着说，“甭打圈绕弯了，不就是拆迁
费吗？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
着……”

这工夫里，村长家小花狗或许闻
到了点心味道，进屋就扑抓村长的裤
脚。村长媳妇后脚追进来，不晓得瞅
见没瞅见，反正是没瞅来人，就冲那
小狗子使威：“滚哩走，混账物件！”

小花狗吓得掉头就跑。
没等女人走开，小狗子又回来，

继续扑抓村长裤脚。村长瞪了媳妇
一眼，媳妇就又低头喊“滚哩走”，还
照小狗子踢了一脚，踢得小狗子“吱
吱吱”直叫。

这一幕，都发生在村长正说话没把
话说完，正抽烟没抽完一口的工夫里。

媳妇冲村长一笑，扭身走开了。
村长接着说：“过几天就算出来了，上
级要求明文公示。快了，快了。”

这说明，按多少钱分还没细则。
傻秋爹心急火燎递心里话，鸡长鹅短
表明想多要。见村长不愿多说话，出
门走人。

村长说：“先别走，带上这瓶烧
酒。”见傻秋爹推托，补充道，“要不，
把带来的还捎走。”

傻秋爹深晓村长的脾气，货换货
才能出门，只好提上了。

村长媳妇在院里晒衣裳，见傻秋
爹提瓶烧酒出来，瞥一眼佯作没瞅见，
冲他笑着说：“他大伯，这就走哇？”
“这就走。”
“有工夫叫我嫂过来坐坐，俺姐

儿俩有日子没上话了。叫她来。”正说
着，小狗子欢快地扑抓她裤脚，她低头
踢着怒骂，“滚哩走，混账物件！”又抬
头冲傻秋爹说，“多待会儿呗，正好他
爹这会子没事儿，给你俩拾掇个菜，喝
两盅。”
“不啦。家里活计多。”傻秋爹木

然出了门，路上一直琢磨，“这娘们儿
骂谁呢？一个劲地使脸子，是嫌狗欢
了，还是嫌人来了？”

到家，傻秋爹向老婆学舌，老婆
说：“你说骂谁？你个不长眼的二百
五。不叫你送你非送，藏还藏不及，还
嫌盯梢的人少啊！”

没几天，傻秋爹上街见到村长家小
花狗，他不动声色过去，冷不丁照那小
狗子猛踢过去，没踢着，小狗子慌逃。

傻秋爹还真没想到，他去送礼起
到了提醒作用，吓得村长两口子商量
了小半宿，认为群众盯梢会带来专项
检查，村长不敢再做手脚，他家的拆迁
费至少“少拿”了几十万元。

孟爷退休后，一直在街上免费行医。
他是中医世家，世代传有针灸绝活儿，曾三
次随中国医疗队出国外援，其中一次还为
非洲某国家元首当过私人医生，门诊从来
没歇过，退休回来，家里门庭若市，来扎针
灸的人络绎不绝。

东邻居堂子爹半身不遂，孟
爷连扎了半年就能下地走
路，堂子对自家一再麻烦孟爷
不落忍，煲鸡汤给孟爷趁热端去。

孟爷说：“吃了你家吃他家不？”
堂子说：“吃呗。吃谁家咱也硬气，帮

他家治好了病人，吃他一嘴还不是人之常情！”
孟爷说：“爷吃得过来不？”问得堂子直瞪眼，硬是让堂

子咋端来，咋端回，休想让老爷子吃别人家半嘴。其他人家
请吃送礼的事，在孟爷这里都是一概免谈。

转眼间，孟爷90多岁了，手脚跟不上脑筋使唤，治病已
是力不从心。正好大儿子大牛退休后，把爹的手艺接续上，
也是常年免费为人治病。

此后，孟爷就坐在自家街门口晒暖暖，见到过路的就医人
家，少不了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咋，上你家吃碗面条啊？
爷一辈子就馋这一口儿，吃一回面条儿过一回年呢。”说笑得
很开心。家家户户吃过后，孟爷还要与人家合影，带来这家人

