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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醒龙

那时，只要村长出门到区里开会，
从稍懂人事的孩子起，村里没有一个人
不将心提到嗓子眼儿上。有时，村长在
区里开会耽搁了，没有如期回来，全村人
也陪着度日如年地熬下去。好不容易等
来那一歪一颠的身影，家家户户却关上
大门。不管是躲在窗后的大人或是趴在
门缝上的小孩，全都不敢作声，直到那双
瘸腿发出的笃笃声越过自家的门口，才
长吁一口气。从日本人占领县城时起，
村里的交通员不知换了多少名，如今，说
什么也没人肯当了。一次又一次，烈士
通知书交给谁家以后，在那些大恸悲号
或悄然哀泣中，作为交通员的，谁也摆脱
不了似乎正是自己将死神带给了这家人
的感觉。所以，从半年前开始，送信的事
只得由村长自己捎带着干了。

那年中秋节，令全村人焦虑不安的
一重一轻的脚步声，再次在村子中间的
青石路面上响起来。直到它缓缓地停在
十八婶那低矮的茅屋前，人们才明白，村
长的脚步声为何比以往更沉重：十八婶
的独生子盛有，是村长去开会前参军的，
开始还说过了中秋再走。他才离家七
天，要到明年这时才满十六岁，十八婶只
剩下这么一个亲人……

“独脚鬼，你走错门了，快上别家
去吧！”

绝望的叫喊声从茅屋里传出来。
“开开门吧，我有话对你说！”
“你别想用什么光荣证来骗我！你

自己留着吧，你有三个儿子，盛家却只
有这么一条根。他父叫日本人活埋了，
难道你想让盛家断子绝孙吗？”

村长仍旧单调地请十八婶开门。
“独脚鬼！你拿回去自己用吧，舍

不得大的可以给小的，舍不得小的，那
就给你的二儿子——”

直到这时，村长才变着调说了另
一句话。

“你不要说混话！他们一个八岁，一
个四岁，最小的还在吃奶。”

村长不再像以往，非要磨到哪家哪
户开门放他进屋，说完这话转身就走。

身后的门突然开了，十八婶跳出来。
“独脚鬼，你进来吧！”
村长竟然不理睬，瘸着腿，东倒西

歪地继续向前走。
“村长，留下它吧，我认命了。”
十八婶开始哀求后，村长为难地

走回到她面前，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支
吾了好久。

“不是不肯，这东西不当给你。”
“为什么？那么大一个男人就换成

一张破纸片，你还不肯给我这做妈妈的，
难道还想用它去害别人！”

愣到最后，村长才无可奈何掏出
那张纸片。

“这东西藏好，不要给别人看。”
村长递过纸片后有些不放心地叮嘱。

铅灰色的月光穿过蜘蛛结成一张
大网的窗户，方方正正地铺在十八婶
的床前。不知什么时候，一只巨大的
黑影将月光遮掩得只剩下四只角。十
八婶没有注意到这种变化。村长走后
她就倚在床头，麻木地望着屋梁，手里
紧紧攥着一根麻绳。

黑影无声无息地挪近床沿。
“妈妈！”
十八婶浑身震颤起来。

“妈妈，是我，我是盛有哇！”
“你不是死了吗？”
“我没死，真的没死，全营的人就剩下

我和两个伙夫，营长都死了，我的腿上也
让日本人捅了一刀。”

“独脚鬼，我早就说你是找错门了。
妈没死，盛有你怎么会死呢！”

一盏油灯点亮了。豆粒般昏黄的
光亮下，十八婶伸出两只筋脉虬结的
手，替儿子脱下血肉模糊的军装。十
八婶眼睛紧闭，泪珠扑簌簌地往下
流。儿子一哆嗦，十八婶乌黑的嘴唇
和手上的虬结也跟着阵阵搐动。

“妈妈，真是吓死人。我正跟在班
长身后放枪，一颗子弹打碎了他的头，
红红白白的东西全喷在我脸上。”

“妈在梦里都看见了，我也吓坏
了。看看，这是你的光荣证。上面写些
什么，念给妈妈听听。”

儿子看了一眼，憔悴的模样变得
更加难以入目。

就在这时，村东头飞起两颗信号
弹。十八婶来不及细想，随手将儿子推
进还没完工的地洞里。趁黑偷袭的日
本人将油灯照亮的窗口，作为第一波齐
射的目标。一排炮弹呼啸着砸在茅屋
顶上，气浪将十八婶掀倒在地洞里，塌
下来的屋顶又将他们埋得严严实实。

