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不是二哥吗?”
水中被称为“二哥”的人，抹

了把脸上的水， 也惊喜地叫起
来：“徐玉兄弟，真的是你？ ”

他乡遇故知， 两人都很激
动，大家在船上坐定。原来，被称
为“二哥”的人，正是活跃在易县
的土匪二头领刘二，也是徐玉的
发小。他本想趁端午节出来探探
路， 一看到这条大船吃水很深，
就想给船主点儿颜色看看，不曾
想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
不认识一家人了!

爷爷高兴地说：“这才叫‘不
打不相识’呢！承蒙二哥厚爱，我
们‘兴隆’的货物每次都平平安
安，多次想表示感谢，择日不如
撞日，这一船香烟和烟叶就是孝
敬二哥的，万望不要推辞！ ”

徐玉忙介绍：“二哥， 这是
‘兴隆’的掌柜，我的兄弟！落难时
人家救了我。 ”又指着书恒说，“这
位是账房先生，掌柜的老表！ 人家
对我的恩，我是没齿难忘啊！”书恒
摘下礼帽，冲刘二点了点头。

土匪们落草为寇，大多是迫
不得已，可能是徐玉的话触动了
刘二的心事， 他悠悠地说：“是
啊，你小子命好，遇上好兄弟了！
虽然二哥过着脑袋拴在裤腰带
上的日子，可兄弟们也是一条心
呐！ 头领遇害后，俺们对官府那
个恨呀， 就是剥了他们的皮、吃
了他们的肉也不解恨，总有一天
要拿他们的人头，来祭奠头领的
在天之灵……”

书恒和爷爷相顾一笑，忙接
上话头说：“二哥对头领的感情在
天可表，何不趁着节气，官府放松
警惕之时，以解心头之恨呢？ ”

刘二眼里放出异样的光芒，
但马上又黯淡了， 他叹了一口
气，说：“唉，要是好做，兄弟们还
等到今天？ 当初要能劫法场，刘
头领还能死于非命？ ”

爷爷神秘地说：“二哥，这就
看你想不想报仇了？ ”刘二把铜
铃似的眼睛一瞪：“想， 怎么不
想？做梦都想，官府戒备森严，怎
么个报法？ ”

徐玉这时发话了：“二哥，这
几天，我们摸清了县政府的武器
弹药库只有几个人把守，真是天
赐良机，就看二哥敢不敢干了？”

“干，谁不干谁是龟孙子!”刘二猛
地往水里吐了一口浓痰，“嚯”地站
起身，船身剧烈摇动起来，只听他

朗声说道：“弟兄们还有二、三十
人，你们叫往东绝不往西！ ”

书恒看时机已到，双手在胸
前抱拳道：“二哥真是爽快人，在
下佩服，那兄弟就在二哥面前充
大，说说计划……”

山脚下的杂货店外，老远就
闻到一股艾叶的清香，吸引了不
少女人和小孩的目光。 五颜六色
的香囊挂在绳子上，下面垂着花
花绿绿的五彩线，里面装的正是
磨碎的艾叶渣， 一阵风吹过，香
味愈加清芬。 姨奶针线好，做的
香囊种类也多：搬脚娃儿、鸡心、
六角包……应有尽有，都挂在店
里醒目的位置。

寒露过后的一天傍晚，明奎
突然来到姨奶的小店，说是来筹
粮。 原来那天和我爷爷分别后，
他历尽艰辛找到七门岗，又被委
派到家乡继续做地下工作，这次
接到上级命令，就是专为前方部
队筹集粮草的。

几颗寥落的星星挂在天边，
她不免有些惆怅： 山里地薄人
稀，明奎也不是不知道，庄户人
的粮食，还要等着过冬，哪有余
粮卖呢？

店外除了附近几个孩子在
玩耍外，别人都回去了。 姨奶赶
紧每人送条五彩线， 打发走孩子
们，就和明奎商量起来。 明奎只是
笑着说：“三嫂，不着急，等等吧！ ”

她做生意厚道， 待人又热
情，所以人缘很好。 山里人实诚，
十里八乡的人知道她的身世后，
尽力想帮衬些，常拿些野味来换
店里的东西，又从不提价钱。

“就是这儿了， 不会错！ ”
突然，门口传来杂乱的声音。

下期预告： 易县端午枪声，
布铺文修病倒。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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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是给姐姐“烧
铺”的时间。 唐城的风俗，在
埋葬死者的头一天晚上，要
将生前的衣物、被子、用过的
东西在离自己家最近的十字
路口烧掉。 一行人前面有人
明火执杖、高吹唢呐、引路前
行，另有人沿路燃放鞭炮，亲
朋好友跟在后边哭行， 场面
十分悲痛。

在给姐姐收拾衣物时，
一件黑色上衣引起了她的注
意， 这件衣服她从来没有见
过，特别是衣服上那 7 颗扣
子更是少见，呈黑白相间的
颜色，有些发乌，捏在手里
有说不出的感觉。“把它留
下吧，也许会有些用处。 ”她
心里想着，顺手把那几颗扣
子捋下来，放在了自己的口
袋内。