一整天的忙活、欢乐，东门里街上没有一家不乐意。
从秋后到冬初，孟爷挨门挨户吃了无数家，直到头年根

儿上也没吃完。算算，谁家没有人闹过病呢，谁家没找过他
老人家诊脉、扎过针呢？请孟爷吃碗面条，那不是给了天大
的面子吗，家家巴不得让他去吃呢。

对门讲子爹说：“都说人老嘴就馋了，老话还真灵验。”他
向媳妇嘟囔说，“愿意是愿意，这是两码事。你说，

孟爷一辈子谁家也没吃过一嘴，如今老了老
了，又把英名丢在嘴上，值不？”
媳妇说：“老人家吃你一嘴就穷啦！”噎得讲

子爹直靠墙根儿。
饭还没全吃完，孟爷躺在家里不吃不喝不下床，几天工

夫人就走了。
听说孟爷突然仙逝，周边十里八乡的人们，纷纷赶来为

老人送行。那几天，他家院里院外人山人海，都为失去老人
悲痛万分，忙里忙外为料理后事紧忙活。

出殡这天，送行队伍排成了长堤，整整跪哭了一条街，
前前后后横竖就是堵路不起。

眼见天时已过，整个送行没法前行，孟爷大儿子大牛站
起来高喊：“乡亲们啊，都起来吧！我爹让我说给大伙儿，他
到各家都吃过了，谁家也不欠他情了。放心吧，咱送他老人
家上路……”

街上更是哀声四起……

三双脸蛋子歪瓜裂枣高低不平，身段儿比
瘦驴还伤人眼目，翠嫂三番五次跑断腿为他张
罗媳妇，全是沾了他家日子上好过的光。

可是，翠嫂捏一个吹一个，捏一对吹一双，
咋介绍来，咋打发去，全不入眼！连隔壁秀奶都
气不过眼，立在街头大嗓门儿吆喝：“你说说，也
不晓这狗儿哩到底要个啥人物，吹喽人家还不
算，还把媒人臭说一通。娘哎，这往哪去讲理！”
也说了翠嫂个大红脸。

翠嫂要争气，非要说成亲事不可，就跑到三
双家厾三双脑门子：“你也照照镜子，全村谁挑

拣媳妇也轮不上你
呀！说吧，到底找
个啥样人物？”心里

还在骂，“不为你家日
子好过，谁愿意为你瞎忙活！”

三双笑着走开的模样让人捉磨不透。
眼见张罗不成，翠嫂咬牙扯来了邻村最鲜

亮的一朵花，妮崽长得柳眉蜂腰，细皮嫩肉，腿
比葱段儿白，性儿比面团儿柔，鲜鲜新新，要多
俊俏有多俊俏。可是，过后一问，三双还是不愿
意，差些没把翠嫂鼻子气歪。

街人就说，看看吧，有了钱，癞蛤蟆连天鹅
肉都不吃了。

隔壁秀奶对翠嫂说：“挑，叫他挑。”向翠嫂
咬耳，把村东脏样家黑妮说了去，用意是要伤伤
他的二皮脸。

翠嫂说：“那咋行？脏样老两口干不动了，
黑妮又黑又丑，矬粗短胖得像碌碡，三双爹娘还
不得把咱骂烂啊！”连自己心里都过意不去。

谁晓得，赌气耍笑的一句话，三双竟然红脸
低头说愿意，一口咬定就是她了。

过后，惊得三双爹、娘封了嘴，惊得长舌婆
们满街筒子绕着跑。翠嫂呢，差点儿断了说媒
的差事。

其实，她们都不晓得，当年脏样曾在村北
大河里，捞起过淹进水里的小三双，那时的三
双就暗下了决心，长大后，一定要和脏样家成
为一家人。

老头儿吃面瓜是由打老婆引起。说
是打老婆，实际是摁住老婆嘴角子扭了一
把，疼得老婆嗷嗷叫。此景刚好被来串门
儿的讲子媳妇瞅见了，场面已是老婆衣
乱、发散，嘴角子刚被“大肉钳”夹过。过
后，讲子媳妇就在街上嚷嚷开了：“好家
伙，就没见过霍老四这么凶过，眼珠子
差不点儿就从眼眶里挤出来。”