等到所有动静全部消失时，十八

婶才从洞里爬出来。
仅仅隔了一天，百来户人口的村

子，就只剩下他们母子了。十八婶在
比地狱还死寂的村子里走着。她找到
了村长。村长吊在家门前的大树上，
被风吹得摇晃不止，脚下像破棉絮一
样扔着那八岁、四岁和还在吃奶的三
个儿子。得了月子病整年没有下地的
妻子，裸着雪白的身子躺在一堆余烬
未灭的火堆旁。

十八婶慢慢走回来，从洞里叫出
盛有。

“还有十几个小鬼子没走，就住在
村长家里。你去吧——带上你爸爸打
猎用的那包火药。”

“他们人多，我的腿还伤了——”
“你先去村东看看，全村人都在那

口塘里。”
儿子颠簸着走了，与村长平时走

路一副模样。
十八婶没有抬头，她在地上搜寻

着。只剩下半截的屋梁旁，暴露出麻
绳模糊的影子。麻绳已经烧成许多
节。借着半明半暗的月光，十八婶细
心地将它们一节一节地连在一起。当
她结好第十八个结时，地上突然一抖，
传来一种巨大的音响。

爆炸声完完全全消失后，十八婶
终于将麻绳结好了。她站起来，走到
一处尚未完全塌下的房子下面，将绳
子的一头系到梁上，另一头缠了个活
套。十八婶第一次没有成功，有一处
结头没有结好，散了，刚一使劲，人就
摔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当她静静
地再次结好绳子，只差最后蹬掉脚下
的砖块时，耳边仿佛听到一种声音。
十八婶怔了怔，还以为是自己太想儿
子了。她叹了一声，让自己确信这是
不可能的。这时候，那种弱得像是隔
了两重天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妈妈！”
这一声叫比日本人的炮弹还响。

十八婶急忙从活套中钻出来，颤颤巍
巍地顺着声音往前找。儿子就趴在村
长家的门槛上。他显然知道妈妈就在
身边。十八婶俯下身子时，听到儿子
在大声呼唤。

“妈妈，我还活着！”
这是儿子盛有留在世上的最后一句话。

我是按通知参加一个会议而来到
这个县的。

半路上，我听到客车售货员报出一
个古代怪的地名：“十八婶到了，到十八
婶的旅客请持票下车。”身边的几个人除
了同我一样奇怪，不比我知道得更多，他
们也是出差来此地。在会议报到处，县
文化馆的小冯馆长向我讲了上面的故
事。刚好为庆祝八一建军节而召开的
座谈会还没散，使我有幸见到这位已有
九十一岁高龄的老人。“你看，坐在十八
婶左边的是我们的县长，正对面是行署
公安处长。十八婶的儿子死后，她收留
了一些从别处流浪来的孤儿，他俩就在
其中。真是不可想象，只隔一个冬春，毁
灭的村子就又有了生机。”小冯馆长和我
坐在一角落里不时地耳语着。出于天
生的好奇心，我瞅准会议的空隙，专门去
了一趟那座叫十八婶的村子。

几十年过去了，无论是村子本身，
还是人们的心里，战争的痕迹仍是那样
清晰，只要一提起大屠杀，老人便颤抖不
已。“那次，盛有是最后一个死的，这就是
在他死之前，村长送来的光荣证。”老人
从枕头下面摸出那张发黄的纸片。我
虔诚地接过来捧在掌心里。突然间，我
的目光凝固了！这是怎么回事？我瞪
大眼睛将那几行字看了又看。当我确
认自己并没有出错时，我感到更加困
惑。40多年过去了，谁知有多少人看过
这纸片，摸过这纸片。可以肯定，他们绝
对不会像老人那样，一个大字不识，可他
们把这纸片上的秘密深深地隐藏着，哪
怕在那最可怕的十年中，也没有谁告诉
老人关于纸片的秘密。

