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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解释

8

她曾经许愿他能用
这样的眼神看一次
自己，一次就好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
出版时间：2017年5月
简 介 ：一 桩 离 奇 越 狱

案，22 个逃犯流入街头。他
们随时都可能再度作案，成
为南安市居民难以入眠的
噩梦。重重压力之下，一个
尘封已久的神秘组织“守夜
者”获得重启⋯⋯3 个月，22
个逃犯，1 个神秘杀手，在这
场倒计时的追捕游戏中，谁
才会笑到最后？

《守夜者》

作者：法医秦明

《妈妈离婚记》

作者：毛冷瞪

出版社：鹭江
出版时间：2017年7月
简介：小五的母亲卢月

突然向丈夫徐建国提出离
婚，小五努力撮合父母重归
于好，却发现母亲身边有个
隐藏多年的暗恋者，父亲找
了一个比自己大不了几岁的
新女友。就当小五觉得一切
都不可挽回的时候，事情却
又有了新的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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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朗忍不住凑过来，读着屏
幕上的文字：“这是⋯⋯昨晚的
事？”

“是啊。”萧望说，“从昨天晚
上开始一直到现在，派出所六个
警组，除了两个警组交替接警值
班以外，其他四个警组的人马全
部 取 消 休 假 压 到 这 个 案 子 上
了。”

“你没去？”
“所长说信息采集室不能离

人，没让我去。”萧望说，“这个案
子，我还不太了解，只是听出警
回来的师兄们说过两句，入室偷
孩子，这倒真是不多见。我本来
想进办案协同系统看看这个案
子的具体情况，没想到刚打开页
面，电脑就崩溃了。”

“入室偷孩子啊⋯⋯”萧朗
揉了揉鼻梁，“这个人胆子好
大。”

唐铛铛也被勾起了兴趣，她
好奇地看看桌面上的系统窗口：

“所以，警察的办案系统都已经
联网了吗？”

“十五年前，基本就普及公
安网办案了。”萧望指了指旁边
的档案柜说，“但法律手续上也
还是需要实体文书的，那里面就

保存了派出所二十多年里办过
的所有案件。”

“这么多啊。”唐铛铛感叹。
她将远眺的目光收回，再落到萧
望身上时，萧望却已经专注地看
起了屏幕。从小到大，每次萧望
认真地做着什么事的时候，他那
种专注的表情总是让她心跳加
速。她曾经偷偷许过愿，以后一
定要让萧望用这样认真的眼神
看一次自己，哪怕一次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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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朗都看在眼里。他知道
哥哥一直是个要强的人，想做的
事，无论如何都要做到。萧望的
电脑一修好，他的心就已经跑到
那个偷小孩的案子上了，就算拉
他去吃饭，他的心也不在那儿。
于是他咳了几声，成功吸引了两
人的注意力，然后笑道：“哥，我
知道你这会儿满脑子都是这案
子。中午这顿饭，你可以不跟我
们出去吃，先欠着，没事儿。但
是，今天有人大清早起来炖了汤
给你，你要不尝一下啊，某人可
能就要哭了⋯⋯”

“喂喂，谁会哭啊⋯⋯”唐铛
铛脸一红，不打自招。

萧望笑了。他接过唐铛铛
手里一直提着的保温壶，一层一

层揭开，直到一壶热腾腾的排骨
汤出现在面前。看得出来，唐铛
铛的确费了不少心。

“没想到铛铛都会自己做饭
了。”萧望感叹。他小心地从保
温壶里盛出一碗来。

唐 铛 铛 又 是 得 意 又 是 害
羞。萧朗一边附和，一边觊觎着
哥哥碗里的汤：“是啊，小时候唐
铛铛老来咱们家蹭饭。我妈可
说了，你吃了我们家饭，以后就
是我们家的人了。”

“说什么呢！”唐铛铛的酒窝
都快燃烧起来了，她伸手打开萧
朗跃跃欲试的手，“你着什么急
嘛，能不能让你哥先喝完这一口
啦！”

萧朗偏要捣蛋。从小他就
觉得东西抢着吃最好吃，但哥哥
总是让着他，于是他只能跟跑来
他家玩的唐铛铛抢吃的，虽然最
后每次都免不了被母亲训斥一
顿，他还是乐此不疲。或许他就
是喜欢看到唐铛铛那么紧张在
意的样子。

但这次他似乎玩过了火。
萧朗躲开唐铛铛的那一刻，不小
心撞上了旁边的档案柜。萧朗
不像他哥哥那么瘦弱，这一撞，
整个档案柜都被撞得一晃，摇摇
欲坠。萧朗和萧望眼见不妙，赶

紧伸手去扶，但已经来不及了，
不仅没有扶住档案柜，反而打翻
了办公桌上的保温桶。第一个
档案柜哐当一声向后倒去，撞得
后面的几个档案柜像多米诺骨
牌一样，逐一倒下。档案柜里的
档案哗啦啦全部散落了出来，而
一桶热汤一股脑儿地全部浇在
散落出来的档案上。

几个人一下子都傻了眼。
“怪我，怪我，我来收拾。”萧

朗第一个蹲下身去收拾档案。
唐铛铛也跟着蹲下来，一声

不吭地捡起档案来。房间里弥
漫着排骨汤的香气。她越是不
说话，萧朗就越是心慌。

萧望赶紧把两人都劝起身
来：“好啦好啦。都别忙了。这
里的事儿，你们都别管了。”