40年前，霍老四上高中偷搞对
象，商品粮户口的同班同学高桂雅，
见了帅哥儿不挪眼珠，二人笔帽里
塞字条，课本里画暗号，很快便海
誓山盟私订了终身，只因毕业没大
学可考，农业粮户口只能回生产队
种地，高桂雅爸妈死活不同意，最后
只得劳燕分飞各奔了东西。一气之
下，霍老四发誓终身不娶。今天的这
个老婆，是从后来介绍的几十个对象中
选的，日子过得一直还算顺当，两人从来
没红过脸、拌过嘴，更别说动手干架了。

霍老四回乡种地的第二年，国家
恢复高考。只复习了几天没考上，回来
向发小讲子丧气地说：“爹娘都病着，哪
有工夫复习呀。眼瞅着那题比出锅饼
子还眼熟，硬是着急吃不到嘴里。咱没
有上大学的命，老实上家里蹲大学研究
土坷垃吧！”

为此，霍老四对商品粮户口耿耿于
怀，对整治地球三心二意，而时势却给
他带来好运，老婆子生下俩小子，后来
全都念到高中毕业。改革开放不几年，
他办砖厂挣了大钱，腰粗门路广，托门
子、找关系，趁县里放开卖城里商品粮
户口之机，紧急把俩孩子买成了商品粮
户口，让孩子攀上了城里人待遇。当时
也有老婆的功劳，老婆反复说：“整天骂
你那吃商品粮的对象眼瞎，活生生放过
一个富脑壳，咱把俩娃都买成商品粮户
口，好好出喽这口恶气！”喜得霍老四着

实往老婆脸上亲了三大口。
这会儿，村里搞拆迁，一户宅基地除

了给280平方米楼房外，另补助70万元
现金，加上一亩地补助15万元，3亩地加
起来一次性总共补助百万元还多，而且
还给三年租房补助，而他哥哥家也是俩
小子，总共分了300多万元，房子多得
煮着吃。他俩小子因是商品粮户
口，村上不再给宅基地，结婚在城里
买商品房，把他开砖厂那点儿积蓄
全搭上了。他的砖厂开了没几年
就被关停，原因是不许挖良田侵占
耕地，忙活承包地只能过小日子，
幸好老来逢上个拆迁，保证了往后
的日月。可俩儿子倒了贼霉，所在
的工厂半死不活，满打满算够吃够
喝，谁也没有更多积蓄，村里给拆迁
费，全家人只能洋鬼子看戏——干瞪眼。

霍老四就此发泄不满：“都是你个脏
老婆整天吹枕边风，非要我给俩孩子买商
品粮户口，还买不？”咬牙剜了老婆一眼。

老婆说：“怨我呀？咱家谁当家谁做
主，是谁后悔没商品粮户口投错了胎？”

霍老四更加生气，骂世道不公，让老
婆子闭嘴，让她滚远点儿，骂得老婆也失
了体面，越说越急，越急越说，老两口撕
扯在一起，霍老四非要把老婆嘴撕烂不
可，老婆在讲子媳妇的喝喊声中，才逃过
了一劫……

老婆奔赴隔壁大哥家哭诉，老嫂听
后赶过来骂霍老四：“怨她呀，你也瞎耍
不是物件！”骂得霍老四蹲在地上热泪
珠子砸地面。

讲子后来在新楼里笑话霍老四：“当
年你家俩宝贝有了商品粮户口，你可没
少在街上风光。如今说商品粮户口没
用，那是后话，不能事事咱都占先。”

