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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越听越心惊， 眼前这
个妈妈和在家时完全是两个
人， 那是一个委曲求全只会
小声哭泣的妈妈， 而现在眼
前的这个妈妈是一个心狠手
辣、城府极深的女人。 有了这
个感觉， 更加坚定了他要逃
离这个村庄的念头。
“
可我还会回来的，这个村
庄对我伤害太多， 我会回来找
他们复仇的， 包括眼前这个歹
毒的女人我也不能放过她，我
要她也尝尝日日夜夜担惊受怕
的滋味， 那样才能解我的心头
之恨。 ”很多年后，他自己也不
明白那天早晨的这些怪异想法
是如何形成的。
正在胡思乱想时， 他感到
雨似乎猛然间大了起来，天边乌
黑的云层汹涌翻滚而来。山的那
边恐怕早已暴雨倾盆，这里虽然
是早晨，但愈加阴沉的天色和大
雨把这片树林遮蔽得如夜晚一
样。 他想逃离林子却没有勇气，
他害怕眼前这个女人。
这时， 她却突然开口了：
“
孩子呀，雨下这么大，别趴在
那里了， 这个恶人已经死了，
他害不成你了，跟我一起回家
吧!妈妈以后会对你好的。 ”她
说话的声音中夹杂着无限的
凄婉和伤痛。
听到她的话，他惊慌地向
妈妈望去， 虽然看不清楚，但
能感觉到妈妈的眼睛正死死
地盯着他。 他摇晃着站起来，
看见妈妈正向自己走来。“孩
子，我可怜的孩子，跟妈妈回
家吧。 ”她向他招手说道。
他想说话，还没来得及张
口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他觉得
自己被一股巨大而混浊的洪
流卷了起来，之后便什么也不
记得了。
若干年后他才知道，突发
而至的山洪席卷了他记忆中
的村庄，他侥幸抱住了被山洪
连根拔起的一棵梧桐树，在激
涌的洪水中时浮时沉，竟在这
场灾难中活了下来。
他被神木山下一对打鱼的

老夫妇救了，问他是从哪里被冲
过来的，他脑中嗡嗡作响，什么
也说不出来，他不知道自己已经
在水中漂了两天两夜，离他记忆
中的村庄已逾千里，到了湖北的
南部边缘了。 老夫妇为他熬了
鱼汤，调养几天后，他的脸变红
润了，眼里也有了神采，只是依
旧不开口说话。
“
这孩子看着挺精神，可惜
是个哑巴。 咱也没有孩子，把他
留在身边吧， 老了也好有个照
应。 ”老头叹了口气说道。
“
恐怕我们没有这个福份，
都 60 多岁的人了，等他长大了，
我俩也早入土了。”老妇人说道。
“
咱把他带成人，就是死了，
他总会在咱坟头上烧个纸吧？ ”
“
但愿吧，以后的事只有天
知道。 ”
“起 个 名 字 吧 ？ 也 能 叫
的应！ ”
“
叫强娃吧？ ”
“
起得怪好，咱姓弓，叫他
弓强，长大了说不定能给咱弓家
长脸哩。 ”
老夫妇不知道，他们给这个
从水里救上来的娃娃起名字时，
这个娃娃在心里抗议着：
“
不，我
叫二宝，我姓杨，大名叫杨三木。
这是我爹给我起的，我还要找我
爹爹，只有我爹才会疼我。 ”
这对老夫妇没想到，18 年
后，在他们年迈病危时，当年从
大水中救出来的这个娃娃不是
去救他们， 而是手提一柄尖刀，
在一个深夜，把他们两个的人头
割了下来，拿给了他的顶头上司
以获取信任，因为这个教会有一
条教规——
—杀亲晋位， 以示忠
诚。弓强因此坐上了这个号称无
所不能的、隐藏最深的教会——
—
西方闪电在神木山一带的第三
把交椅，人称绿色夜犬狗头王。
弓强与这个教会结缘，是
因为他 15 岁那年进山打柴时
遇到了一件怪事，那件事让他从
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教徒，使他
迷茫的心找到了生活的方向。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他背着一
大捆干柴从神木山一个叫弯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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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山峰上往山下走，虽然山上
的树荫遮挡了毒辣的太阳，但夏
末初秋的燥热还是让他大汗淋
漓，他拿着一块破布不停地抹着
头上的汗水，蝉的嘶鸣声让他有
些烦燥， 看到路边有块长形石
条，他紧走两步，把柴掷下，一屁
股坐在石头上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这一歇，顿觉身上不再
燥热， 一股凉意拂身而来，接
着就犯了困， 他揉揉眼睛，身
子一歪躺在了石条上，很快就
沉沉睡去。
等他醒来，挂在天空的太
阳已快落入西山， 他翻身起
来，感到又饿又渴，抬眼望去，
不远处的半山坡上有棵山梨
果树，上面挂满了红艳艳的果
子，紧挨着的一棵枣树上也挂
