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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坝头住别墅当农民
抓紧春播，不误时节
生态菜自种供自需
只有粉碎灾难的人
才能享受田间劳作乐趣
畅快呼吸着不幸的人
再也呼吸不到的香甜空气……

不再一“枪”打在脑门心
担心超标遭隔离
不再见面不答话
你防我来我防你
不再闹市无人影
凄凉，凉得梦中也叹气
不再点开“美团”无餐饮
只好泡面哄肚皮
凯歌高奏自由了
家国平安险变夷

又可登机四海游
享眼福
空姐个个是美女；
又可相约打乒乓
弧圈球
敢与马龙比高低；
葡萄美酒朝天椒
吃火锅
个个辣成红嘴皮；
又可合唱排排坐
开嗓音
欢歌抗疫大胜利!
活着就是赢
目标不变抓经济
损失加倍弥补齐
知足、感恩更雄起
寸草永报三春晖
才是庆功大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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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结婚了，嫁给了一个比我大十九

岁的男人。

他是省城的一位画家。他可以把我们鲜

花盛开的整洁的农家小院，画得一团糟，鸡像

狗，狗像猪，鲜花更是一团杂色的乱麻。

他耻笑我不懂时尚的油画。我说不懂画

不要紧，懂你就可以了。

我当年 31 岁了。我的朋友和中学同学早

就结婚了。女人这个年纪未婚，在省城如同广

告，遍地都是，可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县城，

人们议论起来就像议论一个妖怪。

可是，我想嫁给省城。

那个时候，他经常开着他那台满是泥污

的黄色越野车来到我的身边，住在我母亲经

营的农家乐的一间小平房里。白天画画，晚上

喝酒。

他说他喜欢有鲜花和鸡鸣的院子。他还

喜欢给我画像，尽管把我画得很丑很不像，边

画还边夸我长得如何漂亮。

后来，他在一个月明风清的夜里，柔声细

语对我说，他喜欢一切纯朴的东西。久了，我

们便相好了。

就这样，我如愿以偿。

他爱人早几年得病去世了。女儿在外省

读大学。我们住在他们夫妻共同生活过二十

多年的房子里，虽说他换了新的家具，但我的

心里还是常常堵得发慌。

我几次暗示他换套新房子，可他总是说

舍不得这套房子的那个后院。听他说，这个院

子是买房子时送的。而他是冲着这个院子才

买的这个房子。

院子约有一个羽毛球场大小，有个木头

亭子，有竖起来的一块有很多孔洞的大石头，

有花但没有草，没有鸡和狗。

我习惯院子，他却是喜欢。

他可以在院子里呆上一整天，喝茶，抽

烟，画画，看飞鸟，看日落，见朋友，大声谈笑；

除了吃饭解手。有时他也会进来抱住我吻上

一口。

我却喜欢走出家门，面对更大的院子：这

座我心仪多年的美丽的城市。

他不让我出去上班。他认为一个丈夫如

果不能养活他心爱的女人，是这个丈夫的无

能。

他白天画画，我无所事事，唯一可以做的

事情就是逛街。

多么让人着迷的城市啊！平坦的主干道

像一条条宽阔的灰色河流，无数的街道是河

道的支叉，迷宫一样，让我如此迷恋。汽车就

像活泛的一条条穿梭的小鱼。街道两旁卖什

么的都有，可以晒着正午的太阳，一边吃东西

一边走路。

人们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尤其是女人

们，争奇斗艳。她们步履轻盈，身上挎着各种

不同款式的小包，面容如晴朗的碧空，无一丝

愁云。

也许有心事的女人都是不会出门的吧。

这可跟我们县城里大不一样。跟我们县