“可 是 萧 望 哥 ，这 么 多 档
案 ⋯⋯”唐铛铛心疼地看着一
地的狼藉。

“没事。你们不知道这些档
案的顺序，在这里也是帮倒忙。
一会儿其他人回来了，看到你们
在这里忙活，还得跟我说说文档
保密的事呢。我比你们熟悉这
些档案的位置，一会儿就弄好
了。”

“可是⋯⋯”唐铛铛还想说
点儿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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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阿姨叫我崽子也算是叫
了二十多年，我早就习惯了。谁
曾经不是个崽子。

我妈对我说：“你没交过男
朋友，你不知道，跟一个傻了巴
唧的老爷们儿过日子，有多少委
屈受。他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
迁就。谈恋爱的时候，我跟你爸
三天一大吵，五天一小吵。你爸
那时候年轻气盛，有点二百五。
我一直一直都想分手，直到我怀
了你，这辈子跑不了了。我就
想，吵过这么多架，都没有用。
道理都说不通，还不如不要吵
了。既然要过一辈子，那就把委
屈都忍了。吵一架还这样，不吵
架也这样，吵架还伤感情，还不
如别吵架。所以我再也不跟你
爸争，什么都让着他。他的毛病
我也不说，他早晚自己能发现。

“小五，你估计没看出来，妈
妈是个大醋罐子。你上初中的
时候，有个迈阿姨来咱们家吃
饭，你记得吗？她年轻漂亮，又
聪明又机灵，给你爸爸当助理，
你爸爸整天回到家夸奖她，三天
两头请她吃饭。其实你爸老实，
他不会干对不起我的事，只不过
心眼子太实。”

“ 什 么 心 眼 实 ，那 是 缺 心
眼！”马阿姨插嘴道。

我妈没理她，继续说：“这些
事妈觉得跟你说太丢脸。可是
仔细想想，你这孩子从小就懂
事，什么事都看得透透的，我也
不把你当小孩儿了。后来呢，那
个迈阿姨以为你爸爸在追求她，
就对你爸动了心。

“你爸又说他没那意思，这
下子小姑娘受不了了。本来没
多深的感情，一发现自己自作多
情，这感情就变得情深似海了，
要死要活了。于是她就开始大
肆地追求你爸爸，要么就撒娇，
要么就以死相逼，你爸爸什么事
都回来告诉我。

“那时候你爸爸也有点动
摇，不是为别的，他是觉得这小
姑娘太可怜了，对他感情那么
深，他要是回绝人家，人家真的
上吊自杀怎么办？结果呢，人家
小姑娘整天缠着他，他又一天到
晚地跟人家促膝长谈，经常喝茶
聊天到深夜，人家更觉得他其实
有那意思。这事情纠缠不休，直
到后来，姑娘耗不下去了，非要
你爸给她一句准话，逼他离婚，
不离婚就自杀。你爸这才烦了，
跟她发火，姑娘打了他，他觉得
颜面大失，开除了她，断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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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这么多年的事里，
我拿出一件闹得比较大的给你
讲。不知道你能不能想象到，我
是他的妻子，从那姑娘第一次
来，我就看出她不对劲。可是你
爸不管，硬要跟她来往，出了事
又不当机立断，而且什么事都回
来跟我讲，话里话外都是欣赏
她，疼惜她。这事儿两说，一来
他什么都跟我说，也算值得信
任；可二来，当人妻子的人，整天
听这话，心里跟被刀割被火烧一
样。我多想发顿脾气啊，我多想
威胁他说再不断就离婚啊。可
是我知道没用的，一句难听话都
没说。直到现在你爸还没事就
提起这个小迈，还在说她年轻的
时候真漂亮。

“这样的事儿，这些年出得
太多了。你爸人不坏，只是缺心
眼。”

我听得都心肝疼。我交过
男朋友，只不过我妈不知道罢
了。我的男朋友多看别人一眼
都不行。若是我男朋友这么折
腾，我一定大嘴巴伺候，狗屎扣
在他头上，扬长而去。

我爸确实常常在我们家夸
奖别的女人漂亮，还顺便贬低一

下我妈。我一直觉得我妈脾气真
好，从来没想到她心里也憋着火。

我妈说：“这事啊，放在哪个
男的身上都一样。哪个女人不是
包揽家务还要上班，哪个女人不
是受了欺负，说了还要遭嫌弃。”

马阿姨扬声道：“我家老王
怎么就不这样？”

我妈说：“那是你命好。”
马阿姨又说：“你妈生病，高

烧不退起不来床，你爸还让她做
饭，帮他熨衣服，连杯白开水都
不给她倒。你妈腰不好，疼得晚
上睡不着觉，可是这么多脏活累
活粗活，什么时候你爸沾过手？”

我妈说：“小五，妈不是觉得
委屈。你以后再大点就知道，天
下乌鸦一般黑，你爸这么老实不
乱搞的男人，天下难找。他其实
也疼我，对我也好。我感冒发
烧，觉得冷，他一个晚上搂着我
睡，一点不怕被传染。只不过，妈忍
了半辈子，在家里没说过一句想
说的话。这些原本都不是事，可
是⋯⋯”她脸红了：“现在我到更
年期了。有时候小七多叫几声，
我都烦得要死。你不知道，上次
我擦灶台，一块油擦不下来，结果
我突然失控，把碗砸了好几个。”

我瞠目结舌，心想怪不得我
最喜欢的那个碗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