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独立特出，厚德载物，中国文化如灯
如炬，照亮每一个中国人前行的路。周秦
汉唐之盛世，积淀了丰厚的底蕴，宋元明
清之发展，铸就了中国文化的辉煌。自古
至今，中国文化的精髓一直是我们航行的
灯塔。

周游于列国、略显疲惫的是孔子么？
他辞去了鲁国的官职，风尘仆仆，为了实
现“仁”与“礼”的梦想而奔走于中原。

“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正因“任重而道
远”。孔子固然受困于陈、蔡之间，也曾
哀叹生活的贫贱，但他十几年都不放弃自
己的初心。不忘初心，只为继承周礼，施
仁政于天下，这是中国文化的根，儒家思
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句话，成
为后世志士仁人充实自己、实现自我的座
右铭。班超出使西域，发出了“不入虎
穴，焉得虎子”的呐喊；苏武出使匈奴十
九年，做到了威武不屈，正气凛然；颜真
卿白发染鬓，“安史之乱”当中慷慨赴
义；岳飞书写“还我河山”，也曾怒发冲
冠，壮怀激烈。

灯下疾书的文弱书生是司马迁么？他
继承父志，要写一部千年通史。然而命运
多变，李陵之祸、宫刑之辱使他一度失去
斗志，陷入绝望。可是，司马迁以这句话
来激励自己：“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生命如草芥，最重要
的是如何实现生命的价值。古有“立德、
立功、立言”之说，司马迁选择了“立言
不朽”，并以古人真实的事例勉励自己：
周文王困于牢狱而演《周易》；左丘明双
目失明，厥有《国语》；孙膑受刑，遂有
兵法传世；孔子受困，才有《春秋》大
义。人生都有顺境与逆境，人生都有困难
和无奈，面对挫折，该如何超越和选择，

司马迁以五十二万字的《史记》给出了最
有力的答案。他用了二十多年的心血完成
《史记》，“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得
到了鲁迅先生“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
骚”的赞叹。

徜徉于西湖边、谈笑风生的是苏轼
么？他称赞苏堤两旁的美景“淡妆浓抹总
相宜”，他写《密州出猎》时，是“左牵
黄，右擎苍”，黄州任上，苏轼唱出了

“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佳句。这是一位值
得尊敬和颂扬的文豪。他满腹才学，名扬
天下，为国思政，以济天下为己任。然而

“乌台诗案”使他一贬再贬。即使贬到遥
远的海南岛，苏轼华发丛生，却依然建造

学堂，推广教育，保持着一种乐观向上的
积极精神。他的思想，既有儒家兼济天下
的情怀，又有道家的淡泊和自然，又有佛
家清净无为的体现。苏轼以其丰厚的知
识、独特的魅力影响着后人，他的身上凝
聚了中国文化的精华。林语堂先生曾赞扬
苏轼“有高度的智力，有天真烂漫的赤子
之心”，说他有迷人的魔力，有一种强烈
的人格力量。

不忘初心，正道直行。孔子为推行周
礼而奔走于列国，他是思想之灯；司马迁继
承父志，担当起史官的责任，他是道德之
灯；苏轼不畏强权，秉笔直书，他是人格之
灯。这些明灯汇成了中国文化的清流，这
些明灯照亮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李白
指点江山的浪漫，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辛
弃疾、陆游美志不遂的哀叹，文天祥、史可
法不屈敌人的顽强，这些可歌可泣的人物
无不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

千年文化汇聚成一座高高的灯塔，为
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大海的航行中指引着方
向，让我们面对人生的境遇时择道而行。

灿烂的文化之灯

我家姐弟 6人，按年幼长序，二姐排
行老三，她比我整整大了十几岁。我的童
年是在共和国最饥馑的岁月里度过的，为
了工作，也是为了生计，兄弟姐妹各奔东
西。大哥在外地读书，大姐和二哥去了新
疆，三哥在部队服役，家中只有二姐和我
陪伴在父母身边。

