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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在县城打工的孔莹回家，孔老二

偷偷问她：“假如我和你妈离婚，你会同意

吗？”孔莹看看父亲说：“老都老了，还说离婚

不离婚的，你想离就离，我不管。”孔莹嘴上

说不管，转身下楼就问杨淑琴：“爸要和你离

婚？”杨淑琴一愣：“谁说的？”孔莹说：“当然

是爸说的。”杨淑琴手一抖，拎在手里准备挂

墙上的灰白色棉袄差点儿掉地下。

杨淑琴想上楼去问孔老二，心里到底在

想什么，是不是除了离婚，再无别的路可

走？可走到楼梯口，她还是停了下来。其

实，杨淑琴在和孔老二第一次离婚再复婚的

时候就想到可能再次离婚。只是二十年过

去，她已经和所有结了婚的女人一样，只想

安安稳稳过下去，至于其他，正如电视剧里

经常说的“明天和意外谁也不知道哪个先

到，过好一天是一天”一样，不想想，也懒得

想。现在听孔莹说孔老二想离婚，她震惊，

想不明白，可再细想，就只有伤心，没有愤怒

了。确实，这些年自己过得不易，孔老二也

过得更不易。

孔老二是杨淑琴的第二任丈夫。同样，

杨淑琴也是孔老二的第二任妻子。孔老二

初中毕业那年，刚好赶上姐姐姐夫北上石家

庄卖布，他就跟着去长长见识，开开眼界。过

了两年，姐姐姐夫回来了，孔老二却留在石家

庄，成了当地一家棉纺厂供销科的供销员。

让孔老二留下来的是车玲玲。车玲玲

比孔老二大两岁，是棉纺厂的挡车工。棉纺

厂男少女多，长相不错的孔老二无疑是众多

单身女孩的目标。车玲玲就是其中一个。

孔老二和车玲玲领了结婚证，婚姻合法

经营后，因荷尔蒙触发的激情也像潮水一样

慢慢退去，以前被性忽略和掩盖的缺点，礁

石一样显现出来，还无法改变。吵闹就成了

日常。有一次不知是谁先动的手，最后吵架

演变成了菜刀和扫把的混战，把闻讯赶来劝

架的车玲玲爸妈吓得面无人色。事后静下

心，两人对婚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了认

真的分析，认为既然缘分已尽，不如趁着年

轻没有孩子，分了。

离婚后的孔老二，决定返乡回家。孔老

二的姐夫托人在镇纺织厂给小舅子找了份儿

机修工工作，后来厂长听说孔老二在石家庄

的棉纺厂做过供销员，就把孔老二调到了供

销科。孔老二有原来在棉纺厂时候的客户资

源，因此，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供销科长。

孔老二和杨淑琴的重逢，用杨淑琴的话

来说，是命中注定的缘分。杨淑琴是孔老二

的初中同学，还是同桌。那天杨淑琴去纺织

厂问还招不招工人，正好碰上孔老二。两人

愣了许久才互相认出对方。有着同学这层

关系，杨淑琴没去车间做挡车工，而是做了

仓库保管员。

因为工作关系，杨淑琴和孔老二的接触

比较多。时间一长，孔老二突然发觉，自己

和杨淑琴不但知根知底，而且都是离婚独

居，如果是两家合一家，也在情理之中。当

他把心里的这个想法找了个时间向杨淑琴

表白之后，杨淑琴思考了几天，答应了。就

这样，杨淑琴带着六岁女儿张琳和孔老二住

在了一起。

孔老二想办场婚宴，也算是昭示“主

权”。可杨淑琴说：“两部旧机器重新组合，

婚宴办与不办一个样，不如用办婚宴的钱租

间房子开店，我也不用去上班挣死工资。”孔

老二想想也对，就依了杨淑琴，到镇上租了

间门面房，开了家服装店。

刚结婚的时候，杨淑琴说，把张琳改成

孔琳吧。孔老二说，不用改，还是姓张吧。杨

淑琴想想也好。过了两年，杨淑琴又生了一

个女儿。杨淑琴说：“老二，对不起。”孔老二

笑着说：“这有什么对不起的，挺好。”杨淑琴

说：“给女儿取个名字吧。”孔老二说：“就叫孔

莹，张琳孔莹，多美的名字，多美的姐妹。”