我这才明白，县民政局为什么没
有老人以及她儿子的档案材料，而仍
然按烈属给老人以优抚。烈士纪念馆
里只字未提 16岁的盛有只身闯进敌
阵，与十几个日本鬼子同归于尽的事
迹，而人们仍旧给了他以英雄的桂
冠。91岁的老人也许很快就要辞别人
世，她不会带走自己的渴望与憎恨，就
像儿子走了40多年后，还留着那16岁
的渴望，就像村头倾圮颓败的房舍不
会淡漠对过去的炮火的刻骨铭心。我
像所有的人一样，在告别十八婶之际，
默默地告诫自己，要严守秘密，因为那
张纸片根本不是什么光荣证，它是一
份公函，上面写着：

……务请协助捉拿逃兵盛有，以
严军纪、正军法……3

□乔叶

1

妈，小姨来了。
知道了。
哎哟喂，我的小帅哥，怎么又长个

儿了？这才半个月没见你，就又蹿上
这么一截子。你妈这饲养员当的，真
见功。

别摸我头。
就摸你头。有一米八了吧？
一米七九五。昨天体育课刚量过。
好好好，一米七九五。来，亲一下。
小姨别闹。
就闹。小时候你没少闹我，现在

我就得闹你。
小姨！
这么多菜呀，姐你还忙活什么呢？
还有一道汤。
姐夫呢？又出差了？
今儿回来。本来说是能赶上晚

饭，后来又说航班延误，刚刚发短信，
飞机刚落地。这会儿市里也正堵车，
没俩钟头别指望到家。咱们先吃，不
等他。

什么汤？真香。
板栗鸡汤。
没喝过你这道汤哦。
今儿也是第一次做，你凑着了。

昨儿同事从信阳老家回来，带了些生
板栗，我拿了一把。这板栗特别好，面
甜面甜的。我想了想，也没什么好配
的，干脆买了只母鸡，煲汤吧。你看这
板栗，多饱满，多圆润，真是好食材。

咱有口福，这没办法呀。看这颜
色，可以了呀。

远着呢。菜谱上说武火开了换文
火炖，还得俩小时。这才一个小时。
煲汤这事就是太费工夫。

好东西哪能不费工夫呢。啧，我
看成了。

不成。
不管。反正我得先来一碗。
馋鬼！

2

儿子，今天菜不好吃？
好吃。
看你筷子慢的，没胃口似的。
嗯。
有事儿？
有点儿事。
说吧。
姐，先吃饭，让孩子饭后说。
他那脾气，不说就吃不下饭。
我说了，您可不要生气。
你就说吧。生不生气得先听听什

么事。
说吧，没事儿，小姨在呢。不让你

妈打你。
我的英语电子词典，坏了。
怎么坏的？
摔的。
你怎么不小心呢？
是我同学摔的。
你同学？他为什么摔你东西？
他也是不小心。妈您别生气。
不生气，只是心疼。两千多呢，才

用一个多月。
后来怎么样？你同学总得有个说

法吧？
说赔。
怎么赔？
只摔坏了手触屏，键盘那里还能

用。我跟同学商量好了，明天我去店
里问问，看能不能修。能修的话他给
赔维修费，不能修他就赔新机费。

哦。你们俩商量……他能做主吗？
能。
这不就解决了？妥妥地吃吧，小

帅哥快吃这个虾。
这怎么算解决了？要是第一次修

好了，可是好得不彻底，过两天又坏
了，还得修，那这二次维修费他管不
管？要是修了两三次最后还是不行，
还得买新的，那这新机费他还管不管？

妈，您的意思是？
你妈的意思是，你同学会不会对

这件事情负责到底。
对，我是这个意思。
既然修肯定就会修好，妈您怎么

想那么多呢？
那可不一定。机器也像人，人被

车撞了一下，虽然送到医院，做了手
术，整治整治，出院了，看着好了，可是
骨折啊，脊椎受伤啊，大脑出血啊，都
会留下后遗症。这后遗症，有时候一
时半会儿显不出来，可总归是一定会
落下的。所以，那撞人的肇事方，可不
是光拿第一次的医药费就了事的。你
同学的责任也是一样。

