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同意不同意!她说了不算" 孙子姓周!是

咱周家的后代!她同意留!得留!她不同意留!

也得留" 周天杰听人说过一些法律上的规矩!

他说#话不是这样说法!孩子留下!还是带走!

都是孩子的妈妈说了算" 要是孩子的妈妈坚

持把孩子带走! 孩子的爷爷$ 奶奶是留不住

的" 就算把官司打到法院!法官也会把孩子判

给妈妈" 周天杰的儿子是单传! 孙子也是单

传" 当有了孙子小来时!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

表!觉得什么都有了!看天天高!看路路长!一

切充满阳光" 人一辈子活什么! 活的就是儿

子!孙子" 儿子没有了!如果孙子再被儿媳带

走!就会看天天低!看路路短!一切陷入黑暗!

黑得比井下的煤墙还黑" 他对妻子说#孙子就

是我的命根子!要是看不见孙子!我一天都不

想活!我去找儿子去" 这样说着!周天杰喉头

哽咽了一下!眼圈红湿!差点儿滚下泪来"

见丈夫伤心!老吴的眼圈儿也湿了!她叹

了一口气!让丈夫说怎么办呢%

丈夫的主意是!一定要把孙子留住!千方

百计也要把孙子留住"要留住果子!就得留住

树" 要留住分子!就得留住分母" 而要留住孙

子小来呢!就得先把小来的妈妈郑宝兰留下"

小来已经失去了爸爸! 不能再让小来失去妈

妈" 要留下郑宝兰!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对郑

宝兰好" 以前对郑宝兰好!今后要好上加好"

真心实意把郑宝兰当成自己的孩子看待!贴

心贴肺为郑宝兰着想!有好吃的!尽着她吃&

有好穿的!尽着她穿!让她不好意思提出离开

这个家!不好意思提出改嫁"能拖住她一年是

一年!能拖住她三年是三年" 拖得时间长了!

也许她就死心了!就踏实了"她就一直是咱们

的儿媳妇!也一直是咱孙子的妈妈"

听了丈夫的主意! 老吴答应按丈夫的主

意办!继续把郑宝兰当孩子看!一如继往对

郑宝兰示好" 通过持续温暖郑宝兰的心!把

郑宝兰继续留在周家!这是他们老两口子达

成的一个共识!选准的一个方向!也是他们

必须共同遵守的一个原则" 原则难免带有一

些理论性!总是有些虚!一碰到具体事情!老

吴就把原则忘记了" 好比原则是一个鸡蛋!

具体事情是一块石头! 鸡蛋和石头一碰!鸡

蛋就破碎了!蛋青蛋黄流了一地" 每遇到想

不开的具体事情!老吴就背着儿媳!在丈夫

跟前发牢骚!甚至发脾气" 周天杰心里也不

好受!有时也很烦躁!但他胸怀家庭大局!毕

竟看得远一些" 他装作一切都很平常!按下

自己的不良情绪!耐心开导老吴" 这次把老

吴开导通了!把老吴劝得平静下来!可老吴

有些管不住自己似的!一遇到对儿媳看不惯

的具体事情!她又在丈夫面前磨叨" 手上摘

着辣椒!她心里也辣辣的!估计郑宝兰在外

边一定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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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儿子没出事之前!婆婆老吴和儿媳郑宝

兰的婆媳关系也不错" 儿媳叫婆婆一口一个

妈"婆婆叫儿媳!一口一个宝兰"婆媳俩不笑不

说话!先笑后说话!说完话还在笑" 儿媳问了婆

婆的生日!记在心里" 婆婆说的生日是阴历!要

记住婆婆的生日! 还得把阳历转换成阴历"

到了婆婆生日的前一天! 儿媳一再提醒自己

的丈夫! 千万别忘了祝妈生日快乐" 第二天

一大早! 当妈的刚起床! 儿子就对她说# 祝

妈生日快乐' 儿子结婚前! 从没有祝过她生

日快乐! 儿子娶了媳妇! 才开始祝贺她生日

快乐" 她快乐! 当然快乐" 不光生日当天快

乐! 她天天都快乐" 好儿子不如好媳妇! 老

吴心里明白! 儿子的心长在儿媳身上! 儿子

娶了媳妇! 就开始长了心" 当今能记住婆婆

生日的儿媳能有几个呢% 郑宝兰记住了" 仅

凭这一点! 老吴就不能说儿媳不好" 两好搁

一好! 一好瞎搭了" 儿媳对她好! 她就对孙

子好" 母牛天生护犊子! 母羊天生护羔子"