孔老二和杨淑琴的生活，说不上是恩爱

有加，但也算是平平淡淡。只是在孔莹两岁

的时候，孔老二突然提出了离婚。孔老二毫

无由来提出离婚，无异于晴天霹雳，把杨淑

琴炸得七荤八素，等她清醒过来，开始做各

种的挽救。只是孔老二不知吃了什么药，死

不松口。有人问孔老二为什么要离婚，孔老

二说：“我不爱她了。”这五个字说得铿锵有

力，把人震得脑袋嗡嗡直响。

只是让人大出意外的是，两人离婚没半

年，又复婚了。至于为什么复婚，孔老二没

说，杨淑琴也没说。谁料，二十年后，两人又

离婚了，让人想不通。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这

次离婚，杨淑琴并没有像上一次那样反应剧

烈，而是像个没事人一样，依然天天乐呵着。

孔老二在离婚后的第二天不声不响地走

了。他的老朋友，原来镇工业办公室的任主

任给他打电话、发微信都没回音，就去找杨淑

琴。杨淑琴说：“他的脾气你还不知道，不想和

你说的事坚决不说，不过肯定不会有事的。”

任主任和孔老二的姐夫关系不错，当初

孔老二从石家庄回来进镇纺织厂，他姐夫托

的就是任主任。后来，孔老二为了感谢任主

任，特意摆了酒席表示感谢。应着这层关系，

孔老二一直把任主任当恩人，而任主任却把

小他十来岁的孔老二当弟弟。用任主任的话

来说，孔老二在他面前是赤身裸体，毫无隐

私。可这次的杳无音信，把任主任的脸“打”了。

过了两个多月，任主任突然接到了孔老

二的电话，说已经回家，想请任主任一起喝

个小酒，算是对自己这段时间的不辞而别认

个错、赔个罪。

孔老二家在农贸市场边上，两开间的三

层小楼。这是镇上早几年规划的自建房。

杨淑琴的服装店在一楼，二楼是厨房、餐厅

和卧室，三楼一直闲置堆放杂物。这次和杨

淑琴离婚，孔老二把一楼二楼留给了杨淑

琴，自己住到了三楼。

两人上了三楼，从杂物间里隔出的客厅

小方桌上，放着两瓶花雕酒，一盘酱爆螺蛳，

一盘白切鸡，一碟花生米和一盘泡椒凤爪。

这些都是孔老二和任主任最喜欢的下酒菜，

是杨淑琴为他们准备的。

酒一人一瓶。孔老二等任主任倒满酒

后，端起酒杯说：“任主任，我知道你想说什

么。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和车玲玲离婚后没

多久，我突然生病住院。车玲玲不知从谁那

里知道了消息，就赶到医院陪护我。说实

在，我经常回忆在医院的那段时间，真的比

以前任何时光都美好。我以为，等我出院

后，我们会复婚，结果，她仿佛换了一个人，

对我不理不睬。我去找过她好几次，也给她

写过好多信，还托她的朋友、我的朋友去做

工作，她始终没有松口。说实话，车玲玲的

这次举动，成了我后来和别的女人交往中无

法跨越的门槛。我只能放弃。回来后，我碰

到了杨淑琴。在和杨淑琴的交往中，我发现

她和我一样，心里也有一个结，就是对她前

夫依然放不下。这样的结果，让我产生一个

想法，索性和杨淑琴结婚，说不定负负得正，

两人心里的结就过去了。可当结婚后才发

现，无论是杨淑琴还是我自己，心里的结不

但没有解开，反而是越结越实。有一次，我

去北京出差，火车经停石家庄的时候，我满

脑子都是车玲玲。我马上下了车，找到棉纺

厂，问了几个曾经的同事，我才知道车玲玲

已经辞职去一家药店了。我转了大半天，最

后终于在城北离她家十来里路的一家药店

里找到她。在看到她满脸惊喜、激动和着泪