您这可就不讲理了啊。
我怎么不讲理了？是有这种可能

性的呀。那以你的意思，要是修好后
又坏了，我还得因为他的责任再给你
买个新的，这钱花得冤不冤？

妈，您……
干脆说到底，我

的意思就是别修了，
你就告诉同学，店里
说修不好，让他赔个
新机费，这样最利
落。

嗯 ，我 看
你妈说得有道
理。行不？

不行。
怎 么 不

行？
我 不 明

白：要是能修
好，干吗还要
人家买个新的？

要是修好后
又坏了呢？你会
让 他 买 个 新 的
吗？

…… 不 会 。
我不好意思。

这不就结了？
可要是修好了不

再坏呢？
……
宝贝，别犟，听小姨说，你妈是对

的，这就叫一了百了。
这叫无赖！
不许这么说你妈！
我妈这就叫无赖！
……
唉，养了你十五年，换来这么一个

光荣称号，我也真算有功。一个老无
赖能养出一个不无赖的儿子吗？活该
被这么骂。

姐，你去看看汤，我好像听见汤潽
出来了。对了，再给我来一碗。有香
菜香葱吧？给我放点儿。刚才那碗太
急了，都没来得及好好品。还有，再给
我单放一丁点儿盐哈，稍微有那么一
点儿淡。

3

嘿，你小子脾气见长啊。
您说我妈无赖不？
我说你妈不无赖。
您是她妹妹，当然这么说。切，没

有原则。
说你对就是有原则了？凭什么你

的原则就是原则？
……
宝贝，要是十年前，小姨也会像你

这么想问题的。可是，现在不会了。

前两天，我不小心把同事的手机碰到
了地上，屏幕摔了条很小的裂缝，其实
还能很正常地使用，这个同事跟我关
系还很好，可我就立马给他买了个新
的。一个磕绊儿都没打。

为什么？
因为想一了百了，省得以后在这

件事上有什么麻烦。
那会有什么麻烦？
先说修。这裂缝已经存在了，存

在就是问题，就证明这手机有了瑕疵，
这瑕疵还是我制造的。我肯定欠了他
的。我当然可以给他修，修好了不犯
毛病也没什么，可要是再犯了毛病
呢？要是他正接打一个重要电话，这
时候手机犯了毛病误了事，这责任算
谁的？各种不好的可能性都存在，而
这些各种可能性都和我的失误有关
系，而要杜绝这些可能性，就需要一部
新手机。

要是您给他修好了，他自己又弄
坏了，这也能算到您头上？

当然能。首先，再坏的时候你不
知道是不是人家弄坏的，在这种信息
上你永远都很被动；其次，即使是人家
弄坏的，人家多半也不会告诉你；再
次，人家多半会说，这就是你上次摔坏
留下的毛病。总之，只要不换新的，只
要不让事情归到原位，你的责任就永
远在那里放着，悬着你的心。

这世界上，总是
会有些人很善于碰
瓷，很善于讹诈，很
善于挖坑，所以表面

的 弱 势 不 一
定都是弱势，
表 面 的 强 势
也 不 一 定 都
是强势……

小姨您说
什么呢？不懂。

呵呵，小姨走
神呢，发神经呢。
好 ，还 说 你 这 事
儿。你用你聪明智
慧的小脑袋好好分

析一下：刚才你说过，
你不同意让人家直接
拿新机费。要是修好
后又坏了呢，你也不
好意思让同学再拿新
机费，是不是？也就

是说，其实你只想让人
家 掏 一 回 维 修 费 。 那
么，要是修好后又坏了
呢，你爸妈肯定得出钱

再给你买一个，你家就会因为你同学
的过失而遭受损失，对不对？

要是修好了呢？
当然就不用讨论这些了。这个很

容易面对。——但，是，要是修好后又
坏了呢？你怎么就不愿意面对这个
呢？

我看世界天堂，世界还我天堂。
我看世界深渊，世界还我深渊。这件
事，我就打算朝着天堂的境界去想。

唉，臭小子，这就是你。你的脑子
就是一个天堂的脑子，我和你妈呢？就
肯定会奔着深渊去。我们的想法是：连
深渊的底儿我们都摸着了，这世上的事
也就没什么更可怕的了。是不是？

小姨，其实，我也知道最坏的结
果，无非就是再花两千多买个新的呗。

你妈会生气的。
刚才我这天堂的脑子想好了，要

真是那样，您就先把这笔钱借给我，
我就对我妈说是同学出的。这钱等
我工作后第一个月工资就还您，还带
利息。

……
这么看我干吗？不舍得？没钱？
喜欢你呗，看不够。行，就这么

办。你妈干吗呢？我等着喝汤呢。还
非得我自己去端不成？

4

你可真行。
都听见了？
嗯。你这哄孩子的功夫可退步喽。
臭小子越来越长本事，管不了了。
真管不了了。
不过也好，看咱孩子，心眼儿多纯正。
这才让人担心呢。
也让人放心。心眼儿不纯正的孩