她对孙子好! 等于对儿媳好" 到了孙子过生

日! 她不仅买回了生日蛋糕! 还一下子给了

孙子两千块钱" 那时孙子还不认识钱! 把钱

当成了花纸! 接过就撒了一地" 老吴说# 我

的宝贝孙子?! 快让你妈帮你收起来! 给你

买玩具! 给你买好吃的" 古往今来! 婆媳能

够和谐相处的总是很少" 在封建社会! 都是

婆婆辖治儿媳! 把儿媳治得像奴隶一样" 如

今社会解了放! 开了封! 事情打了颠倒! 不

再是婆婆辖治儿媳! 变成了儿媳排斥婆婆"

不少婆婆在儿媳面前畏首畏尾! 得看儿媳的

脸色行事" 周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老吴

不排斥自己的婆婆! 儿媳也不排斥她" 在这个

四世同堂的家庭!称得上四时和睦!其乐融融"

儿子突然遇难!如黑云压下来了!炸雷打下

来了!暴雨泼下来了!使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顿时

失去了平衡!变得风雨飘摇!危机四伏" 其中一个

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儿媳郑宝兰的去留!在这

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上!周天杰和老吴产生了严重

的分歧" 老吴的意见是!人去不中留!留得住身留

不住心! 郑宝兰想走!就放她走" 老吴的理由是!

郑宝兰正是离不开男人的时候! 离开了男人她

就不能过! 没法儿活" 老吴举例说! 在儿子没

出事儿之前! 郑宝兰和儿子天天都要干那事儿"

儿子上白天班! 他们晚上干" 儿子上夜班! 他

们白天干" 儿子只要一回家! 可以不吃饭! 不

喝水! 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小两口躲到卧室里

关上门亲热" 老吴的心情是矛盾的" 儿子干的

是重体力劳动! 她担心儿子房事太勤! 太消耗

精力" 可是! 她又不能反对儿子和儿媳亲热"

他们爱! 他们亲! 不就是通过床上那件事体现

嘛" 倘若他们井是井水! 河是河水! 井水不往

河里流! 河水不往井里灌! 当父母的就该发

愁了" 因此上! 老吴不但不反对儿子和儿媳

亲热! 只要儿子一回家! 她就把孙子从儿媳

身边抱走! 抱到家属院外边的矿街上去玩"

给儿子和儿媳的亲热创造条件" 儿媳理解婆婆

的用心!每次他们尽情亲热之后!看到婆婆领

着小来从外边回来!她脸上就一阵红!像是有

些害羞" 但害羞归害羞!儿子一回来!她就顾不

上害羞了!小来一会儿不离开她!她就说#去去!

别老缠着我!跟你奶奶玩去' 看看吧!就是这样

一个欲火熊熊的女人!要是没有男人时常给她

浇点儿水!她怎么会熬得住'

周天杰问老吴#你让宝兰走!那咱们的孙

子小来呢%

孙子留下"

她要是不同意留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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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人%

男人呗!野汉子呗'

你看见了!抓住了!你这样说有什么根

据%

案板上放辣椒!明摆着"

没根据的话不要瞎说! 瞎说是恶心郑

宝兰!也是恶心咱们两口子"

外边要是没人!她动不动往外跑什么'

不要说别人!你还往外跑呢'

我什么时候往外跑了%

你难道不出去买粮!买油%难道不出去

看病!走亲戚%

这是两码事!反正我在外边没有男人"

谁知道你在外边有没有男人%

一听这话!老吴急眼了!她立起眼来!

差点把手里的辣椒棵子抽在丈夫身上" 她

叫着周天杰的名字!问周天杰怎么说话呢!

说话还凭不凭良心!我在外边有没有男人!

你还不清楚吗'

周天杰说#看看!急眼了吧"将心比心!

人心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有自尊心"我不

过跟你说句笑话!你都受不了"谁要是说小

来他妈在外边有男人!她也受不了!也会很

伤心" 所以说!咱们还是把孩子往好处想!

没影的事儿不要瞎说"他又抓到一棵辣椒!

觉得有些费劲!奋力拔了好几下!才把辣椒

棵子拔掉"拔掉辣椒棵子的同时!他的身体

失去了重心!一下子蹲坐在地上"他没有马

上站起来!把一只手伸向妻子!说看什么!

拉我一把呀'

老吴拉住周天杰的一只手! 把他拉得

站立起来" 老吴说#看来你也老了"

谁能不老呢!树要老!蚕要老!到头来!