在我们姐弟 6人中，我以为二姐是最
聪明的，可惜的是她没有上过学。主要原
因是母亲常年有病，家中无人照顾，只能
由二姐操劳，这样也就把二姐的前途耽误
了。命运给二姐关上了一道门，却也给她
打开了一扇窗，不久其聪明才智就表现了
出来。当时镇子里有个用缝纫机做衣服的
刘姓裁缝，二姐总是爱去那里转悠，也只
是看了几次竟学会了，不少人都称奇。后
来二姐凭着这点手艺，被安排到公社的缝
纫厂上班。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正逢全国到处大
炼钢铁，家家户户不许生火做饭，几个村
子合起来，在集体食堂吃饭。这样就把各
家各户的锅、铲、勺等含铁的物件都收集
起来，送到公社的土高炉里去炼。在那样
的背景下，我们全家被迫从陈集的镇子里
搬到乡下大朱庄村。由于吃“大锅饭”的
原因，管理不善，浪费严重，加上又遭受
自然灾害，食堂被迫关门，接着就闹起了
饥荒，一日三餐只有野菜、树叶充饥。因
缺乏营养，我得了饥饿综合征，全身浮
肿。尽管如此，每天还要走三里路去集镇

上的小学上学，三里路就显得特别漫长，
中间要歇几次才能走到。上学的路上，要
穿过一条南北走向的水沟，水沟两旁长满
了杨柳树。杨树、柳树的树皮、树叶早已
被饥民们吃光，风吹日晒，裸露出明晃晃
的暗黄色，随风摇曳，令人心悸。

学校离二姐所在的缝纫厂很近，每次
上学前我都先到她那里，因为她的缝纫机
抽屉里有馍。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她每天
把自己分到的牛眼大小的馍馍省下来给我
留着的。正是那比金子还贵重的食物，才
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为了我，二姐
也开始浮肿。看着二姐的样子，我不忍吃，
这时二姐总是轻声细语地劝我：“傻弟弟，
你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就这样一块
馍常常推来推去，姐弟俩热泪直流。

我清楚地记得，二姐爱听戏。最喜爱
的剧目是豫剧《陈三两》。剧情的大意是
女主人公陈三两（艺名）父母双亡，姐弟
两人相依为命。陈三两含辛茹苦地供弟弟
上学，后来弟弟考取了功名，当官后却贪
赃枉法，连亲姐都不相认，倒是义弟仗义

执言，为陈三两伸了冤。每次演这出戏
时，二姐都领着我一起去，戏园就在镇子
上的一片露天空地里。虽然那时我还不谙
世事，但通过剧情，已能辨别出真善美和
假恶丑了。望着二姐泪流满面的样子，就
动情地说：“姐姐，长大了我一定当个好
人，让你跟着我享福。”听了我的话，二
姐凄然的面孔露出一丝欣慰：“好弟弟，
你只要能记住姐姐就行了，姐姐什么都不
求，只求你争气好好读书。”二姐把慈母
般的善良和生活的希冀都留在了我童年灰
色的记忆里。

后来二姐所在的缝纫厂解散了，再后
来二姐嫁人成家，姐夫是一位教师，为人
忠厚朴实，待姐姐很好。二姐孝敬公婆，
抚养孩子，干生产队的农活，操持家务，
便成了她生命的全部。二姐一生最大的遗
憾就是没文化，那是时代造成的，没法
子。她就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
二姐有 5 个孩子，三男两女。人们常说：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二姐纯朴、勤
劳、善良，因而也影响了子女。儿女们都

很懂事，学习用功上进，全都大学或研究
生毕业，家庭、事业都很好，而且一个比
一个孝顺。

人世间的任何一种情感没有母慈子孝
更让人感动。二姐一家人其乐融融，这是
上天的眷顾，也让我这个当弟弟的很宽
慰。然而生活却不尽如人意，二姐如今年
逾八十，虽腿脚利索，却患了老年痴呆
症，并且有逐年加重之兆。虽儿女们照顾
周全，还时常带她到名山大川游山玩水，
但她过后即忘，浑然不觉，倒是对曾经的

“往昔”记忆犹新，这便给她及家人造成
了无法想象的困难和不便。记得2017年秋
天，我和二哥、二姐及姐夫结伴而行，去
新疆看望病中的大姐。返回的途中，因劳
累都在卧铺上睡着了，一睁眼，二姐不见
了，大家很是着急。我从我们所在的车厢
一直往后寻找，最后穿越十几个车厢才找
到她。