城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没人知道你的秘密，没

人知道你的年龄，没人议论你的长短。连邻居

也只是碰见了点点头，什么都不关心，什么都

不知道。

这样的生活是自己在过，跟他人无关。

我沐浴阳光，走在高楼大厦的森林里。一

阵清凉的微风从巷子里拐弯抹角吹过来，只

是没有山野的味道，有着蛋糕或冰激凌的奶

香。城里的冰激凌才是冰激凌，有县城里是吃

不到的滋味儿。

该去买点菜了。我的丈夫喜欢吃海鲜。农

贸市场什么都不缺，更不缺少热情，商家都大

声招呼你。挑选菜品的时候，我的心情很好。这

里的基围虾很大，在我们县里也是看不到的。

然而我最喜欢逛的还是服装店。五彩缤

纷，眼花缭乱。所有的时尚女装都是为瘦条的

女人准备的，我有点胖，但是看一看摸一摸也

是一种说不出的享受。

当然，还有装着全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图

书馆。我不爱读书，只是非常喜欢那座图书馆

在阳光下格外耀眼的白色房子，据说是全省

最大的单体建筑之一。

有时逛一天下来，身子很累，但精神不

累，兴高采烈。大多数逛街的结果是一无所

获，不是因为不想买，是因为我知道他卖出一

张画有多么不容易。

在愉快的日子里，我怀孕了。

这次他终于下了决心，换了一套大一点

的公寓，有电梯。只是没有了院子。他常常独

自叹气，怀念他从前的院子，那个与他相伴多

年有花有亭子有石头的小小的院子。

他说，夏天的院子角落里也会有蛐蛐儿

叫，可以听见乡下的声音。接下来，他会给我

讲起他当知青的故事。

好在有一个阳台，可以在上面画画。只是

为将来儿子（他认定是个儿子）的安全着想，

把阳台用不锈钢栏杆封了。一个封闭的半空

中的院子

奇怪的是，他的画在新家反而长进了，画

鸡像鸡了，狗也像，他的叹息让我不解，说画

得像了就说明他越画越糟糕了。

他的朋友来得少了，没有了院子，我跟他

说话的时候多了。他说他当知青的第一天，别

人都愁眉苦脸，他闻到泥土的气味，看见油菜

花波涛起伏，亲切至极。他说他前世一定是个

忠实于土地的老农民。

他看着怀孕的我，看着我隆起的肚子，又

一次说他喜欢一切纯朴的东西。其间，我们回

过几次县城，临别农家乐的时候，他总是显出

恋恋不舍的样子。

有一次我们闲聊到他的画。他说有个知

名的大画家看了他先前的油画，说大画家们

缺少的东西全在他的画里。他套用过来，说他

缺少的东西全在一个院里子。

这些话，我都听不懂。

我依然常去逛街。我常去的那像磁铁一

样引人入胜的地方，他却有几年不曾去过。他

说他的生活与这座城市无关，自嘲自己是一

个居住在繁华都市里的农民。

在他眼里，房子就是房子，衣服就是衣

服，女人就是女人，街道就是街道，都不是其

他。

只有那个比我们县城还要大的中央公

园，倒是我们常去的地方。他陪我散步。坐在

绿草茵茵的草坪上，我常会想一些事情。很多

城里人跟我的丈夫一样，为什么不喜欢大城

市的便捷、时尚、变幻、气息、美丽、前卫……

而总是跑到那些落后和守旧的地方去，周末

的高速路尤其是堵。

我们开始发生一些小小的争执。

他说到底什么是城市？城市就是用钢筋

水泥盖住泥土，人们在水泥上行走。我说城市

是创造奇迹的地方，一座城市就是一个奇迹。

我们都说不服对方。这不影响我继续逛

街，他天天画画。

终于有一天，我们的争执升级成了吵架。

那天我们去听音乐会。他一直在打瞌睡，

我虽然听不懂，可是两个多小时悦耳的旋律

让我轻松而愉悦。回到家，我们吵架了。

起因很简单。我父亲早已去世，母亲年纪

大了，决定把租赁的农家乐转让他人。

我的丈夫不想再一次失去一个可人的院

子，何况是一个他跟我相恋的值得纪念的院

子。我表明我不想离开这座城市，我喜欢这里

