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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堂哥散步回家，行至小区门

口，偶遇楼顶邻居下班回来，她对着楼

下对讲机和女儿言笑：“欣欣乖乖，把

门儿开开，快点开开，妈咪要进来！”对

讲机中传来女儿稚嫩的童音：“不开不

开，我怎知你是不是一只大灰狼呢？我

看这么办，你把尾巴伸出，让我看看到

底有木有？”妈妈苦笑，我们俩立于邻

居身后，兀自微笑。

小区的游乐场中，若干孩子在玩

孩提常玩的“过家家”。一位小女孩忽

哭闹起来，身边的孩子立马向前围拢，

“母亲”将自己的美食给她，“父亲”安

慰道：“不要哭哦，我带你去玩碰碰

车。”另一位小男孩反倒默然，迅速跑

到近旁的玉兰树下，偷偷采了一朵粉

白的玉兰花，折回将花插于女孩的发

间，开怀吟唱：“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

的花……”我静静地远观，兀自微笑。

回家路途，一位貌美女子双手扶

着一位颤巍巍的老人家，边行边嗔怪：

“老爸，您为何又偷跑出医院呢？医生

不是让你好好静养么？还跟街邻对弈，

还背着我抽烟，为何那么不听话呢？”

老人颔首低眉，乖乖地不言语。近旁一

位年轻父亲，拉着他小儿的手，也边行

边训：“放学还不马上回家？还跟小朋

友打闹，还把班级的窗玻璃打碎了，为

何那么不听话？”小儿撅嘴，也不言语。

两对父子不经意擦肩而过，我仍独留

原地，兀自微笑。

堂哥到车库停车，我们行至车库

门口，传出洪亮的歌声，时而是粗犷的

男声唱腔：“我已开始练习，开始慢慢

着急，着急这世界没有你……”时而变

换成动听婉转的女声：“后来，我总算

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

失在人海……”歌者是一位年轻的清

洁员，他一手抓着抹布用力擦车，另一

手紧握一只空矿泉水瓶作话筒。独唱

忘情而投入，仿若整座地下车库都是

他自己的舞台。想起一句话：心有多

大，舞台就有多大。我坐于堂哥的小车

中，兀自微笑。

某天逛街，一手拎着新买的吉他，

一手把帮堂哥新买的洗菜盆放到地上，

一个人停于路边，等大嫂和堂哥一块从

超市出来。一位老太太路过我跟前，忽

而停下，摸了口袋半晌，掏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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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硬币，

丢到我的盆子中，同样不说话，转身缓

缓离去。我怔了半天，不觉恍然大悟，想

必老太定把我当作街头艺人。遂用那
!

块钢 ，买了一块雪糕，品尝因了怜悯

和爱意收获的美味，兀自微笑。

在滚滚红尘中走走停停，或许我

和你一路同行，也或许和你擦身而过，

但你的童趣，你的疯狂，你的温情，你

的怜悯，皆在我心灵的湖镜上，投下零

碎的倒影，让我在繁琐而满怀温馨的

平淡日子里，兀自微笑，阳光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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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的背后

究竟是什么？

7月 15日上午，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宣

判，判处去年 8月在本市新城南都杀害无辜

母女案元凶王国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 ! ! !

被告席上的王国卫一副漫不经心

的表情，不时抖抖腿，瞟一眼天花板

……审判长宣布：“决定执行死刑，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死囚依旧表情冷

漠，眼神空洞游离，俨然一具行尸走

肉。
56

岁的人生怎会走向毁灭？残忍

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宣判前在看守所

以聊天的方式与他长时间交流，死囚

内心深处的东西在宽松的氛围下才能

真实流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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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因殴打无辜，强

拿硬要，以流氓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三个月，这件事对你后来有影响吗？”

“感觉周围没对我歧视，又不是偷

偷摸摸，年纪细不懂事，欢喜野勒外

头，野勒外头就要打架闹事，从小就不

愿意蹲在家里。”

“为什么不愿意呆在家里？”

“家里蹲不下去，娘老子除了上

班，在家就相骂打架，小闹天天有，大

闹三六九，我上课做作业都不定心，心

里总归乱毛毛格，放学不想家去，不是

同学家就是寻个地方做完作业，白相

到天黑再家去。再大点吃则夜饭就出

去，到老晚家来就拱进被头，省则听他

家吵。记则小辰光一个大清老早被他

家吵醒，也不弄早饭给我吃，我背背书

包去上学，走出一段路他家打起来哩，

我一看不对，就去找老伯伯，说我家娘

老子又打起来哩，你快点去劝劝吧，我

要上学哩。我吃则官司家来就怪娘老

子：就是怕听你家相骂老野在外头弄

出来格事体。

娘老子脾气都倔，全是鸡毛蒜皮

格事体，吵了几十年，一个不饶一个，

我基本站在娘一边。等年纪大哩吵不

动也打不动哩才好点，结果老娘生癌

症哩，
1#

来岁年纪又不大，我想跟心

情有关，老子也开始肉痛她哩，天天陪

则一直到老娘走。现在家里就我跟老

子，没话说，就这样他还要留我住家

里，管好则我，怕我出事，结果还是没

管住，
5#

好几的人哩，要好自家好，别

人是管不住格。”

