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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充实!很自豪"#汉族干警夏飞说"$是啊!虽

然我们去不了灾区一线! 但今天的甲龙沟!就

是我们为受灾群众建设的另一个美丽幸福的

港湾%&反贪局长顿珠多吉补充道%晚上
!"

点

多钟!外面的气温已接近零度%不远处!几辆大

巴车缓缓驶来!看着第一批受灾群众陆续搬进

搭建好的帐篷!干警们的心头也暖暖的%

!作者单位"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人

民检察院#

!"!"

年
#

月
!$

日 星期五
编辑 李红笛 校对 何 欣

电子信箱"

%&'()#*+,-!#.$%&'

!

四时物语■

我的母亲

李红

暮色苍茫中!母亲牵着我的手送我回家!

叮嘱我过马路要小心!回头望去!寒风中伫立

着的母亲!白发飘飘%

我经常想!一个人在孩提时代失去母亲!

在求学时候失去父亲! 在安享晚年的花甲之

年失去相濡以沫的丈夫! 该怎样面对失去亲

人的世界!内心该怎样的苍凉与凄苦!这就是

我母亲的人生大事记! 但她以自己的柔韧之

身承受了一次次上苍的考验! 面对世界一直

保持着微笑%

母亲是坚强的%冬日的严寒肆虐着!那么

漫长!母亲踩着雪奔走于十几里路外的中学!

袜子和鞋都烂了!中午啃一个凉窝头!物质上

的窘境母亲只能默默承受! 回到家后恨不得

做完所有的活计! 只因为最害怕家里一声令

下不让再上学%春耕秋收'推磨打坯!母亲是

家里的主要劳动力! 身体上的疲惫更加坚定

了信念!她认准了自己的方向便一往无前"当

全村只有她自己越走越远的时候! 当没来得

及见疼爱她的父亲最后一面的时候! 当继母

劝她放弃学业早点嫁人她哭着发誓一定承担

起整个家庭的时候!坚韧如此!命运也只有给

她让道了"

母亲是快乐的" 母亲终于完成学业并以

优异的成绩成为一名人民教师! 还与父亲相

遇了!同样贫寒的家庭!同样艰苦的求学路!

同样默默上进的力量!朴素的爱情!温暖的家

庭!共同迎接着风雨"我们姐妹四个!父母在

家行大!两边家庭十人!都指望着这点微薄的

工资!母亲再精打细算也是入不敷出!举债连

连!日子的艰难和窘迫父母都承担了!留在记

忆中的是我们全家一起欢笑着去看戏! 一起

拎着马扎到体育场看露天电影! 我和姐姐包

了饺子等待着外出开会回家的母亲! 一路歌

声回老家过年" 掰着手指头算着我们长大的

日子"

母亲是坚韧的" 女儿长大了! 成家立业

了!父亲却病了!而且是要命的病!母亲默默

收拾好东西随父亲到北京看病! 便再没离开

过父亲半步"父亲的离去让我们更加珍惜!守

望着母亲!心里踏实"去年的冬天!母亲病了!

腿疼折磨得她整晚睡不着觉!确诊为椎管瘤!

大夫顾虑母亲岁数大!而且手术也确有风险!

我们姐妹几个商定若母亲瘫痪了我们就伺

候"带着母亲到北京!我们在医院附近租住一

间小屋!每天依偎在母亲身边!天气晴朗的日

子!我们来到广场!冬日的暖阳下!我们和母

亲牵着手! 这次在她人生的冬天我们能温暖

她!能给她以力量!因为我们都长大了"感谢

那么多素昧平生的人!母亲的手术很成功!母

亲安好!我们便有家"

母亲是善良的" 母亲经常如数家珍地讲

起她的学生!我也见过她的很多学生!有的说

如果没有老师三次去我家劝我娘! 我早就不

上学了(有的和母亲回忆!课外活动在河边睡

着了!醒来听到老师一声声焦急的呼唤(有的

说家里的爹娘吵架也找老师回家劝架( 有的

现在还在惭愧! 说那时光调皮不学习总让老

师生气)*

母亲的善良宽容维系着我们的大家庭 !