的一切，但我需要有人照顾我的这一个时段。

他的决心在争吵过后更加坚定。他请了

阿姨照顾我，把他的画具和日用品装上车，吻

了我之后，开车去了我土生土长的那座县城。

我们的家在三十一楼。看下去，全是屋顶

的山丘，有一条墨绿色的小河从中间蜿蜒穿

过。记得他说过的，拥有一条河流是一座城市

的幸福。

可是我的幸福呢？这样的我们就开始了

两地分居的生活……

我的那台越野车 V8 的发动机，在我的家

门口发出愤懑而低沉的马达声，已有一些时

候了。鲜为人知的这个高档小区，似乎都在这

男低音的轰鸣中震颤。周末的上午，树木花草

和业主们似乎都还在沉睡不醒。

我一直在屋子里忙碌，烧掉了一些可以

逃离的纸张的证据，但是这幢让所有公务员

都眼红的豪华实物，有大院子的独栋别墅，足

以铁证我在税单上做过的手脚。你可以扼止

语言，可以杀人灭口，甚至让一台汽车消失，

但你无法毁掉一座藏着秘密的房子。

我已无力回天。我需要稳定一下情绪，停

住手中的忙碌，瘫到床上，在油绿而静谧的小

区里，一张令人美梦不断的水床上，静静地倾

听，也许是最后一次欣赏我的大功率发动机

的欢唱。

欢唱总是短暂的，天下没有不息的歌声。

这一天迟早会来。我知道那个告密者是谁，一

个曾经的朋友，又是朋友，出卖的总是朋友，

不然他们怎么会知道这里还有一幢大大的房

子，归我所有？

这个卑鄙的家伙，当然他也许认为我这

个人更为卑鄙，这会儿他准是在喝着上乘的

普洱茶，自以为是，自鸣得意，以为我是个天

下最大的傻瓜，根本就是经不起几个回合的

对手，轻而易举地可以将那些宝贝索为己有。

我幸福无比而提心吊胆的生活快要结束

了，应该就在今天。从今往后，我只能被圈在

那个心寒的地方，回想我致命的朋友，梦见已

跟了他姓的我的那些宝贝，重温这几年想什

么有什么的神仙日子。

我会被判处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吗？如

果用我坚强的意志顽强抗拒呢？据说谁都扛

不住，扛不住那盏一直照射着你的炽烈大灯，

直到你说出他们想要知道的一切。不过想想

也是值了，想想我年迈的父母还在乡下辛勤

劳作，挥汗如雨，疾病缠身。

我的这一天迟早会来的，我相信佛祖说

的因果。江湖上总要还的，但我的那位让我有

了今天的朋友，该还的什么时候还呢？先不说

归还命运，那些个宝贝总该还给他的主人吧？

佛陀的教诲让我变得坦然松弛，不再过

于害怕，起身准备告别。跟谁告别？好在一切

跟我相关的都已布置和安排妥当，妻女送到

另一个无人知晓的住处，又一处无人知晓，至

于父母，永远不会明白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

知道了只会让他们平添白发，劳神折寿。

坐上越野车，系上安全带，再次按了按上

衣口袋，还好，硬硬的还在，希望这个秘密的

武器能让我们同归于尽，到时候可别出了岔

子。不经意间，侧过头去，从后视镜里看见了

我视死如归的轻蔑神情。

多看了一会有金色把手的绛红色对开大

门。眼前化出一个矮胖的税务局的科长，回锅

肉让他吃圆了肚子，眼睛很窄，并且口齿不

清，这时又一次被我嘲笑一番。我可以想象，

过不了多久，他用力敲门的可笑至极的庄严

的样子，就会出现在这里。

汽车里新车的皮子味道，是我喜欢的味

道之一，这会儿更是觉得格外亲切和不舍。其

实，这个味道跟皮子的原味，已经毫无延续之

处了。这台豪车的下一个主人该是谁呢？不去

想了，该发生的事情，任谁也无法预料和阻

止。

从一幢别墅到另一幢别墅，只用了二十

多分钟。门开了，淡淡的黄花梨家具的香气迎

面扑来，楼道上铺着一张东北虎的皮毛，头上

有个王字，制成皮了反而更加清晰。即便死

了，也要虎视眈眈瞪得你心紧。