见到我，二姐便紧紧地抓住我的手，
生怕再失掉似的，非常恐慌。此时此刻，
在二姐的心目中，我是她的力量和依靠，
这种感觉虽然很幸福，但也令人倍感酸
楚。伫立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火车与铁
轨的撞击声震得心口生疼，望着此时的二
姐，我百感交集。无论我用怎样的努力去
想象，眼前的二姐和当年的二姐都无法拼
凑在一起。60 多年的光阴虽然绵长而细
密，中间却隔着长长的距离，那逝去的一
切，都变成了遥不可及的“往昔”……

二 姐
贞女遇己亦怀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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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少女不怀春？哪个少男不
钟情？”当德国作家歌德在其小说《少
年维特的烦恼》中写下这句话的时候，
他可能没有想到，200多年后，在东方
文明古国里，还有人记起、传诵。

几天前，在夏邑县沱河之滨的古
树园里，看到一棵大树下的石头上刻
着“贞女遇己亦怀春”7个大字，我立
刻想到了歌德的这句话。歌德说的是
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而我要说的是
一棵大树。

这是一棵具有几十年树龄的大叶女贞树，树干朝北的
一侧，青枝绿叶，茂盛地向上生长着。而另一侧，树干却已
死亡，向外裂开一个口子。在树身两米多高处，形成一个
树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从这个树洞里又长出来一棵挺
直的椿树，有几米高。如今这个椿树，已经长得有碗口那
样粗了。远远看去，椿树长在大叶女贞的怀抱里，像一个
女人，抱着她的孩子立在那里。古树园的管理者将其命名
为“贞女怀春”，可谓恰如其分，也颇有几分幽默。

在那棵大叶女贞树身上有一个绿色的树牌，上面写
着：“大叶女贞，编号：GSY--185。别名：万年青、冬青。木
犀科，女贞属。习性：适应性强，喜光，稍耐阴，喜温暖湿润
气候，稍耐寒。产地：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特征：常绿乔
木，夏日白花满树，果期10--12月，果蓝黑色或黑色，有白
粉。”啊哦，原来大叶女贞就是冬青？以前只看到过绿化带
里生长着的冬青，以为它是灌木，想不到这家伙还能长成
大树，并且还是那么好看。这一下子暴露了自己植物知识
的贫乏。

过去，我们调侃一个人很世故、很老练，圆滑，常常说
这个人一夜黑喽吃二亩豆叶——老油得（蝈蝈）了；后来，
有人延伸为吃罢豆叶、吃豆梗——更老的油得了；再后来，
想象丰富的人说，还有比这更老的油得，豆叶、豆梗都吃
完，吃冬青。因为冬青树四季不落叶，到了冬天，油得们也
可以吃，想什么时间吃，就什么时间吃。这民间的语言太
幽默了，于是我就记住了冬青是四季常青的植物，没成想，
它以大树的形象立于眼前，并且还有几分出奇。树牌上的
文字只介绍了这一树种，并没有完整地介绍“贞女怀春”的
缘由。对于生长在这棵大叶女贞树身上的椿树，贞女是如
何“怀”上的？它们算不算“同体异株”植物？这些都没有
说，来此参观游览者只好从“贞女遇己亦怀春”7个字出发，
去观察、去猜测了。

大叶女贞，别名高杆女贞，是一种具有园艺和药用价
值的树种。它能滞尘抗烟，吸收二氧化硫，适合城市绿化，
是少见的北方常绿阔叶树种之一，常作行道树和公园绿化
树种。其果实含淀粉，可酿酒，可入药为强壮剂。树叶可
治疗口腔炎、咽喉炎；树皮研磨后，可治疗烫伤等。呵呵，
如此多的药用价值，怪不得此女招人喜欢！而椿树也是一
种古老的树种，它的家族是有文化的，至少比小岳岳有文
化。文哲大师庄子在《逍遥游》里说：“吾有大树，人谓之
樗，其大本臃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
之涂，匠者不顾。”樗（chū），就是指的椿树。这意思是说，
樗树生长迅速，但是材质较粗，不适合做木匠材料，因此避
免被刀砍斧劈，得以长寿。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得庄子之
真传，写有一首《林下樗》：

香檀文桂苦雕镌，生理何曾得自全。
知我无材老樗否，一枝不损尽天年。
老白说，檀木丹桂，树木纹理致密，香气四溢，因此人

人喜爱，于是斧锯加身，千刀万凿，被雕刻成艺术品供人观
赏。而看看那棵老樗树，因为是无用之材，连一根树枝都
没人要，因此得以尽享天年。由此联想到，我们生活的尘
世间，处处不都是充满着“直木先伐、甘井先竭”的事例吗？