“说说你的工作和日常生活。”

“初中毕业就学了模具工，一直

在厂里干。判刑回来还是做模具，技

术工，工资还好的，过过也蛮好格。三

四年前得了甲亢，浑身没力，就不上

班哩，在家上上网炒炒股，俱乐部搓

搓麻将，来头不大，后来跟朋友去赌

博哩，赢点钞票用用，输的多，最多时

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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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多赌债。那天带着刀到新城南

都就是去寻欠我赌债的老阿姨要钞

票格，结果撞上浙江女佬（被害人）。

如果天天上班就没时间赌博，不赌博

就不会欠债，不欠债就不会发生这桩

事体哩。噢，还有不跟老婆天天在一

块，她上班离娘家近，带小佬就住那

边，我双休过去，或者她带小佬家来，

工资不交老婆，所以她一直勿晓则我

勿上班，要天天住在一道恐怕要好则

多，我有点怕老婆，怕老婆是桩好事

体。”脱离了正当职业终日游荡社会，

好逸恶劳，沉湎赌博是许多违法犯罪

的诱因。

“可以说说妻子和女儿吗？跟妻子

感情好吗？”他沉默不作声，不急于他回

答，给他点时间，审讯室安静得能听到

他的喘息，良久他抬起头，眼眶红了：

“跟老婆感情蛮好的，她没嫌弃

我上过山嫁给我，她中专毕业，人也

漂亮佬，家庭条件和工作各方面都比

我好，对我对我娘老子都好，是一个

好女人。丈母家（人）对我都好，蛮好

一个家硬给我作落格咧，最对不起的

是老婆。本来还想带老婆女儿出去转

转（旅游），下辈子吧。”说这些时他表

情很伤感。

“这辈子最幸福的是什么事情？”

“最幸福的是老婆养则女女，是顺

产，说缺水，我起个带水的名字，女女

上一年级哩，今年春节在这里（看守

所）过的，特别想小佬想老婆，经常梦

见女女，女女跟我很亲。”他眼眶里有

泪水，看我端详他，低下头去。

“杀害
"

岁女孩时想到你的女儿

吗？杀人第二天你带着女儿上街玩，是

不是想最后给孩子一点父爱？”

“杀女小佬格辰光没想那么多，她

一直叫，怕被发现就杀了她，脑筋空白

佬。判刑家来十五六年除赌博外没犯

过事体，勿晓则哪会这样残忍。我赶紧

带女儿出去转转，买点吃格白相格，让

她开心开心，最后留点美好给小佬。”

“平时看书吗？看不看法律报刊杂

志？”

“欢喜看书的，有文化馆借书证，

经常去借书，捞到嗲看嗲，法律方面

的不大看，欢喜看《知音》、《读者》，买

则看。”

“我也喜欢看《读者》，真实感人，

边看边流泪，多少年后还记得内容。你

有过这样的感受吗？还记得内容吗？”

他点点头：“感动应该有过吧，勿记则

内容哩，看过就忘。”他那眼神里寒气

逼人的冷漠是骨子里的，自幼亲情淡

漠，情感需求处在低层次，无法深切感

受丰富高尚的情感元素，不懂珍惜美

好的亲情家庭。

“你残忍杀害手无寸铁的母女，而

且至今为止坚持不赔偿被害亲属一分

钱，没有一丝悔罪赔罪，感觉你是一个

极端冷血的人，实事求是评价一下自

己。”

“外界都当我是个凶狠的人，我

不辩解。周围邻居对我的口碑还好，

因为我不惹事，跟朋友相处蛮爽格，

吃点亏不要紧，要弄毛则我会不顾一

切。欢喜在外头自由自在，不恋家不

受约束，吃喝玩赌，虽然不嫖，但也不

能算是个好人。我也没嗲钞票，看不

惯富人，那女佬算不算富人我勿晓

则，看她家里装修档次比我有钞票，

所以对她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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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宣判死刑后与他再作

短暂交流：“判死刑是预期的，到时候

想见家人吗？”“见见阿哥和老子吧，叫

老子好好保重。老婆小佬不要见了，其

实最想见的是她俩，见了对她俩没好

处，特别对小佬。我问过刑大（承办

人），说要两年左右了结（执行死刑），

太慢哩，还要过一个年，长痛不如短

痛，尽快了结掉，好让她俩尽快忘落

我。希望她俩离开常州，到我阿舅那边

去，他在外省做生意蛮好格，换个环境

一切重新开始，我也就放心哩，就这个

心愿。”

目送他上了囚车，他转身向我点

点头，咧嘴笑了笑，眼神忧伤而绝望，

濒死者对亲人的不舍，对生命的留恋，

昭然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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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街头，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我