我的朋友，先是一怔，接下来微笑着迎接

我的不约到访，习惯性的，开门的左手伸过来

跟我握手。他的手又细又长又白，但很有力

量，不可小视这双手，有多少学生日夜企盼的

前途，都在六七月份被他牢牢地攥在手心里。

但他的这双手始终是冰冷冰冷的，每次

握手都是这样。跟他的面孔一致，少有血色，

只是女人的那般白嫩。打从开始，我就有点畏

惧这双手。我再不想去跟他握什么手，但愿这

是最后一次。

你再给我缓些日子吧！他给我倒上一杯

咖啡色的普洱茶，隔着茶几推过来，接着说，

今年上头力度大，收成不好，想你也应该是知

道的，都在体制里。我说，知道是知道，可您这

么多年在肥口上，还差这点吗？

他用纤细的右手端起茶杯，呷了一小口，

又说，本想把三个铺面卖掉一个，可眼下这经

济形势，一时半会又不可能脱手。公寓就更难

了。大学时结交的一个知根知底的好友，借了

一千万，回话说生意血本无归，知根知底的，

明明不还你又敢怎么样呢……

认识他是通过另外一个共同的朋友。都

是一路人，久了便无话不谈，加之他又是文学

博士毕业，学文的常常感性遮盖理性，所以没

过多久，我便知道他有五套公寓、一幢眼前的

别墅、三个铺面、一保险柜的金条。

当时我从内心里感谢他不把我当成外

人。这样，我也就不把他当外人了。我说，你这

样很危险知道吗？他浅浅一笑，轻松了表情，

说全是用他老婆的几个假身份证买的。我笑

他书生气十足，无用的书读多了，若认真过硬

起来，一查到底，一百个身份证也于事无补。

我的直言，无疑让他警觉和担心起来。他

愁眉苦脸地问我：那有什么更隐蔽的好办法

呢？我建议他可以买些古董或字画，这些玩意

儿，可以看真也可以看假，可以说他人送的仿

品也可以说自己买的工艺品，可以说值钱也

可以说不值钱，都可以棱模两可。可以放在家

里，又可以方便转移。

他两眼一亮，说你怎么不早说？我说早你

也不认识我呀！他说那是那是。我说我带你去

全国各地的古玩城扫货，我掌眼，买到假货算

到我头上。他以拳击掌，说太好了，但想想又

说，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从你手上买，信得过

你，再说我也没有多的时间去逛什么古玩城。

他知道我收藏古代玉器已有二十多年。

就这样，仅仅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从我手上买

了两千多万元的古董，只是还有八百五十万

的尾款没有付清。他是个聪明人，据他说，大

部分都埋在了乡下他最信赖的姐姐家的院子

里，无人知晓，万无一失。

普洱茶确实口感不错，我抿抿嘴唇，我

说，老兄，八个月了，又不是一笔小数字。他

说，知道知道，再想想办法。我说实在不行，今

天我把东西拿回去，回了钱再送过来，退一步

说，咱们生意不成兄弟情在。他为难地说，可

是你的那些个宝贝都去了乡下了，姐姐又去

了广州打工。

其实中途我很少催促过他，因为六七月

份是他收获的黄金季节，可当下已到了九月

了。因为听他说过，为了孩子一生的光明前

途，中学的四七九名校是必须拼一拼的，家长

们花再多的钱也在所不惜，更有些二线城市

的土豪们，托人拐弯抹角认识他，低三下四，

一掷千金。

我说，你分管的口岸这么好，独占了鳌

头，怎么今年就欠了收成呢？他说，唉，你知道

的，风声鹤唳，谁又说得清呢。他重重叹了口

气，接下来又说，说钱不亲热，咱说点别的吧，

你近来怎么样？

我知道他这是在明知故问，火力侦探，看

我笑话。我故作镇静，面无内容，淡淡地说，应

该是被人告了，有人去我公司查了几次税务

方面的账本，查得细致，找人说情也不抵事，

也晚了，后来全都把账本抱走了，并被他们约

谈了两次。

他用吃惊的表情嘀咕着说，这怎么可能

呢？你老兄运气真是不好。有需要我疏通的关