水在我面前一览无余的那一刻，我突然明

白，所谓的爱情，不是以前认为的肉体结合，

而是相互的牵挂和互相的退让。也就在这

一次，我才知道，车玲玲是在我回家后才发

现怀孕的。为了给孩子也给自己一个新的环

境，她从棉纺厂辞职来了这偏僻的药店。说

实话，在我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我就决定和杨

淑琴离婚。回家后，我把去石家庄的过程毫

无遗漏地和杨淑琴说了。本来我以为她会同

意离婚，谁知，她坚决不同意。我问她为什

么，她说丢不起人。听她这么一说，我说我离

婚既为我自己，也为成全你，你别以为我什么

都不知道，好聚好散，谁也别说谁的坏话。

我说了这话，杨淑琴才同意离婚。结果，当

我带着离婚证书找到车玲玲，车玲玲却告诉

我，她已经准备和男朋友结婚了。看着一脸

喜气的车玲玲，我买了张火车票直接回家。

见到杨淑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愿意复婚，现

在就去领结婚证，就这样，我们复婚了。今年

春节，我打电话给石家庄的小兄弟拜年，小兄

弟突然问我，你和车玲玲还有联系吗？我说

二十多年了，一直没联系。小兄弟说，她病

了，得了癌症，据说活着的时间不会超过两

年。他还告诉我，车玲玲上次说要结婚了是

骗我的，只是为了让我不再离婚。听到这话，

我只觉得心被揪住了一样，死疼死疼。”

说到这里，孔老二叹口气说：“我就想

着，无论如何得去看望她。本来春节的时候

就想去了，可当时厂里面临关门，销售科有

很多账目需要移交，我只能等到厂子正式关

门才去。好在这次我把车玲玲的事和杨淑琴

说了后，她没有多说就和我离了婚。”孔老二端

起面前的酒杯，一口喝干后说：“我这次去石家

庄是去照顾车玲玲的，我已经把要和她结婚

的想法说了出来。谁知，车玲玲死活不同

意。我这几天在电话里、微信里天天做她的

工作，她终于松口，同意和儿子商量商量。”

任主任笑笑说：“老孔，没想到你隐藏得

这样深，尽管我对你对待感情上的事有些看

法，但这并不影响我和你朋友之间的感情。

来，我敬你。”

车辙陪着母亲车玲玲过来了，孔老二不

愿意杨淑琴跟着他一起去接车玲玲。杨淑

琴说：“就你想法多。”

车辙把母亲送到后，呆了两天就回去

了。车玲玲跟着孔老二一起把车辙送到县

城火车站，孔老二看着和他一个模子里出来

的儿子说：“安心回去，你妈我会照顾好的。”

车辙说：“我从小到大，对你有怨但从没有

恨，这和我妈只说你好不说你坏有关，你别

负了我妈。”孔老二满脸愧疚，不知道该说什

么，只能连连点头。车辙知道，母亲留着的

钱不多，于是趁车玲玲不留意，把车玲玲给

他的银行卡塞进车玲玲的包里。

孔老二把房间让给了车玲玲，自己则在

隔壁客厅放了张单人床。车玲玲想和他换，

孔老二说：“换什么，你是客人，当然要住好

的。”杨淑琴看孔老二忙碌不停，就说：“住一

起就好了，干嘛搞来搞去的，麻烦。”孔老二

笑笑，车玲玲也跟着笑笑。

杨淑琴把多年未用的煤饼炉子和药罐

找出来，洗刷干净，又从卖煤饼的黑炭那里，

买了三四十个煤饼，堆在店铺后门铺了瓷砖

的台子下面。

车玲玲来的时候，带了一大袋中药。药

方是车玲玲自己开的。当年孔老二离开没

多久，车玲玲就发觉自己怀孕了。爸妈让她

把孩子打掉，还说：“本来二婚嫁人就难，有

了孩子，想嫁更难了。”车玲玲说：“不嫁了。”