子就不让你担心了？得担另外的心。
也是。

5

靓汤来了！帅哥，接你的这碗。
谢谢小姨。
谢我多余，该谢你妈。她最辛苦。
谢谢妈。
一个无赖妈妈，有什么好谢的。
妈，我刚才是开玩笑的，您别生气。
无赖怎么会生气？
妈！
行了行了，知道了。快吃饭吧。
妈，我想好了。我就先修，修好了

让我同学赔修理费，要是修不好或者
修好后又坏了，就让我同学赔新机
费。行不？

嗯。就这吧。其实，妈也不是心
疼那两千多块钱。妈就是想让你知
道，很多事情得脑子转个弯儿去想。

嗯。
人心跟人心不一样。
嗯。
咱不伤害别人，但也得知道保护

好自己。
妈，我都知道。
你才十五，且不知道呢。
我小学的时候，丢过两次公交

卡。在教室里。公交卡拿到充值中心
那里能退成钱，偷公交卡就是偷钱，拿
到钱就能泡网吧，买零食。我知道这
肯定是班里同学干的。课间的时候我
在班里找过，没找到，还告诉了老师，
也没用。

我怎么不记得这事儿？真是老
了。

我没对您说。我拿自己的零花钱
又办了新的。后来不在书包里放了，
总是放在随身口袋里，就没再丢。

这孩子！
这点儿小事，我不想让您操心生气。
我外甥真棒，真能沉得住气。
那时候我就觉得，作为一个贼，其

实他挺可怜的。要是被发现呢，不用
说，丢人败兴。没被发现的时候呢，他
肯定也整天提心吊胆的，同时想着下
次还会偷，然后一直偷下去，一辈子当
个小偷，绝不会有出息。这么想着，就
觉得这样的人压根儿就不值得浪费我
更多功夫。

啧啧，看看我的大外甥……
妈，我知道这世界上有坏人，可我

还是愿意相信好人更多。这样想，日
子才过得更有意思……妈！

嗯？
您怎么了？我说得不对吗？
你说得很对。我手机在厨房里，

好像响了……宝贝，你很对。
是我爸？
嗯，他肯定快到家了。

6

怎么了？你今天脸色怪怪的。
刚刚在饭桌上和儿子拌了嘴。
哦？我听听。
……
呵呵，孩子长大了。
是啊。
今天的汤煲得真好，挺费工夫的

吧？
两个多小时呢。
很正常。好汤慢炖嘛。是吧？
是啊，好汤慢炖。3

□刘心武

盘盘的爷爷为培养出了一个有出
息的儿子骄傲。确实也是，运河边的
村子里，能像他那样把儿子培养成大
学生，后来又成为高级工程师的，掰手
指头，掰不够一巴掌。可是爷爷很
倔。奶奶去世以后，盘盘爸妈在城里
四环内贷款买下挺宽敞的单元房，三
卧两厅双卫，接他来住，住不惯，回去
执意住进了镇上养老院。

盘盘知道，爷爷心里是爱她的。
可是，爷爷不像奶奶，能把那爱意表达
出来。盘盘爱爷爷，没什么道理，他是
爷爷，能不爱吗？爷爷在城里小住的
时候，跟盘盘有过冲突。盘盘从冰箱
里取出头天吃剩的披萨饼，放微波炉
里转几圈，拿出来咬一口，满脸怪表
情，马上就扔垃圾桶里了。爷爷看见
生气。盘盘解释说：“爷爷，变酸了，吃
了我会肚子疼的。”爷爷就数落她：“你
尽是些吃饱了撑着的说辞。饿你几顿
就好了！”盘盘就笑：“爷爷好主意，这
两天我体重又增了！明天只喝木瓜
汁！”爷爷气呼呼，盘盘笑嘻嘻。盘盘
说：“披萨，木瓜，味道怪怪的，对吧？

爷爷您是不爱的。”爷爷就说：“凡能吃
的都是好东西。都不能扔！”