的名字，熟悉又陌生，回头竟是宇航，心

像无懈可击的琴音，瞬间走了半音，呆愣

在那里，一时无语。

“你现在还好吗？”宇航的声音柔情

如水，依如往昔。

宇航是我的初恋。认识宇航是几年

前，他是我所在公司的负责人，开朗热

情，行事干练，且富有进取心。我始终安

静地工作，见人腼腆，像空气一样存在在

公司里。宇航对我的好感却呈蔓延趋势，

有时工作晚了，宇航坚持送我回家，他望

我的眼神常常是温存的，我外表宁静其

实内心有着斑斓的热情，我们自然地进

入了剧情，那时爱的光芒充溢着生活的

每一个角落，如今回味起来依然有淡淡

的菊花香飘。

后来我发现宇航办公室里莺声燕语

不断，有的姿态袅娜，有的风雅宜人，我

什么也不说把一切积压在心里，心里很

沉有隐隐的痛，常有天淡夜凉月光满地

的惆怅，宇航常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有

什么心事吗？”脸上一副若无其事、没心

没肺的表情。

一个飘着细雨的暮春，我离开了宇

航。

“你好像比以前瘦了！”宇航眼神里

依然透着温和。

我和宇航风轻云淡地说着，我现在

的心情很平静，可见时间会使一切黯然

褪色，曾经眼中的唯一风光，渐渐淡成背

景。宇航看了一下表，说已到午饭时间

了，我们随便吃点吧，我也大方地答应

了，经过婚姻的洗礼，我已不是当年动不

动就脸红的小姑娘，变得落落大方了。

席间，宇航低低地问我：“想过我吗？

为什么一下子从我身边蒸发了似的消

失。”本以为自己心如止水，但蛰伏在心底

的琴弦还是响起了回音，心里五味杂陈。

“我真的从心底喜欢你，这些年念的

仍是你，喜欢你身上浸润的文化气质，那

些女孩和我在一起，还不是看重我的职

位，从中讨些好处。”我温婉地笑了，多少

前尘往事，芬芳的旧梦，美丽与哀愁，如

倒流的江水进入心底，美妙的涟漪又扩

散远去，刻意忽视，刻意忘记爱情，就那

么堪堪地错过。

“说这些也没用了，都已围城里的人

了。”我沉静地说。宇航点头称是，嘴角有

一抹淡淡落寞的笑容。

后来宇航常打来电话，说一些温存

的话语，介于矜持和暧昧之间。我对自己

的婚姻说不上满意，老公谈不上优秀，但

是他很疼爱我，时间长了滋生了一种亲

情，这也许是爱情最好的归宿，我不想节

外生枝，只想做个安静的女人。

宇航从电话中感知我的漠然，他发

短信解释说，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只

想和你做朋友，我是非常怀旧的那一类

人，要知衣服新的好，朋友还是旧的好，

这是莎翁的名句。窗外淅淅沥沥地下着

雨，我好像感觉出宇航湿漉漉的心情，

我的心软了，软得像棉花糖，不知怎样

回拒他。

曾经触及心灵深处的爱情，转化为

平淡的友情，我一再问自己能否做得到，

会不会刀尖上舞蹈，来模糊自己的心灵。

宇航常和我联系，常问及我老公的

人和事业，似乎他在想这之间做一下比

较，也许这是人的心理潜意识。我说宇

航，你关心我老公比关心我还甚。他笑

了，漫不经心，他双手抱紧自己，望着天

空，显得那样孤独，我似乎看到他眼里蒙

着的一层雨雾。

繁华落尽不过浪淘沙，恩怨过后还

是情难却。当爱已成往事，在爱恨徘徊边

缘，是非恩怨能否转身即空。

一次，宇航约我去咖啡馆，他的声音

有着醉意的伤感，不容我拒绝。我担心宇

航会有什么意外，匆忙赶到。宇航低头沉

默地坐着，眼神清凉如水，落日的余辉，

透过玻璃洒在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

落寞。说不出的落寞，一滴一滴，滴在我

的心湖上，他用眼神示意我坐下。

他低低地说，你静静地坐在我身边，

这样我又感觉自己回到了过去，感觉很

温暖。玻璃窗外，行人匆匆，一片树叶在

空中旋转几下，又倏然落地。我感觉到一

股感情的暗流在涌动。

毕竟岁月回不去，还有那时的场景

那时的人，所有的哀与愁只能化作一缕

轻烟。经营好家庭，远比维持与旧爱的友

情重要得多。其实爱情很难转变成友情，

即使转变成功，也是对自己的轻率，也伤

了真正的爱你的人。

再见宇航，已是陌路，我知道沉默是

最好的回答。我仿佛看到宇航的眼神，像

秋风过后的原野一片荒芜迷茫，但是我

一再叮咛自己不能回头，一任心湖里飘

起了微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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