怀了孕的车玲玲决定找一个没人认识

她的地方，安安心心地把孩子生下来。刚

好，城北的济世堂中药店在招营业员。济世

堂不大，只有两间店面，靠墙是一整排的中

药柜。一张仿红木小方桌，放在离门口不远

的玻璃柜台旁，这是药店坐诊老中医黄老的

专座。黄老是中医世家，在当地颇有名气，

前年从省中医院退休后，被药店的老板聘请

来药店坐诊。黄老只在逢一三五的上午来

店坐诊半天，车玲玲也就在这几天里稍微忙

一点，平时都比较清闲。

闲着无事，车玲玲就坐在黄老的专座

上，翻看桌上的医书打发时间。结果，这些

枯燥的医书，车玲玲越看越有味。时间一

长，黄老就试着教她背药性赋、汤头歌、濒湖

脉诀、伤寒论、金匮要略、医宗金鉴，随后又

教她把脉，看舌苔，诊疗要点。黄老也会在

自己把脉诊断后，再让车玲玲把脉。事后，

车玲玲会细细揣摩黄老先生的药方，渐渐悟

出治病要点。

这次车玲玲很早就觉察到了自己左胸

部的小肿块，只是大意，以为是简单的小叶增

生，等明白过来，已经迟了。按照车辙的意

见，一定要车玲玲去医院动个手术，把肿块切

除。车玲玲说：“不行，我不能把女人身上最

重要的一部分切除。”车辙说：“那怎么办？”车

玲玲说：“我是医生，我自己能治。”车辙只能

依了。孔老二知道她生病后的做法，车玲玲

并不同意。至于孔老二想让车辙回来认祖归

宗，她是认可的。所以，她带着车辙来了。

留下来的车玲玲，每天坐在杨淑琴的服

装店里看书、煎药，偶尔和杨淑琴聊聊天。

杨淑琴问车玲玲：“你当初怎么不愿意跟着

他过下去？”车玲玲说：“老二人好，就是当初

谁都不愿意先服软。”

听车玲玲说孔老二人好，杨淑琴忍不住

又想起张国俊。张国俊在自己心中的位置，

是孔老二无论怎么努力，都替代不了的。

张国俊初中毕业后在镇上开了家自行

车修理铺。杨淑琴渐渐地对张国俊产生了

莫名的喜欢。后来，她有意无意地经常去张

国俊的修车铺。结婚后，张国俊搭了个凉

棚，把修车摊挪到门口，用空出来的房子开

了家杂货店。两人守摊管店，生活倒也过得

滋润。如果不是迷上了赌博，欠了赌债，张

国俊肯定不会提出离婚。杨淑琴一直认为，

张国俊提出离婚是为她好，为女儿好，是无

奈的，也是痛苦的。

车玲玲问杨淑琴，“你嫁给老二，他问过

你和张国俊的事吗？”杨淑琴说：“他从没问

过，倒是我问他，你怎么不问？他说，你现在

是和我在一起，问他做什么。”车玲玲笑了：

“这话像老二的脾气，你怎么就一点不生气我

的存在呢？”杨淑琴说：“说不生气是假的，可

将心比心，当初我和老二结婚，就是为了找个

暂时的依靠，只是没想到，暂时变成了长期。

当他第一次提出离婚，我不是生气，我是慌，

我是怕没有了老二，后面的日子不知道该怎

么过。再说，一个离过婚的女人，再离婚，我

也会成为别人嘴里的笑话。所以，我想方设

法地挽救。后来他跪在我面前和我说，他和

你有了孩子，而你从没因为这事找过他，他心

里受不了，他要负责。当时我说那我怎么

办？他说你有张国俊，张琳，孔莹，车玲玲除了

我，再没其他人了。这话击中了我的要害，

我同意了。只是没想到，他在你那呆了没几

天就回来了，回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复婚。”

车玲玲看着满脸笑意的杨淑琴说：“我

不想他因为我让另一个女人吃苦，只能骗他

说我准备结婚了，我知道他的脾气，他不会

做破坏我幸福的事。”说到这里，车玲玲笑

了，“我和老二的矛盾，没有实质性的问题，

都是文化差异惹的祸。”

