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入住郭沟
大家面面相觑， 谁都知道这

句话的份量！老太太雷厉风行的做
派，每个人都是见识过的，那气度
那胸襟，真的能够统帅三军。

商量绝无可能， 重要的是如
何执行。

一周后，表妹陪着姨奶，带着
找来的保姆和准备好的药材食品，
择日回到郭沟，入住北庄。

“都说叶落归根，今儿我这老
婆子一回来就不折腾了， 人死了，
就打算埋这儿了，以后还得仰仗乡
里乡亲……” 姨奶的回乡演说,真
实质朴，一下子就抓住了人心。

家族近门的后生们纷纷表
示，老太太只要一声令下，他们便
不惜力气，指哪儿打哪儿，无非是
费些工夫罢了。在姨奶的统筹指挥
下， 姑娘媳妇们忙活了一阵子，把
院里院外整饬一新。 在空地上，她
们移来了葡萄藤， 搭起了葡萄架，
又修剪了门外的竹子，小伙儿们圈
起了篱笆墙。

几天后的一个上午，表妹要回
城了。 同族的婶子、 嫂子拿来土特
产，这个送一袋红枣，那个带一壶山
蜂蜜，还有的送来一筐土鸡蛋……

姨奶一一陪着说话， 忙着让
保姆烧鸡蛋茶招待乡亲们。当端出
四、五个白生生的鸡蛋卧在米酒香
甜气息的碗里时，不用说，这是山
乡待客的最高礼遇了， 大家推托
说，老太太在城里吃个新鲜鸡蛋不
容易，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正说着话，不知谁家的媳妇
抱来一匾挤挤抗抗的小“绒球”
来了，它们叽叽喳喳叫着，有的
眼睛还没睁开， 有的跌跌撞撞，
被调皮的同伴压在身下，一会儿

“叠罗汉” 的两个家伙都倒在匾
里，引起围观的人们一阵发笑。

这群小鸡看来刚破壳不久，
正是好看、好玩的时候，姨奶看
着这群小生命，欢喜得眼睛眯成
一条缝儿，缺了牙的嘴怎么也合
不拢。 她心里盘算着，小鸡开食
之后，要不了半年，就能吃新鲜
鸡蛋了，孩子们再回来，也有个
热热闹闹的家了。

秀芬在医院检查后， 医生建
议出院疗养。果果那潭水一样的眼
睛望着德荷，恳求说：“大哥，妈妈
那儿需要人，我又没事，让我去照
顾她吧！ ”

“多好的姑娘！ ”同屋的人赞
叹道，“这姑娘一来就忙上忙下，老
太太有这一双儿女，只等享福了！”

果果抿着嘴甜甜一笑，“妈妈
年轻时吃过苦，做小辈的服侍老人
家是应该的嘛！ ”

德荷赞许地点点头，对这个外
来的妹妹，他确实有一种说不出的
亲近。

“我哪儿也不去，我要回家，我
要等一个人回家!” 秀芬这时突然
说， 她用失神的眼睛扫了扫大家，
无力的手指向门外。

德荷挠了挠头发，无奈地叹
了口气。 记得医生说过，妈妈这
个病就是受了强烈的刺激，她吃
了那么多苦，都是因为爸爸生活
中的缺席，如果能设计一个爸爸
回家的场景，可能有助于她恢复
记忆。

德荷对果果说：“妈妈的记忆
一直停留在爸爸离开时，现在要她
走进现实，需要一定时间，不过生
活中什么奇迹都可能发生，这次就
可以试试，你能配合下吗？ ”

果果高兴地说：“只要妈妈能
康复，大哥，让我做什么都行啊！ ”

“那咱现在就回家！”德荷笑着
说，一听要回家，秀芬也使劲地点
点头。

办好出院手续， 刚走下电梯，
不远处德荷汽车的喇叭声就响起
来。果果搀着秀芬，快速来到车前。
秀芬今天穿了件藕荷色的薄呢大
衣，围了条酒红色的围巾，显得神
采奕奕。

果果正要伸手打开车门，从车
的另一侧，走下一个体态轻盈的“中
年人”， 只见他的手里提着行李箱，
取下围巾，微笑着向秀芬走过去。

“是……是……”秀芬的脸色
突然泛起潮红，这个微笑她再熟悉
不过了。

下期预告： 苦命人当面不识
君，父子俩喜迎校舍成。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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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装大喊 ：“你快出
来！你快出来！里面好冷呀！”
浑身一颤，她醒了。

原装装“呼”地从床上坐
起来，出了一身冷汗，她拉开
床头的电灯，神情有些恍惚，
仿佛仍在梦里。 她呼出一口
气，双手捂着脸趴在被子上，
想着那首儿歌， 脑中突然响
起“王叔叔快拉我上去呀，这
井里面好冷呀”这句话。原装
装头皮发麻，披衣起床，在屋
里来回踱步，再也睡不着了。
她反复回忆梦中的情景以及
那几句儿歌：“难道这小女孩
不是自己掉井里淹死的？ 而
是被别人谋杀的？ 这梦像在
提示什么似的， 王叔叔是不
是就是王大喜？”就这样想着
想着，直到天色渐白，她才又
觉得困意袭来， 于是伏在桌
边盹了一会儿。