霍老四头一回来了个老头儿吃面
瓜——闷口儿。

福来自小就帅气，日子
过得让人眼馋，都说提亲那
些年他就牛气，媒人屁颠屁
颠儿地追在他后面。

头一回相亲回来，媒人
问他咋样？他摇头回说:“过
日子又不是过脸蛋，涂那口
红有啥用，爹娘就没教会孩
子正眼看人。”吹了。

二一回相亲回来，媒人
又问咋样？他又摇头不屑一
顾：“没谈几句就问钱多钱
少，哼！”又吹了。

挑来挑去，福来挑了个
矬地钉、黑马猴。后来还吹
嘘说：“汽车、房子如今全齐
着，哪不好了？”回嘴回得饶
舌人直咽唾沫。

福来家过日子，还真叫
人看不透。媳妇赶集丢了钱，
回来扇自己脸蛋，夜里炕上烙
大饼。福来问：“心疼不？”

回说心疼。
“难过不？”
回说难过。
“那就放声哭，反正也没

人瞅见。”
媳妇蒙上被子哇哇哭。

哭完，福来又问：“哭完啦？”
“哭完了。”
“还哭不？”
“不哭了。”
“钱回来啦？”
“没有。”
“这说明，哭也没用。”
媳妇没回嘴。
“再回丢了还哭不？”
“不哭了。”
“这才像是我媳妇。我

不说你，你怕啥？”
又一回，媳妇赶集又丢

钱，回来在街上学舌：“嗐，丢
就丢呗，谁花不是花呀，自当
没有这码事儿。”回得人们弯
腰傻乐，他家的日子不见了
急眼。

那回，儿子毛手毛脚摔
了饭碗，媳妇生气地吆喝：
“哈，我好不容易跑集上挑个

细瓷儿，你倒好……”伸手
就拍，拍得儿子嗷嗷叫。

之后，福来问：“拍完啦？”
“拍完了。”
“还气不？”
“还气。”
“碗能用了？”
“不能用。”
“你看你，白把孩子拾

掇了一顿，往后还拍不？”
“不拍了。”
“为啥？”
“碗回不来，人还生气。”

再后来摔了碗，媳妇递
钱给孩子，让再买一个回来，
一声抱怨也没有。从此，孩
子再也不见了毛手毛脚。

这天，邻居进福来家聊
天儿，无意间问了一句：“你家
日子这么顺，有啥绝招不？”

福来说：“有啊，谁家过
日子不为钱财着急？我娘活
了上百岁，她说，俺妯娌 8
个，她们活不过我，是她们舍
不得自个儿手里那点物件
儿。你松松手试试，日子过
得哪都顺当。”

说得邻居眼里全是
羡慕。 题图 张宇尘

骂 狗

面 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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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合林家柴屋的阁楼上有一副
备用的棺材，那是黄合林为自己百
年后准备的。他用布将红军旗小心
翼翼地包好，还专门制作了一个小
木箱，然后将红军旗以及另外三样
东西装好一并放入木箱中，这才躲
过了民团一次次的搜查。“一定要保管
好这面旗，红军战士说好了会来取
的。”1941年，黄合林病重去世前，他
再三吩咐儿子黄荣清。

于是，这面旗传到了第二代。
黄荣清回忆说，1944年秋天，灌阳

被日军攻陷，为躲避日军，所有家产他
都舍弃了，唯独将装有红军旗的小木箱
带在身边，寸步不离。后来，为安全起
见，黄荣清别出心裁地用锅灰将这面红
军旗涂了色，混存在废旧衣服和杂物之
间，不认真看根本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新中国成立后，红军战士当年的一句嘱
托让黄荣清和儿子黄光文日日盼、月月
盼、年年盼，盼望红军战士回来取红旗，
但遗憾的是，红旗一代代传下来，那位
红军战士却始终没有出现。

