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这是要干啥呀， 妈……”
文修眼疾手快， 双手扶住姨奶，
自己顺势跪下了：“妈，是儿子不
孝，这就去接，就去接，行吗？”他
说着，把头扭向一边，眼泪迸溅
而出。

姨奶慢慢坐直了身子， 好一
会儿才长舒一口气：“哦———，今
儿天也晚了，明儿一早就去吧，尽
早把媳妇接回来， 免得人家说闲
话！”文修不由得打个冷战：接新娘
的事已是板上钉钉，不容更改！

他揩去腮边的泪， 一步一挨
离开了家，他不知道要去哪儿，更
不知道接回新娘子后该怎么办。
巷道里家家户户透出的黄晕色光
亮，要把他包围，而他的心却漆黑
一片。

粮局大院里灯火通明， 透过
窗户，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怎
么，小张姑娘还没有下班？他打量
着那个美丽的剪影：纤细的腰身，
窄窄的肩头，时而伏案疾书，时而
翻阅材料，似乎在忙着什么。他不
由自主地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新娘从娘家接回来后， 文修
就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里， 偶尔
回来一次，每次都推说有任务，拿
些必要的东西，就匆匆离开。

儿子在向家里示威，在抗婚，
姨奶何尝不知道？ 她希望儿子和

“媳妇”早日圆房，自己早抱孙子，
把他从小拉扯大， 不就是盼着这
么一天么？ 他会知道自己一片苦
心的。几个月过去了，淑芳除了洗
衣做饭，就是拾掇家里的小院，种
花种菜还养鸡， 引得一天到晚蜜
蜂蝴蝶嘤嘤嗡嗡，姨奶心里高兴。
不过日子一长， 她除了陪姨奶说
说闲话外，再也提不起精神来，就
提出了回娘家的想法。 姨奶心里
像明镜一样，说又不能说，劝也不
能劝。

一天晚饭后， 趁淑芳出门到
姑姑家告别，她把油灯点上，从箱
子里拿出那个似乎仍带姨爷体温
的围巾，在脸上摩挲着，泪，无声
地滑落……

第二天一早， 她把淑芳喊到
跟前：“孩子， 咱娘俩从第一眼就
投缘，今天你要回去了，妈也没啥
送闺女的， 这点东西算妈的一点
心意， 以后多回来看看……”说
着，拿出一个小包裹递给她。

淑芳也泣不成声：“妈， 只是
淑芳无缘陪在您老身边了……”

这时，门外响起了马车声，只

见文博跨进门来：“三娘， 都好了
吧，车就在外面等着哩！ ”这是昨
晚姨奶安排好， 让文博把淑芳送
回娘家去。

淑芳满脸泪痕， 姨奶也紧紧
拉着她的手，很久了才松开。

不久， 爷爷受到不公正的待
遇， 我家被下放到伏牛山的一个
村庄里。 这里是豫、鄂、陕三省交
界地带，处于群山环抱之中。 经过
三年的自然灾害， 加上大炼钢铁
时的乱砍滥伐，山上地表裸露，怪
石嶙峋， 刮起的浮夸风把这里变
成了穷山恶水。 当时公共食堂尚
未撤消， 这里又是饿死人最多的
地方， 侥幸活下来的也都有不同
程度的的浮肿。

两间旧库房就成了我家五口
人（父亲和二叔在外上学）栖身之
所。 我最小的姑姑常常半夜饿醒。
一个午后，奶奶正在竹竿上晾晒衣
服时，叔叔卷着裤腿，提着沉甸甸
的小桶回来了，这时，一个什么东
西一蹦起来，溅了她一身水。 仔细
一看，原来是小白条鱼，还有些黑
黢黢的东西在水里扭动着身体，是
黄鳝、泥鳅和田鸡一类的东西。

这些是叔叔在河沟里逮的。
奶奶先把它们拾掇干净， 等食堂
开完饭，捡了根灶膛的柴火，就在
吊锅里煮熟，虽然缺油少盐，大家
吃得也很香。

后来， 奶奶又到地里捡拾没
有挖尽的红薯，回来蒸着吃，把红
薯叶煮汤吃。 有一次，不知从哪儿
找到些绿豆， 晚上偷偷在锅里煮
到半熟，也不敢点灯，还不时偷偷
看着门边。

谁知，这时却传来拍门声，在
空寂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下期预告：父亲无缘师范，门
文修抱得美人归。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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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时间内，这个公社几
十个村的地头都支上了大锅。
干部、群众齐上阵，开展了一
场全民找狗、打狗、杀狗的运
动，一时间人喊狗叫，整个田
野到处弥漫着狗肉汤的味道。

而这场运动的始发者柴
伙这几天更是得意洋洋，带着
十几个干部骑着自行车来回
巡查各个村煮狗浇地的进度，
并把几个夜里偷狗肉的坏分
子抓了起来，用绳子绑起来满
公社地游斗。 柴伙指示，为了
制止不法群众偷吃狗肉的恶
行，在每个狗肉锅里再加 5 桶
大粪，把狗骨头也熬成汁浇到
地里，让这些好吃狗肉、狗骨
头的坏分子无东西可吃。

大约一个多星期后，原装
装又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
现场观摩学习会，柴伙还在大
会上做了典型发言。 散会后，
全县立即开展了一场更大的
杀狗浇棉促高产运动。