爷爷住进养老院以后，爸妈和盘
盘去看望，爷爷话不多，眼睛也不怎么
看他们，却总是盯着窗外的运河。冬
天又到了。运河结冰了。盘盘自己去
看望爷爷，爷爷也还总凝视窗外的运
河。结冰的运河失却了秀丽，河边的
树木光秃秃的，爷爷在那样的画面上
看见了什么呢？

盘盘开始求职了。有天投完简历
回家，爸爸下班早，妈妈还堵在回家的
路上。父女俩就随意聊天。盘盘就说
起爷爷总盯着运河冰面看的事情。爸
爸就说，该讲给你听了，不过，还是等
你妈回来，吃过晚饭，再坐下来讲。晚
饭吃过了，爸妈和盘盘围坐在沙发上，
爸爸讲了起来。

你爷爷娶媳妇很晚。因为家里
穷，过三十了，还是光棍。你的太爷
爷，过世得早，你的太奶奶，一直守
寡。那时候咱们运河这边的村子，比
运河那边的村子，还稍微好些，那边特
别穷。这边有大片的菜地，种大白菜，
每年晚秋砍下白菜，会留下菜根，砍下
的白菜装车运走的时候，会掉下些破

烂的菜帮子。就有运河那边村里的妇
女，过河这边来，挖走菜根、捡走那白
菜帮子，好拿去充饥。过运河若从桥
上过，要绕很远的路，搭摆渡船，要花
钱。但是，河那边村子跟河这边村子
之间的河床，有一道凸起的石脊，河两
边的人，都管它叫野马脊。它四季都
没在水面下，秋天能透过水面模模糊
糊地看出来。过河的人必须非常小
心，才能踩着那道石脊渡过河来。

那些年，每到这边村子砍完白菜，
那边村子就有妇女踩着野马脊，背着
荆条筐，来挖菜根、捡菜帮。爷爷家的
屋子外头不远，就是一片菜地。有天
刮着大风，冻得人不行，居然还有对岸
来的一个妇女，跪在那菜地里挖菜
根。你太奶奶看见那妇女在寒风中直
哆嗦，就让你爷爷出去，把她请进屋，
先暖和暖和再说。你太奶奶正熬了一
锅棒子面菜糊糊，就盛出一碗请她
喝。两个妇女就说起话来。敢情那也
是个寡妇。临走的时候，你太奶奶就
让你爷爷，往那妇女的筐里，装了好些
个自己家腌的酸白菜。穷帮穷呀。这
么着，两个寡妇就来往上了。

就在她们认识的那年冬天，那寡
妇有天就跟你太奶奶说，咱们两家都
穷，你儿子娶不上媳妇，正好我有个闺
女，如今也二十好几了，就把我闺女，
嫁你儿子吧。你太奶奶开头不敢相
信，因为穷家的闺女，如果长得好，嫁

出去也不难的，那寡妇就说，我不能拿
闺女换钱。能嫁个憨厚人，比什么不
强。就这么着，你爷爷就娶了你奶
奶。盘盘听了，大吃一惊，问：“怎么，
我的血脉里，有那挖菜根拣白菜帮子
的穷寡妇的成分？我该叫她什么？”妈
妈说：“这事你爸老早就跟我说过。那
是你的太姥姥啊。不过，改革开放以
后，中国解决了温饱问题，挖白菜根捡
白菜帮子充饥的事情，似乎已经成天
方夜谭了。所以我们这代人很少跟你
们这代人讲这些旧故事。”

爸爸对妈妈说：“可是，有个镜头，
我一直没忍心跟你讲。现在我要跟你
和盘盘讲出来。盘盘爷爷为什么总盯
着那冰面看？是因为，那一年，遇上百
年不遇的情况，土话叫囫囵冻，就是原
来河面还没有上冻，忽然气温骤降到
零度以下，咔嚓，河面就封冻住了。那
天天亮，有人在河边大喊，人们跑去
看，在那野马脊上，冻死了一个妇女，
她肯定是踏上野马脊后，忽然囫囵冻，
她本能地跪下，再也拔不出身子，整个
人就冻成个冰雕了，而她背上，还背着
那陪伴她多年的荆条筐。你爷爷奶奶
奔到河边，一眼看出，那是你太姥姥，
顿时捶胸大哭起来……”

盘盘听到那一刻，仿佛树木的年
轮，顿时扩展，原来词典上的悲怆一
词，不再飘渺，她的心智成熟期，来临
了。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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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野马脊上

煲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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