杨淑琴也笑了，她知道孔老二说话还是

很有分寸的，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他把握

得死死的。当初孔老二提出和杨淑琴离婚，

把所有的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说“我不爱

她了”，而对杨淑琴和张国俊旧梦重温后怀

孕的意外，丝毫不向外透露，杨淑琴从心底

里感谢孔老二给她保全了面子。至于后来

复婚，也是看杨淑琴和张国俊没有复合的想

法才提出来的。

杨淑琴开始以为孔老二给车玲玲单独

整一个房间，是做给自己看的。结果让她意

外。她问车玲玲：“干嘛不住一起。”车玲玲

过了许久才说：“我始终想着你和他才是最合

适的。”杨淑琴苦笑一下，没有再说。她越来

越感觉得车玲玲和自己和孔老二，都不容易。

车玲玲住下后，孔老二也不想再去找事

做，就时常去任主任家，一起喝茶聊天，偶尔

打几圈麻将，消磨时间。

这天孔老二去任主任家，发现家里坐着

一个须发皆白、脸色红润的精瘦老头。听任

主任介绍，老头叫李明奇，懂点医术，手上还

有不少上辈人传下来的偏方。

李明奇很健谈，天南地北的，无所不

知。孔老二在李明奇的侃侃而谈中听到了

一个重点，有一种叫烙铁头的毒蛇能治疗癌

症，就问烙铁头长什么样，哪里有？李明奇

说：“这个蛇我们这边就有，就是身上有一块

一块黑色斑点的那个。”孔老二一听，明白

了，这蛇他见过。那年他十六岁。一个春末

夏初的中午，他去山上帮父亲挑柴，走到半

山腰的时候，看到一条手臂粗细的蛇，盘在

路中间晒太阳。孔老二慌得想逃，但又怕这

个蛇像母亲说的那样会追，就捡了一块大石

头，对着蛇头的位置狠狠砸了下去，然后头

也不回，拔腿就往山上走。等他跟着父亲孔

大泡下山，孔大泡被横在路中间的死蛇吓得

差点扔掉肩上的柴担。孔老二说：“爹，不用

怕，被我用石头砸死了。”孔大泡喘着气说：

“这个烙铁头狠毒的，被它咬了，必死无疑，

以后千万别惹它。”现在孔老二听李明奇说

烙铁头能治癌症，他就想，上山去抓几条，应

该不是难事。

第二天一早，孔老二背着一根齐眉短

棍，拎着一只塑料编织袋去了镇南的秦望

山。秦望山山高林密，平时除了一些探险爬

山的驴友，很少有人进出。

走到山脚，孔老二看了一番山势地形

后，决定沿着山沟中间的小溪往上走。确

实，小溪两边的植被比边上更为茂密，按照

孔老二的想法，蛇肯定也喜欢呆在这种地

方。他拿着短棍，拨弄着边上的柴草，期盼

能看到一条烙铁头。可足足走了两个多小

时，不要说烙铁头，连平时最常见的四脚蛇

也没见到。他懊丧地抡起短棍，把边上一棵

小枫树的枝丫狠狠地劈了下来。在枫树枝

丫落地的瞬间，他突然明白，拿短棍拨草寻

蛇，蛇早就被吓跑了。想到这里，他把短棍

拎在手里，慢慢地一步一步往上爬。不知爬

了多远，只觉得脚踝处一阵刺痛，低头一看，

一条棕色带着黑斑的蛇从脚下快速游过。

烙铁头，孔老二一阵激动，举起棍子，朝

着蛇游走的方向死命地砸了下去。蛇没被

砸中，手掌却被震得一阵发麻。孔老二甩甩

手，撩起裤管，看到左脚脚踝外侧有两个细

细的血洞。孔老二一阵心悸，连忙扯了一根

细藤，把脚踝上面的小腿紧紧缠住。脚踝在

急速肿胀，身子也渐渐麻木。好在身上带着

手机，孔老二还能向杨淑琴求助。等杨淑琴

带人赶到，孔老二已经昏迷不醒。

孔老二醒过来的第一句话是对车玲玲

说：“走，我们领证去。”孔老二的话，把病房

里的人惊得目瞪口呆。人们经常说，只有经

历过生死的人，才能看开一切。怎么孔老二

从阎王爷的宝殿上走了一圈，居然说出了这

样的话。杨淑琴懵了，任主任也懵了，车玲

玲更是一阵惊愕。

任主任想了许久，似乎有点懂了，他坐

在孔老二的床头说：“老孔，你和杨淑琴复婚

是对的，怎么想着和车玲玲结婚，你这不是在

耽误人家吗？”孔老二说：“任主任，我和你说

过的故事你没忘记吧，我和杨淑琴复婚，是害

了她。”任主任过了许久才说：“我理解了。”