就在当天夜里，原装装突
然通知武装部长殷国白有紧
急行动，她亲自带队，和 30 名
全副武装的骨干民兵一起夜
奔昝山公社。 他们冲进院里，
将公社书记柴伙的办公室团
团围住，接着有人踹开了他的
房门，冲进卧室，把床上烂醉
如泥的柴伙捆了个五花大绑，
推倒在办公室的地上，柴伙这
才从睡梦中醒过来。

直到此时， 殷国白才感到
他的直觉是对的，今夜的行动是
原装装早就谋划好的，连自己也
隐瞒了。 但进屋就把柴伙给抓
了，这也是他始料不及的。 当他
看见柴伙烂醉的样子又觉得这
个家伙命该如此，倒也不亏。

“你们这是干什么？ 哪个
王八蛋让你们这么大胆的？你
们想造反吗？三更半夜这是给
我唱的哪出戏？ 快把我松开，
有啥事好好说！ ”他躺在地上
挣扎着，眼睛瞪得血红，望着
屋里的这一堆人，最后把疑惑
的目光落在了站在中间的书
记原装装身上。

此时， 屋里两盏 60 瓦的
电灯泡都打开了。南唐县这个
齐耳短发、浓眉大眼的年轻女
县委书记原装装的脸上，流露
出一种沉稳的冷笑。 她双手抱
胸， 迎着柴伙惊异的目光，一
字一板地说道：“我敢今夜抓
你，你最清楚为的啥事，你是
自作孽怨不得别人。 ”

“我不知道是为啥事，你
给我说清楚，你弄错了我到地
区告你去。你现在把我放了咱
啥事都好说。 ”柴伙说话的口
气十分强硬，他的眼中喷射出
一股怒火，恨不得把原装装给
活吃了才解恨。 显然，他也明
白了今夜的行动是蓄谋已久
的，上午在这儿召开的现场会
只不过是个幌子罢了，目的就
是要让他喝个大醉以便于夜
里顺利逮捕他，但不到最后一
刻他也不肯认输。

“原书记， 弄错了你会后
悔的，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
事？ 你把我松开，有事咱慢慢
说。 ”柴伙说话的口气还是强
硬，并不停地扭动着身体。

原装装又是一声冷笑，说
道：“你听见外面的狗叫了吗？
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要不
是你弄的这场打狗运动我还真
找不到你的破绽，你自己还不说
吗？ 非要我把这事说出来吗？ ”

“我组织打狗是为了公社
棉花的高产，全南阳地区都已
经认可。 你要我承认什么？ 还
是你带头让开展的运动，这有
什么错？ ”柴伙头上开始冒汗，
声音有些发颤。

“你听这狗是不是都在你
这一排房子前后叫唤呢？你天
天打狗煮狗，看来这活着的狗
和死了的狗都跟你结上仇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全公社
的狗都被打得不敢回到庄上，
只有你这房前屋后每天都有
狗围着狂叫呢？ ”原装装说着，
让人打开了柴伙住的房子的
窗子， 在屋里灯泡的照射下，
大家看到外面果然有几条狗
在摇头摆尾地转悠，还不停地

在地面上嗅着什么。 有两只狗
看见窗子打开了，竟然蹿到窗
台上伸着头向屋里嗅。

“去， 叫人把外面这几条
狗解决了。 ”她交待给外面的
人， 又看着柴伙：“你还不说
吗？ 死到临头了还嘴硬？ 我看
你能硬到几时。 ”

“你要我说什么？ 我什么
也不知道，你不要把人逼到死
路，那样子对谁都不好。 我劝
你一句话，给别人留退路也是
给自己留条后路，是龙都会三
分水，到最后不一定谁折腾着
谁呢？ ”话虽如此，柴伙头上却
开始冒汗，语气、眼神也没有
了刚才的凶狠和强悍。

“好，说的好！ 我倒要看看
你究竟有多高的能耐？ 死到临
头还敢要挟我， 可见你平常是
多么地猖狂和嚣张！ 看来这次
不把你治服你是不会死心了。
来人，把这屋里的桌、椅、床给
我抬扔出去。 把这两间屋子给
我翻个底朝天， 我今天就是掘
地三尺也要把你的罪证给挖出
来。”原装装被柴伙的恐吓给激
怒了，也不想再跟他磨时间了。

站在一旁的殷国白也大
声呵斥道：“你这个隐藏在我
们人民群众中的坏分子，还不
快点老实交待你所犯的罪行，
把他给我拖到一边去！ ”

几个民兵扑上前把柴伙
拖拽到一边，开始搬弄屋子里
的东西，接着又有几个民兵进
来拎着铁铲在屋里挖了起来。

此刻，不远处仍有狗在不
停地狂吠着，大有向窗子这边
扑过来的架势。“快去把外边
的野狗打散了！ ”殷国白觉一
边交待一边走了出去：“我出
去看看是个啥情况，看能不能
把这群野狗打散，这狗今儿也
想翻天哩？ 是不是知道柴伙这
家伙干的坏事露馅了，要趁机
来报仇？ ”

下期预告：柴伙一看这阵
势，知道已无回天之力，事情
是彻底败露了，他像一滩泥一
样瘫软在地上。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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