今夜， 原装装来到老井
边，又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
她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可
能是那小女孩的妈妈， 我何
必惧她，只管走过去罢了，理
她做甚？ 自己身上的麻烦事
还少吗？ ”

她踩着松软的草地，慢
慢地又向前走了十几步，看
到一个女人正跪在井沿边低
声哭泣。哭声虽低，但在这静
夜里听起来清晰又凄惨，原
装装不想惊动她， 只想悄无
声息地从这条路上走过，让
她尽情地在这里哭泣。

突然， 这个女人跪伏在
老井旁边， 像一只受伤的老
狗，艰难喘息，从喉咙和鼻腔
里发出阵阵呜咽声， 原装装
听到她这样说：“我的儿呀，
你咋撇下娘走了呀？ 我的儿
呀，你快回来吧，娘夜夜都梦
见你呀！”原装装心里一阵酸
楚， 想到那年母亲在夜里拉
着她到城北五里河渡口给死
去的父亲烧火纸的情形，母
亲边哭边烧纸钱， 她在火光
中感受到母亲的凄哀伤绝，
那一夜的每一个瞬间都如刀

刻般印在了她的脑海里。 此
时此刻， 她又亲眼目睹了一
个女人半夜哭儿的场景，怎
能不令她动容？ 她鼻子一酸，
眼泪也掉了下来。 原装装想，
倘若小女孩真的是王大喜害
死的，她调查清楚后，非把这
人渣剥了皮不可。

正想着， 伏在井沿哭泣
的女人却突然止住了声音，
似乎看到了什么。 果然，从竹
林的另一边钻出了一个人，
那人快步走向井边， 站在那
女人面前， 女人受惊一般站
了起来，倒退了一步，颤声说
道：“你是谁，你想干啥？我闺
女是不是你害死的？ ”

原装装也吃了一惊，退
后几步隐入竹林。

那黑影迟疑了一下，压
低声音道：“你不必问我是
谁，也不必害怕我，我劝你以
后别在这哭了， 再哭恐怕你
的命也保不住， 回去安心过
你的生活吧， 只要你相信善
恶有报，这件事终会结束。 你
不要管我是谁， 我只是一个
路人， 多次看到你在这里哭
泣，所以今晚来劝劝你。 丧女
之痛，谁都难以承受，但你再
如此下去， 难免惹一些人心
烦，到时你就有麻烦了。 ”

闻言，那女人的声音抖得
更厉害了：“你知道我孩子是
怎么死的对不对？你能告诉我
吗? 她平常看见水都害怕，她
怎么会跑到井边来玩呢？你快
告诉我真相， 我什么也不害
怕，我不能让孩子不明不白地
死去，只要告诉我真相，就是
拿我的命换我也愿意！ ”

躲在竹林里的原装装仿
佛听到那黑影叹了一口气，
她心里一动，伸头望去，却看
不到人， 只见那女人追着喊
道：“你别走， 你对我说句实
话吧！ ”随着女人的离开，竹
林又归于平静。

原装装感叹：“南唐县真
是个神叨叨的地方！ 也不知
这突然冒出来的男人说的话

是真是假， 那女人不顾一切
地追了过去， 万一落入陷阱
可怎么好。 可惜自己也是一
脑门官司， 只能祈求老天爷
保佑她平安无事了。 ”

原装装本想穿过竹林后
沿着唐城大桥连夜向神木山
方向赶去，她去过神木山，知
道现在走， 到天快亮的时候
能赶到一个村庄， 在一个老
奶奶家借宿休息半天， 老奶
奶还会给她一些干粮。 但刚
刚遇见那个女人， 她的遭遇
触动了原装装心底那根柔软
的弦， 想看看能不能帮她一
把，安排人把这个事查一查，
最少得暗中把女人保护起
来，不能让她再遇到危险。 有
了这个想法以后， 她转身往
回走， 路过杨家楼大街下边
的路口时， 她仍然能闻到烧
糊的味道。

走过城区小学， 再往南
不远便是区委大门了。 原装
装站在学校东边的一棵大榕
树下， 忽然又犹豫了：“自己
明明在住院， 夜里就这么突
然出现在区委大门口， 得喊
看门的老曹开门， 又得找殷
国白过来商议事情， 这不是
把自己暴露了？ 那还去神木
山干什么？ 这时她又怨起自
己来， 说到底还是女人心软
干不成什么大事， 听别人哭
一哭就想出头帮她， 自己能
帮吗？ 自己还有一大堆事解
决不了啊！ ”

正犹豫着， 从南边走过
来一个人， 看他赶路的样子
急匆匆的， 只见他走到区委
大门口轻轻地敲了敲铁栏大
门。 原装装借着区委门口那
两盏微弱的路灯， 依稀分辨
出这人是殷国白。

下期预告： 原装装心惊
不已， 心里飞速地盘算着：
“殷国白这个时间才从外面
回来，他干什么去了？ 肯定不
是公务！ 看他那偷偷摸摸的
样子， 肯定是做了不愿意让
别人知道的事！ ”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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