人各有志，不必勉强。有人爱显摆，有人好低调；有人
喜欢大自然，有人爱钻牛角尖。树各有形，千姿百态。有
的挺拔入云，有的甘屈灌丛。在夏邑古树园，大叶女贞的
爱就是将无用之用的椿树拥在怀中，亲如一家，合为一
体。“贞女怀春”岂不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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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相如是西汉辞赋大家，被后人誉为
“赋圣”“辞宗”，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留
下个人浓重的一笔。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
要》中极为推崇两个人：“武帝时文人，赋莫
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那么，司马迁
眼里的司马相如怎么样呢？《史记》以超长篇
幅《司马相如列传》展示的司马相如一生文墨
传奇，给出了答案。

（一）客居梁园
司马相如是西汉蜀郡成都人，字长卿，原

名犬子，后因读书求学大长见识，羡慕战国时
期赵国名相蔺相如，而改名司马相如。

汉景帝时期，20多岁的司马相如按当时
规矩花钱买个郎官，到长安皇城做事，被安
排个武骑常侍的差事。整天骑马开道，没一
点技术含量，汉景帝似乎又不喜欢诗词风
雅，专业不对口，弄得满腹诗书的司马相如
闷闷不乐。一次，来自商丘梁国的孝王刘武
来朝廷拜见，随行带着邹阳、枚乘、庄忌等
一群文人雅士。与这些文人雅士相谈甚欢，
司马相如知道梁孝王广筑梁园三百里、喜纳
天下文人墨客，早已按捺不住，立即向朝廷
请了长期病假，随孝王刘武回到商丘梁国，
从此一去不返。

司马相如客居梁园数年，如鱼得水，为喜
欢风雅的梁孝王留下了一篇光耀中国文学史册
的汉赋大作《子虚赋》。据说梁孝王看到文采
飞扬的《子虚赋》（还有的说是另一篇《如玉
赋》），当即把价值连城的传世名琴“绿绮”

相赠。时间久了，志向高远的司马相如似乎对
衣食无忧、吟诗作赋的生活感到厌倦，发出过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家”的感叹。
后来，梁孝王去世了，司马相如便回成都

老家了。
（二）爱情传奇
在皇帝身边干过，又在皇帝的亲弟弟梁孝

王门下得到赏识，少小离家老大回的司马相如
受到成都郊区临邛县令王吉的热情欢迎，尽管
此时相如家已经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王县令是司马相如小时候的好朋友，知道
司马相如满腹的才华，先是安排他在临邛县城
宾馆住下，然后故意献殷勤，每天前往宾馆拜
望，甚至司马相如故意清高装病不见，王县令
也是恭谨有加。

不知道这是不是两人的包装策划，一来二
去的效果迅速发酵：临邛县城有头有脸的人物
尤其是企业家大富豪争着请县令的红人贵宾吃
饭。其中临邛首富、拥有家奴800人的铁匠卓
王孙与临邛第二富豪、也有数百家奴的程郑一
商量，摆开几百人的盛大酒席要为家乡名人司
马相如接风，特邀王县令作陪。

接下来的事情也越来越像一次高明的精心
策划了。本来落魄的司马相如，经过好朋友王
县令的前期铺垫已让整个县城沸腾了，满城的
主流人群汇聚一堂争睹才子的风采。快到中午
了，在几百人的翘首以待中，在王县令的亲自
迎接下，司马相如终于闪亮登场。酒兴正浓
时，王县令又捧着那个绿绮名琴上场，让司马

相如展示才艺。司马相如先是假意推脱一番，
接着即兴弹奏了也许是自己即兴创作的一曲
《凤求凰》。

而此时，一切策划的前期铺垫终于引来另
一个主角出乎意料又在意料之中地出场了，她
就是卓王孙的女儿、新近守寡、才貌双全、千
娇百媚的卓文君。

精通诗书琴艺的卓文君对司马相如的才华
名声早已耳闻，男人们在外边喧嚷喝酒，她一
直隔着门缝偷看。尤其是司马相如如醉如痴弹
奏的《凤求凰》，卓文君听到了弦外之音，这
曲子分明就是专门为自己发出的求爱心声，早
已心旌荡漾。宴会结束，司马相如派人重赏卓
文君的丫鬟让她向小姐转达爱意。心有灵犀的
卓文君接到信息毫不犹豫地私奔相如，二人连
夜赶着车马直奔成都。