1977年，黄光文的儿子黄永富与
李清鸾结婚。李清鸾是个勤快人，在
清理房屋收拾东西时，发现一个小箱
子很长时间都没动过，她打开了箱子。
“我清楚地记得是那年的5月16

日，我在收拾屋子时发现有一个小木
箱，打开一看，里面装有地契和一个花
布包，花布包里面还裹着一层家织布，
家织布里面有一块黑黑的布。我就把

它放在脸盆里洗，用了4盆水，才洗干
净。”李清鸾激动地回忆。

李清鸾晾晒红旗的时候，被爷爷黄荣
清看到了，他冲着李清鸾喊：“你在哪里把
它找出来的？你为什么要洗它？还敢拿
到外面去晒，以前国民党、清乡（团）、日本
鬼，看到了是要杀头的！”要知道，40多年
来，黄荣清一直把这面红旗藏在隐秘处，
不让外人所知。李清鸾说：“爷爷，不要紧
啦！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1979年黄荣清去世，临终前他拉着
孙子黄永富的手说：“要好好保存这面红
旗，红军说会回来取的。”

李清鸾是中共党员，觉悟高。一天夜
里，她和爱人黄永富商量说：“红军旗放在
家里这么久了，那位红军战士也许永远都
不会回来取了，我们应该把它上交才对。”

黄永富一想也对，应该交给政府。
1979年，他们将这面珍贵的红军旗交

给了灌阳县人民武装部。同年4月6日这
面红军旗被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珍藏。

于是，一段隐藏了 45年的感人故
事，这才公之于世。

当时，县文化馆为此奖励了黄家
100元钱，还复制了一面红军旗给黄家
留作纪念。

6 三代人护红旗

进了赌场，龚自珍才发现自己阮
囊羞涩，没有赌本，只好到院中的荷
花池边观赏荷花。恰巧此时进来一
位富翁，曾和自珍有一面之缘，总想
和自珍结交，但自珍嫌商人铜臭气
重，不屑和他来往。今天见自珍独
自一人在赏荷花，连忙上前奉承：“龚
先生真是性情高雅，与众不同，正像这
荷花出淤泥而不染。那边正在吆五喝
六，先生却不为所动，独自一人在这里
观赏荷花，真比陶渊明还要高洁。”

龚自珍听得很不耐烦，正想挖苦他
几句，但转念一想，改变了主意，转而说
道：“老兄是饱汉不知饿汉饥。你哪里知
道那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是穷极无聊、暗自发愁呢！哪里是什么
闲情雅致！我在这里观赏荷花不过是
借以消遣罢了。你知道，我也喜欢赌一
把，并且精研八卦，有一种稳操胜算之
术。原本想来一试，可惜行色匆匆，忘记
了带赌资，正在后悔呢！”

那商人一听，连忙说道：“这有何
难？只要先生有此雅兴，我今日身上所
带的银两足够咱俩尽兴玩一场。先生
既有此绝招，快请进场吧！”

自珍一听，正中下怀，也不谦让，就
和商人一道进了赌场。谁知
他日夜参详的必胜之术竟是
纸上谈兵，全不管用，那“宝
官”久历沙场，诈计百出，赌场
又多是同伙，自珍赌一把输一
把，连连败北。时间不长，便

把商人所带的银子输个精光。自珍道声
“晦气”，竟自出门扬长而去。那商人目瞪
口呆，哭丧着脸，也只好跟着走了。
事后他的朋友周仪伟写诗劝他说：“嗤

他向阳术非工，古意沉醋射覆中。何必菰蒲
须担石，神仙妙手本空空。”诗中既有对自珍
赌术不佳的嘲笑，也有对他的劝诫。但他哪
里又能知道自珍心中的愁苦呢！
龚自珍还喜欢独自出游。有一天他独