其实，任主任还是不理解，孔老二的心

思只有杨淑琴懂。杨淑琴说：“别急，等你恢

复得差不多了，我陪着你们去。”孔老二苦笑

一下：“还是抓紧吧，我怕来不及了。”杨淑琴

说：“今天肯定去不了。”

过了两天，孔老二的精神好了不少，他

对杨淑琴说：“今天我一定要和玲玲去领结

婚证。”杨淑琴说：“你也不问问玲玲愿不愿

意。”孔老二说：“她肯定愿意。”杨淑琴看看

坐在床边的车玲玲，车玲玲把手指搭在孔老

二的脉搏上，说：“我愿意。”

杨淑琴没法，只能借了辆轮椅，向医生

做了无数保证后，推着孔老二，跟着车玲玲

一起去镇民政办领结婚证。回来的时候，孔

老二是车玲玲推着回来的。杨淑琴像个娘

家人一样，把车玲玲的手交到孔老二手上：

“老二，你得好好对玲玲。”孔老二转头看看

车玲玲，没说话，只是笑。

回到医院，刚才还精神十足的孔老二突

然陷入昏迷，没等到第二天天亮，就去了另

外的世界。在孔老二下葬的时候，车玲玲把

结婚证放在孔老二的骨灰盒上，像拍孔老二

的后背一样轻轻拍了拍骨灰盒：“老二，证你

带着，安心等我。”

孔老二的去世，让车玲玲没有了在小镇

待下去的理由。处理完孔老二的后事，车玲

玲准备跟着赶来送葬的车辙回去。杨淑琴

说：“你还是留在我这里养病吧，等养好了再

回去。”车玲玲说：“我现在留下会误了你的，

老二已经误了你，我不能再误你了，老二和

我说过很多次。”

杨淑琴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车玲

玲拍拍杨淑琴的背说：“和我比，你是幸福

的。”车玲玲这么一说，杨淑琴哭得更厉害了。

车玲玲走的第二天，张国俊跟着杨叶和

孔莹回来了。对张国俊的出现，杨淑琴并不

意外，只是淡淡地说：“如果老二没死，我还

想不明白，现在老二死了，我想明白了，你对

我，只是男人的本能，而老二，是男人的责

任。”说到这里，她看看杨叶说：“杨叶，你爸

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你要认亲爹，他也

没反对。”说完这话，她又转头对孔莹说：“至

于你愿不愿意认张国俊，你自己选择吧。”

杨淑琴的话把孔莹惊得差点昏厥，她从

没想过，这种只会在电影电视和小说里出现

的桥段，居然在自己身上出现。

在孔莹眼里，孔老二和杨淑琴的离婚，

无疑是渣男对弱女的欺凌。她曾想过用泪

水和吵闹来阻止爸妈的决定，也曾明确表示

坚决站在妈妈这边和爸爸决战。结果，她还

没做好进攻准备，杨淑琴早投降了。这样的

结局，让孔莹对妈妈是哀其不幸、恨其不

争。她想像影视剧里的泼妇一样，把孔老二

骂个狗血喷头，或者当着孔老二的面，大声

宣布和他断绝关系。可所有的一切，她只敢

想，不敢做。她恨自己胆小、无能、软弱的同

时，庆幸自己在县城有了工作，可以不用回

家，可以不用看杨淑琴凄苦的笑容。无论杨

淑琴承认不承认，她所表现出来的一切在孔

莹眼里，都是装的。她很羡慕姐姐张琳，在

即将结婚的时候，突然冒出一个亲爹，可以

对杨淑琴和孔老二不管不顾。她看得出，母

亲在想方设法地撮合父亲和车玲玲。只是

她想不通，车玲玲怎么就没有顺势而上和父

亲结合呢。大人的思想真的搞不懂。

她想问问杨淑琴这是为什么，可只觉得

喉咙冒烟，一个字都说不出，想问孔老二能

不能同意自己和张琳一样认张国俊，孔老二

已经成了一股青烟。她渴望世上有鬼魂，能

托梦，这样，她就能和孔老二，不，应该是爸爸

好好交流，给自己解疑答惑，和自己探讨一

下，这世上，究竟什么是爱，又该如何去爱，

爱，到底有多少表达方式。 （摄影 贾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