就这样，开创中国古代十大爱情经典故事
之首的“凤求凰”诞生了。

然而爱情终究不能当饭吃。卓文君随司马
相如连夜私奔到成都，才发现司马相如“家居
徒四壁立”。而父亲卓王孙这边又恼羞成怒：

“女儿不成材，我不忍心杀她，但别想从我这
拿走一分钱。”

这对凤凰在成都吃了上顿没下顿，没过几
天卓文君就不开心了，说：“还是回到俺娘家
临邛吧，父亲不管咱，我可以从兄弟那里借些
钱财维持生活，也不至于困苦到这步田地
啊！”于是，这对落魄的凤凰又回到临邛，卖
掉仅有的马车，在闹市开了个小酒馆。司马相

如坐在炉子前卖酒，卓文君围着围裙负责洗涤
酒器。

首富卓王孙深感奇耻大辱，闭门不出。卓
文君的娘家兄弟和长辈们纷纷出动规劝卓王
孙：“文君终究是你的女儿，你又不缺钱财，
文君委身于相如，生米已经做成熟饭，相如虽
然家贫，但他的才能是出了名的，而且又是王
县令的贵宾，何必苦苦相逼呢？”卓王孙最终
被说动了，分给女儿、女婿家奴 100 人、钱
100万以及出嫁衣物被褥家具等无数。卓文君
与司马相如携万贯钱财再回成都，置买田地房
屋，转眼间成为富人。

爱情的力量终于改变命运，这对凤凰从此
过上幸福的生活。

（三）子虚乌有
是金子总要发光。过了很久，朝廷那边已

经是汉武帝上位。一天，汉武帝无意中看到
《子虚赋》，手不释卷，连声感叹：“朕为什么
不能与这篇文章的作者同时啊！”恰巧被来自
成都的狗监杨得意听到，杨得意很得意地告诉
皇上：“这篇赋的作者司马相如是我的成都老
乡。”汉武帝大喜过望，立马让杨得意紧急召
见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千里迢迢来到朝廷，才知道是因
为自己的旧作《子虚赋》打动了皇帝，便对汉
武帝说：“这篇文章写的只是诸侯国之间的
事，不值得看，您要感兴趣，请让我专门为您
写一篇天子游猎赋，写好后进献皇上。”汉武
帝二话不说，当即吩咐尚书大人拿来笔墨竹

简。很快，接续《子虚赋》的《天子游猎赋》
（又称《上林赋》）就写成出手。

司马相如的这两篇代表作汉赋，一脉相
承，洋洋洒洒万言，用三个虚构的人物，一个
是“子虚”代表楚国，一个是“乌有”代表齐
国，一个是“无是公”代表子虚、乌有二人的
评判者。

在《子虚赋》中重点写的是子虚代表楚国
出使齐国，与齐国的乌有先生互相吹嘘各自国
家的地大物博、山水富饶，尤其是天子游猎时
场景壮观、美女成群、极尽奢华等，互不服
气，最后无是公听了微笑说：“你们二位的言
论都不是竭力阐明君臣之间的大义而匡正诸侯
应该遵守的礼制，而是去争论游猎的欢乐、园
囿的广大，想以奢侈争胜负，以荒淫赛高低，
这样做不但不能使你们的国君显扬名望，反而
是在贬低国君的声誉。”整篇文章提倡节俭的
立意已经很完整地表达出来。

而在续写的《天子游猎赋》中，司马相如
接着上面无是公的话，笔锋一转写道：“且夫
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
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于是跨越时空，将
《子虚赋》中虚构的战国时期故事一下拉到汉
武帝时期的上林苑，将汉武大帝统辖下的山川
秀美、巨丽奢华、游猎奢靡极尽渲染，最后落
脚到汉天子的自我醒悟：“哎呀，这太奢华
了！我只是在理政闲暇到上林苑游猎放松一
下，却这样奢靡无度，后代子孙如果也这样学
我奢侈淫糜，不知休止，这不是引导后人创功
立业的行为！”于是，汉天子撤去酒席，不再
打猎，并颁布惠民政策，广施仁义，勤俭治
国。子虚、乌有二人听了羞愧难当、无地自
容，连说“领教领教”。