游丰台，这里有许多古刹野寺，苍松翠柏，清
幽雅静，是道光年间京都士人常游之地。他
探幽访古，兴致勃勃，直到过午才在芍药丛
旁选一处干净地方席地而坐，取出随身所带
的果品酒馔，罗列于面前，自酌自饮，酒酣耳
热，便独自击节狂歌。过路的人把他当作疯
子，他也毫不在乎。这时一阵铜铃响，过来
一个骑着瘦驴、短衣麻鞋，非工非商、非僧非
俗的老者。自珍醉眼蒙眬，觉得有点面熟，
便起身上前，一把把他拉下驴背，邀他同
饮。那人也不答话，从驴背的褡裢里取出一

只煮熟了的猪腿，拔出腰刀，把肉
切碎，大大咧咧地坐在自珍对面狂
饮大嚼起来。正在这时，自珍的朋
友汤鹏正巧路过这里，自珍便邀他
入席同饮，自始至终也没有问那人
的姓名，以及身份居处。

109 神仙妙手本空空 64 醉翁之意

高克己对颜伯虎说：“我也是看
了你画的纵横线条、标注点位和圆圈
才突发奇想的。那个肖启佳劫持机
车发生在柳青站站内，柳青镇的中心
点是以柳青镇政府和火车站为两端
的一个小圈，这片属于中心地带，那么
你画的这个大圈，就把石击案的案发地
也圈进去了。我知道，你是按照嫌疑人
劫持机动车这个条件设计的，那么现在
问题来了，是谁这么肆无忌惮地制造事
端？”颜伯虎说：“也许真的是巧合呢。石
击列车可以解释为小孩子制作的手工，
挂在树上打着玩；而肖启佳就是个突发
的间歇性精神病人，受人怂恿去劫持火
车机头才引发的案件，看不出二者之间
有什么必然联系。”高克己说：“就算是这
二者之间没有必然联系，那么至少说明，
柳青站在安全警卫工作方面，存在相当
大的漏洞和问题。我已经和支队长建
议了，重新调整制定并审核柳青站的警
卫工作方案、周边环境调研、沿线五公里
的人员层次、各个警卫岗点警卫人员的
编排、重点部位重点人口审查，这些都需
要重新核实。我来专门负责这件事，明
天就进驻柳青站派出所，去督促检查落
实情况。”高克己这话说得语气坚定，且
不容置疑。颜伯虎叹了口气说：“你呀，
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

始终没有说话的郭玉昕，将手离开
茶壶说道：“柳青镇方圆上百里，常住人
口将近百万，这还不算在当地打工的流
动人员。关键是柳青站是平海市南下

的交通要道，同时还是平海市打造的旅游
小镇，凭你和派出所的警力搞彻查，短时
间内恐怕拿不下来。我对柳青镇还算熟
悉，也有几个朋友，明天我就去柳青镇古
玩一条街设个点。你走你的官面儿，我玩
我的民间，我先把旅馆饭店小饭馆之类的
地方摸一遍，就当是给师傅打个前站。”说
完话，郭玉昕用眼睛扫了一下颜伯虎和袁
竹林，又说道：“你们俩现在也帮不上忙，
留在市里没事多往师傅家里去看看。”颜
伯虎接过话茬儿说：“师傅肯定是初心不
改，我敢保证李正弘不给他确实的消息，
他一定会没完没了。”袁竹林说：“我知道
他已经找过三次李正弘了。”郭玉昕站起
来说：“别提他，提他我就烦。天也不早
了，咱们也得吃饭吧。我在街口的九河小
酒馆订了座位，我喝酒，你们不喝酒的喝
茶、吃菜，边吃边聊正好商量下怎么给师
傅过生日。”

几个人起身往外走，郭玉昕的手机响
了，他举起手机看了看：“说了一个下午的
柳青镇，来电话的就是柳青人。”通过话，
他略带神秘的口吻说：“你们先走，我处理
点事就过去。到了小酒馆提郭三哥订的
餐就行。”颜伯虎说：“你神神秘秘的干吗
呢？”郭玉昕挥挥手没理会颜伯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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