此时， 唐城大桥下游的
这片荒坡上， 只有胡花花一
人在新坟前徘徊。 在给姐姐
盖棺时她偷偷地观察着来帮
忙和吊孝的人， 看到没有人
发现那个秘密， 她心里才踏
实了。

她坐在乱坟坡上， 呆呆
地望着高低不平、 杂草丛生
的几百个坟头， 心里乱成了
一团麻，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
么办。 眼看着天越来越暗，她
竟坐了这么久， 得赶快回南
蛇湾村了， 这件事得慢慢等
待时机， 看究竟是谁在当中
作鬼害了宝宝。 可以肯定的
是，姐姐是脱不掉干系的，这
事一定和她有关联。 之前，她
突然来我家定是有事瞒着
我， 要不然她不会莫名其妙
地来了又走， 连句囫囵话也
没有说。

快到南蛇湾村的时候，
天已经完全黑了， 远处雷声
滚动，豆大的雨点落了下来，
她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走到村南边那座老桥上
时，她心里打了个突，她看到
桥东边的树林中有人影晃了
一下。 虽然是晚上， 但她知

道，她不会看错。走过桥，她放
慢了脚步， 故意向树林边走
去：“应该是她， 但愿是她，也
好让我快些弄个明白。 ”

那人影等她走近了，又向
树林深处走去。 花花明白了，
这人是有意引着她往前走的。
她从那人的身形感觉到，这个
人就是她的姐姐胡蝶。她加快
脚步，紧跟了上去。 沿着这片
靠河的树林往深处走，越走树
木越茂密。 她忽然感到，自己
似乎陷入了一个隐秘的事件
中，而主角却不是自己。

此时，夜色愈浓，但花花
却更加坚定自己的判断，走在
前面的人必是姐姐无疑。 突
然，她眼前一亮，面前出现了
一片开阔地， 中间是一个浅
潭。 那个黑影在潭边站住了，
花花也止住了脚步。

波动的潭水渗出阵阵凉
意，她沉下心来，问道：“是
你吗？ ”

“我不是你想见的人，但
你却认为我是她，所以你跟过
来了。 ”那黑影说。

他一开口说话，花花的心
一沉，自己的判断错了。 这个
人不是姐姐不说，还是个阴阳
怪气的男人。

“我想见谁？你知道吗？看
来你知道她在哪里，我的孩子
是被谁害成这个样子的？为了
什么？我既然敢跟你来到这儿
我就啥也不怕，大不了一死罢
了，我只想把事情弄明白。”花
花说道。

“你很快会见到你想见的
人，你只要见了她，她会告诉
你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因为只
有她说你才会相信。她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但她会主动找
你。 我把你引到这里是想从
你那要一样东西，把这东西给
了我，我就告诉你一句能救你
命的话， 你不仅能见你姐，还
能救你姐的命，她虽然从井里
逃了出来，但还是逃不出那个
人的手心， 他还会找到她，杀
死她。”他说一字一句地说着，

显然不想多费口舌。
花花颤声问道：“你想要我

啥东西？ 只要我有，都给你。 ”
他不紧不慢地说：“你姐

那件黑衣服上的 7 颗扣子。 ”
她心里一惊，看来这扣子是个
关键的东西， 接着顺口说道：

“你怎么知道扣子在我手里？
当时我只是好奇把它们弄了
下来， 在她的棺木入土时，我
想这是她的遗物，留在我手里
干什么？ 就又给扔进墓里了，
你想要就只能去扒墓了。 ”

他沉默着，显然在思索她
说的话是真是假。

“记住我告诉你的这句
话：今夜回家后装疯卖傻才能
救你们姐妹俩和你的儿子，装
疯成功后你姐才敢找你，才能
救你们几个人的命。我一会儿
去扒墓，找不到那 7 颗扣子我
还会来找你，但愿你说的不是
谎话，我随时能找到你。”说完
这些话，他转身就走。

“姐姐是怎么从井里逃出
来的？从井里捞出的女尸又是
怎么回事？是谁处心积虑地要
害我们姐妹俩？这个知道内幕
的黑影又是谁？ 那 7颗诡异的
扣子又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说
我装疯卖傻才能逃过这一劫？
我听不听他的话？ 我该怎么
办？ ”这时，胡花花的心更乱了。

她还想再问些什么，但那
人却没了踪迹。

她一下散了劲儿， 身子一
软，瘫倒在河边的草堆里，不知
道自己该怎么走下一步的路。
厚厚的草丛掩盖住她的身体，
她索性闭上眼睛， 努力地回想
这些事。可越想脑子越乱，她突
然从草丛中蹦起来， 面朝这无
边的暗夜和阴沉流动的潭水发
出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吼。 暗夜
中的河流、树丛、杂草、麦田、以
及芦苇深处的生灵好像都被她
这一声喊叫震醒了似的， 开始
蠕动起来。

下期预告：刚刚爬到她身
上的几条蛇也被甩了下来，慌
忙钻进了草丛中。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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