谁都躲不过一个老字"

我还以为你不会老呢' 老吴的嘴不由

地撇了一下"

周天杰听得出来!老吴话后有话!话后

面的话不太好!隐含着对他的怀疑"他还不

能把老婆话后面的话点破! 点破容易走板

儿!与谁脸面上都不好看" 他说#这话怎么

说的!你是挖苦我% 还是打击我%

谁敢打击你呀!你不是要强嘛!不是不

服老嘛'

老是客观存在!是自然规律!不是服不

服的问题" 人到了该老的时候!你服!他得

老&你不服!他也得老"好比这辣椒棵子!到

了秋天!它的叶子就该变黄了!就不会结辣

椒了" 我老还是不老!你最有发言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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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往西边转移! 周天杰的老母亲拄

着拐棍从屋里移出来了! 坐在门口一侧的

一只三条腿的圆凳子上晒太阳 " 老母亲

#$

多岁了! 耳不聋! 眼不瞎! 只是脑子

出了点问题! 像是有些痴呆" 人身上的一

切毕竟受大脑支配! 脑子一转不过来! 她

的耳朵$ 眼睛似乎都不怎么听使唤了" 周

天杰喊她吃饭! 她能听见! 但不一定答

应" 她的眼睛追着人看! 只是不怎么眨

眼! 看人看得有些死" 她不再外出! 待在

家里一天到晚无非是三件事 # 吃饭 ! 睡

觉! 上厕所" 对了! 还有一件事是晒太

阳" 只要夏天不下雨! 冬天不下雪! 她都

要到门外坐一坐" 她和郑宝兰形成了鲜明

对比# 郑宝兰在家里坐不住! 她在家里坐

得牢牢稳稳& 郑宝兰愿意往外跑! 她哪儿

都不想去! 只愿待在家里" 木制的圆凳子

是三条腿! 她加上拐棍! 也是 (三条腿)!

她像是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木头凳子" 孙子

周启帆工亡的事家里人还瞒着她! 对她说

周启帆到国外学习去了" 她每天必问周天

杰# 帆帆还没回来吗% 帆帆什么时候回来

呢% 周天杰说# 外国离咱这儿远得很! 坐

了汽车坐火车! 坐了火车还要坐飞机! 帆

帆回来一趟不容易" 她又说 # 我的好孙

孙! 奶奶的好帆帆! 奶奶天天想他! 他一

点都不想奶奶吗% 他再不回来! 奶奶恐怕

都见不着他了" 周天杰嫌老娘絮叨! 说快

了快了! 你等着吧" 另外! 老人每天还关

心一件事! 今天来不来照相的% 矿上出事

故时! 从全国各地来了好多记者! 到矿上

采访" 事故现场在井下! 井口被严密封

锁! 不许记者下井" 记者拿着 (长枪短

炮)! 只能在地面钻来蹿去! 乱摄乱拍"

南方某报社的一个记者! 不知怎么打听到

周天杰的儿子与事故有关! 就找到周天杰

家里来了! 拿着煤块子一样的照相机! 对

家里的每个人和每个角落狂拍一气" 当照

相机的镜头对准周天杰的母亲时! 老太太

有些害怕! 身子往一边直躲 " 老吴对她

说# 没事儿! 是照相的" 噢! 人家要给她

照相" 老太太很少照相! 对照相比较看

重! 她说别着急! 她去梳梳头 ! 换件衣

服" 周天杰不想让记者给老太太照相! 也

不让老太太收拾打扮自己! 说算了算了!

别照了' 说话不及! 记者叭叭叭! 已给老

太太连拍了好几下" 这给老太太留下了一

个遗憾! 她觉得自己的衣衫不够整洁! 头

发有些乱! 照出相来不会太好看" 从那以

后! 老太太只要从自己住的在阴面的那间

小屋里出来! 事先都要以梳子蘸水! 把自

己的满头白发梳得光溜溜的! 并用一只黑

色细钢丝做成的可弯曲$ 带弹性的发卡!

往后把头发拢起来! 露出前额" 老太太还

穿上一件蓝色带绣花的新罩衫! 每一个扣

子都扣得严严实实" 这件罩衫是儿媳老吴

给她买的! 以前她都是过年时才穿" 现在

她为了准备照相! 每天都把罩衫穿在身

上" 可惜! 那个照相的记者再也没有来

过! 再也没人为老太太照过相 " 这没什

么! 老太太不着急! 老太太有的是耐心!

她做的还是照相的准备" 凡事还是事先有

准备好一些! 要是没准备的话! 照相的来

了! 再梳头换衣服就来不及了" 她问周天

杰#天杰!天杰!照相的今天来吗%

周天杰有些哭笑不得 ! 他在心里叫

道# 娘啊! 我的亲娘啊! 你要活活折磨死

你儿子啊' 他的回答难免有些不耐烦# 照

相! 照相! 你八辈子没照过相吗' 你不是

劳动模范! 又不上光荣榜! 老想着照相干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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