系，尽管开口，只要搭得上，我会尽力。我说我

知道是谁举报的我。说完我盯着他左右回避

的眼神。我说，这次查账让我在劫难逃，你也

谨慎着，希望你别有我的这一天。

一只斑鸠从宽大的落地窗外缓慢飞过，

我们同时目送这只飞鸟自由自在地飞出框

外。他收回暗淡的目光，说这都是命，说早有

思想准备，说拼命考上公务员，拼命当官，过

好日子，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这样又会是什

么样呢？

他把他对我讲过多次的一套理论，又用

玩世不恭的样子对我讲了一遍：拼命向上爬，

当官，当更大的官，难道是为了天天开会，忙

忙碌碌？如果是这，谁会干？资产是国家的，资

源和分配权却是在我们这些人手里攥着，给

谁不是给？你说呢？

他说，这些个被父母寄予厚望的莘莘学

子，上重点，读名校，将来考上公务员的，当上

大老板的，都只是图个天天开会，图个依法纳

税？谁不想有个舒适安稳的枕头呢？可舒适和

安稳不会总在一个枕头上。其实上头也不往

前……多想几步，与其抓走一个吃得差不多

饱了的老鼠，又放进来一个饿着肚子的，会发

生什么，鼠性都一样……

我实在没心情再听他讲这些劳什子，这

时，刚好有电话打给我。那个税务官果然到了

我的别墅，问我现在在哪里？我清楚地告诉了

他我现在的位置。我收起手机，对我的朋友

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说正事儿。看见热茶的

烟雾后面有他的一丝笑意闪过。

其实我知道他今天即便把钱付给我，那

些钱也不再是我的了。这一点，我很清楚。但

我还是要把话题拉回到那批未付款的古董上

来。其实，他后面的说法也符合事实，他说，我

问过两个专家，你知道我的人脉很广的，都说

价格高出市场价太多了，收藏还可以，如果变

现怕是到我死的那一天也卖不出你给我的那

个价钱。

我没说话。我不能直说，说你的钱取之于

民应该归还于民，更何况我也是人民中的一

员，价格就依据这个想法被我定得离了谱。难

怪他接着又说了一句他真正想说的话：就是

尾款不给了，我是说假如，就是不给了你老兄

也赚了不少，命中没有的就是不该赚的。你说

我说的对不对？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口袋里传出了咔的

一个声音。他听见了，警醒地自言自语，又像

是在问我：是什么声音？我知道我们到了此

时，都该结束了。

我不想再去谈那些致命的古董，找了一

些我们两个人共同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读书，

比如旅游，比如女人，一直到听见有人敲门，

才终止了我们情投意合的热烈的讨论。

我的朋友去开了门，税务科长腆着回锅

肉肚子，走了进来，说明是来找我的，他身后

跟进来的还有两个警察，直把目光看向我。由

此可见，局里的那个朋友才是朋友，情报准确

无误。

办了手续，跟他们走到屋外，我的债务人

对我说，再见了朋友，事情大不了，多多保重！

我冷笑了一下，也同样说道，我也希望能再见

到你，别忘了你的欠条还在我这里，拜托你把

我的那些宝贝保存好，但我想是不会在这里

再见到你了。

在鸣叫着行驶的警车上，税务科长没话找

话，东拉西扯，夹杂着一些安慰我的意思。我没

有心情再讲话了，把那张欠款字据和录音笔从

口袋里掏出来，说明了几句，交给了他们，车上

的我们相互看着，便都不再多说什么了。

别墅通向另一座别墅
姻（四川）臧瑾

乡下的城里的院子
姻（四川）臧瑾

■（四川）薛鹏

姻（四川）白文章

预想胜利
潮头放歌玉

农村干部不容易（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