《子虚赋》及其姊妹篇《天子游猎赋》，不
仅为后人留下“子虚乌有”的成语典故，而且
其华丽无比的语言、汪洋恣肆的想象力，非读
原文实在难以形容。汉武帝当时读了应该也是
拍案叫绝的，而且内含劝谏天子节俭的正能
量，所以司马相如得以留在皇帝身边，再当郎
官。

（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篇分解）

司马相如的爱情和文墨传奇（上）

□ 郭文剑

亲 情 □□ 陈玉岭

生 活 □□ 隋 和
大路失踪了！
大路吃喝嫖赌，横行乡里，无恶不作，

村里人对他恨得咬牙切齿。他每次在外面
撒野回到家，还要打骂妻子晓丽。晓丽一气
之下，外出打工去了。听到小姑子打来的电
话，说她丈夫失踪了，晓丽连夜赶火车回到
那个破烂不堪、风雨飘摇的家。

晓丽回到家后立即到派出所报案。公
安机关对大路失踪的消息非常重视，认为
这很可能是一起恶性刑事案件，于是成立
专案组。但连日来的侦查工作，不仅没有给
案件带来一丝转机，反而让案件陷入僵局。

晓丽的邻居豹子，也是好赌好色之徒。
三年前，妻子患癌症去世，撇下一个男孩，
名叫新生。新生长得活泼机灵，很讨晓丽的
喜爱，晓丽常逗他玩乐。带着诸多疑问，晓
丽问新生：“近段时间见过你大路叔吗？”新
生一语道破天机：“俺看见俺爸把大路叔打
死了……”新生年仅七岁，童言无忌，他不
可能撒谎。

晓丽立即将这一重要线索报告给了参
与侦查案件的警察。为避免打草惊蛇，侦查
员先从外围侦查了豹子的活动轨迹，进一
步缩小侦查范围，最后锁定：豹子是杀害大
路的犯罪嫌疑人！

侦查员很快将豹子抓捕。豹子戴上了
手铐，临上警车前，回头狠狠瞪了一眼儿
子，但他的心马上又软弱下来，七岁的孩子
没了爹娘咋办？晓丽理解豹子的心思，便走
上前，她知道豹子一定有话要说。果然，他
高昂的头低了下来：“对不起！我害了你的
家庭。今后新生就交给你了，你只要给他一
口饭吃就行，日子过得苦，不要让他上学

了。”豹子含着泪说完这些，上了警车，警车
便闪着警灯，一路鸣着警笛呼啸而去。

晓丽曾经遭到丈夫打骂，但一日夫妻
百日恩，她总算为丈夫报了仇，将犯罪嫌疑
人绳之以法。她有两个女儿，一二十岁，都
在外面打工。没有了丈夫，来了一个小男
人，也给了她些许安慰，何况她还特别喜欢
这个孩子呢！

豹子到了看守所，如实交代了杀害大
路的经过。原来：两人因赌资问题产生纠
纷，大路“欠资”不还。豹子就到晓丽家找
到大路说：“你不还也行，让你老婆跟我睡
一夜，咱们之间的债务一笔勾销……”大路

见豹子如此羞辱和奚落自己，随手抓起一
把铁锨，恶骂一句，朝豹子拍去。豹子一把
夺过铁锨向大路后脑勺拍过去，大路顿时
脑浆迸裂，倒地身亡。而这一幕，恰恰被站
在一旁的新生看到，吓得他浑身颤抖。豹
子恶狠狠地告诉儿子：这件事不准对任何
人说！ 豹子说完这话，慌乱地打扫了现场
后，将尸体连夜运到后山上埋了。

再说新生。孩子总算有了归宿。但晓丽
的负担随之加重了。她要再养活一个没有
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而且是杀害丈夫凶
手的孩子，这需要多少勇气、多少精力啊！
她一个人经营着20多亩地，养着两头猪，20
只鸡……为了让新生像正常孩子一样上
学，她卖掉了 20只鸡，换成孩子的学费，并
为孩子买了新书包和新衣服。孩子脸上漾
满了喜悦。晓丽说：“今后我就是你妈妈了，
叫一声我听听。”新生快活地连声喊着“妈
妈”，晓丽回应着，一把揽过孩子，紧紧地搂
在怀里……

儿 子

抒 情 □□ 路宜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