满了鲜红的枣儿。 他心头一
喜，向那两棵果树摸去。
快到果树跟前时，眼前忽
然变得亮了起来，他用手揉揉
眼睛，看到不远处竟然有一个
低凹的水湖，那光亮是夕阳的
余晖映照在湖面上反射出来
的光，湖里竟然还有人。
他想看清楚， 却身子一软
什么也不知道了。
等他醒过来时，已是深夜，
他睡在一个山洞里的石床上，他
扭动了一下身体， 只觉得全身困
乏无力。 睁开眼睛后，只觉得有风
从洞外吹进，他又闭上眼睛，努力
地回想发生的事。 他是怎么到这
个洞里的，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
睡吧，天亮还要回家哩。”他
在心里想着，便又闭上了眼睛。
睡梦中， 隐约有人向他走
来，他睁开了眼睛，虽然是在黑
夜里，他还是感觉到来的是个漂
亮女人。
他一下子坐了起来， 她笑
了， 声音甜蜜而诱惑地说：
“
来
吧， 那边是一月一次的聚餐大
会，很好玩，让你赶上了，以后有
你享的福。 ” 147
下期预告： 他不由自主地
站起来， 跟着她往山洞深处走
去。 就这样，他在半醒半梦中加
入了这所谓的聚餐大会。 ⑦2

他终于叫出了声， 眼前这个
汉子正是自己的儿子郭文博!淮海
战役时，他负伤转业到地方，当上
了唐县郭沟乡土改工作队队长。
“
爹？ ”文博似乎也明白过来，几年
前村口匆匆一别， 让父子俩至今
记忆深刻。
气氛僵住了， 那几个人也面
面相觑，知趣地退到一边。
“
你娘她……还好吧？ ”郭三
首先打破沉默。
“
几年前娘就不在了，后来我
参了军……”五尺高的汉子，说到
她娘郭七婶，声音有些哽咽。
“阿弥陀佛，坐阅风雨，不觉
沧桑几度；受尽磨难，了知世事无
常呀！ ”他像在叹郭七婶，更像在
叹自己。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
你说的我不懂，只愿我娘在那
头安康!”文博揩了揩眼睛，轻轻地摇
了摇头，定定地看着郭三，像下了很
大决心似的说：
“
你能下山吗？ ”
“
下山？还俗么？”郭三吃惊地
扬起眉毛， 盯着文博似乎有些陌
生的脸。
“
马上要封庙了，你的过去他
们都知道， 这里的田产地契也会
被没收。 ”
“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郭三慢慢返身去提木桶， 在夕阳
的余晖中，他的身影被拉得很长，
渐渐消失在在一片葱茏中。
不久， 他被定为郭沟乡第二
批被镇压的对象， 第二天就要被
枪决。
文博马不停蹄赶到县城，找
到我姨奶，恳求她给乡里说个话，
更何况，他听姨奶说过，抗战时父
亲就皈依佛门了，在“锄奸”中还
起了关键作用。
文修下班回来了，清匪过后，
他就留在县公安局工作， 对自己
同族兄长的到来，他又惊又喜。
文博更是兴奋， 拍着他的肩
膀说：“好兄弟，听说‘送刀子’是
你们抓住的，他早该千刀万剐了，
这下可给我娘报仇了。 ”
这时，姨奶做好了饭，端上桌。
“
妈，想想办法保住七叔吧，再
说， 他上山为匪也是迫不得已，后
来不是还立功了嘛。 ”文修忙说。
“
你懂什么，吃饭！ ”姨奶大声
呵斥着， 她在家里从来是说一不
二的，文修赶紧刹住话头。
“
三娘， 凭您在乡里的威望，
就帮我爹说句话吧， 他是打伤过我
三伯的腿，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文博有些哀求道。
“
孩子，你糊涂呀，这不是咱郭
家的事，三娘不是不救，是没有办法
啊！ ”姨奶深陷的眼睛有些黯淡。
土改时，乡一级杀人，乡里就
能决定生杀大权。 姨奶是烈属，如
果她能说句话， 乡里的地皮也会
抖三抖，可是姨奶如果不去说，乡
里怎会知晓？
文博的眼圈红了， 父亲明天
就会处死， 一定要在天亮之前赶
回去， 拖也要把他拖到山里先藏
起来，躲过这一劫再说。
几十里的夜路， 走得他热汗
直流，天亮之前就赶到朵山下。 他
想坐下喘口气， 却觉得眼皮突突
乱跳，不由得心里一阵阵发慌。 看
看天色已透亮， 他知道一刻也不
能停留了，攀着石头抄近道上山，
不一会儿，庆云寺已在眼前。
庙门上已被贴得乱七八糟，
“
打倒封建”“打倒迷信” 的红色、
绿色标语随处可见。
他从山墙处一跃而入， 佛堂
上的长明灯光还摇曳着微光，一
个火盆里有刚烧过的灰烬， 似乎
还有些许火星在闪烁。 里间是禅
房，门是虚掩的，里面的火光也在
跳跃，这应该就是父亲的禅房吧。
轻轻推开门，他立刻惊呆了：
父亲郭三端端正正坐在禅床上，
低眉垂目，像是睡熟了，清晨的阳
光照过来， 他的全身似乎笼罩在
颜六色的光束中， 又如彩虹般伸
入虚空……
不知从何处， 飞来了一只雪
白的小鸟， 它不像其他鸟雀那般
躁动，显得宁静安详，他的出现，
立即荡起美妙的声音， 像女人歌
喉的轻音，婉转悠扬。 59
下期预告： 郭三不解 《楞严
经》，姨奶乱点鸳鸯谱。 ⑦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