我是在上初中时才知道姥姥是她的继母!舅

舅与她同父异母!当时很震惊!因为母亲倾尽

全力地帮助他们! 对舅舅的爱护仿佛对我们

一般% 母亲的善良正直也是她教导我们最多

的地方! 人无所谓高低贵贱! 无所谓花言巧

语!观察一个人的本性是看他是否善良!观察

一个人的定力看他是否保持善良% 朴素的人

生道理受用终生%

春光里!挽着母亲的手在夕阳中散步!夕

阳无限好!谁说近黄昏+在我看来更有着落日

熔金的力量!平静淡然的安详!莫道桑榆晚!

人间重晚晴%

!作者单位"河北省武强县人民检察院$

夏日夕晖

李文进

回家的路上! 一直被变幻的云图和晴雨两

重天的幻境吸引着!心里油然而生无限遐思!一

种赏心悦目的美感溢满魂间%此时此刻!我多么

希望是在旷野!我可以高声赞美你的美丽!也可

以放浪形骸地或吟诗'或泼墨作画%乘着金色的

夕阳你可以暂时得意忘形! 或者是回到原始的

人类!用裸奔来抛开所谓的羞涩!或击弦跳舞!

围着篝火!畅快你的心灵何尝不可+

看到地上已经有了些积水! 才知道刚刚下

过一场大雨%抬眼云天!想起$天上有朵雨做的

云&这句歌词%我知道!一般人们喜欢蓝蓝的天!

白白的云!然而!此刻的我尤喜爱乌云密布的云

天!这让我想起了泼墨山水画的感觉!不同云彩

的形状或像淡墨绘出的远山!或像云海!它层次

分明!渐浓渐淡的变化令其韵味十足%相比蓝天

上飘移着的$棉花糖&!我更觉得墨色浓淡不一的

云朵更有味道!它显得有那么一点艺术的感觉%

周六的黄昏! 市区里的车行驶得很快!用

一步一景来描述云层的变化有点不切实际!因

为似乎云层的景象每秒钟都在变化% 不一会

儿!更加令人激动的场景出现了!东边的天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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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以案件推理为主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一

个曾经的检察官&虽然在故事里&他不是检察官身份&但

检察官却是当之无愧的配角和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

键'看似带有神秘色彩的(读瞳)二字背后&是主人公细

致入微的观察力'作者以年轻人的视角&用轻松活泼的

语言描写出故事中人物的感情*人物的智慧&让整部作

品充满活力'

江海大学话剧团活动室%

$这里! 就是当年陆小琪自

杀的现场了%不过大师!这和莫

琳的案子有关吗+& 肖元彤不解

地问%

$有关无关不是靠脑补的!

是靠调查的%我问你!为何当年

警方会判定陆小琪是自杀+&李

云林沉吟着%

$因为!真的是自杀啊,从现

场来找!找不出第二种可能,&肖

元彤自信地说%

$

#

年前! 江海大学话剧团

在这里排演-葬心.这部话剧!这

是苏雨晴主笔的一部虐心苦情

剧!陆小琪扮演的富家女爱上了

女扮男装在她公司打工的女汉

子!两人难分难舍!但是最终!由

于压力她们不能走到一起!所以

陆小琪扮演的富家女决定埋葬

自己的感情也埋葬自己的心!她

在音乐声中用匕首刺穿自己的

心脏死去! 而女汉子也殉情自

杀%当年!这部话剧大获成功%陆

小琪的演技出神入化!受到大家

的一致好评% 在庆功会当天!主

要演员还有陆小琪的男友以及

闺密王芸丽一起到活动室准备

庆祝! 陆小琪进入洗手间换衣

服!但是很久都没有出来!后来

大家听到洗手间里传出了音乐

声!就是葬心的主题曲!大家觉

得奇怪就去敲门!但是始终没有

人回应%感觉大事不妙的大家撞

开门进去!就看见陆小琪的胸口

插着匕首!就如同话剧里一样躺

在地上死去%当时她的男友完全

惊呆了!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陆

小琪的闺密!也就是莫琳一案的

被害人王芸丽!她冲上去抱住陆

小琪哭喊!随后苏雨晴叫了救护

车!但是已经太迟了%&

/不错不错! 案件汇报掌握

得不错%& 李云林鼓掌0/但是既

然没有遗书!之前陆小琪表现又

正常!警方又如何排除他杀的可

能呢+&

/因为洗手间就是一个完全

的密室! 只有一个
!"

厘米见方

的小窗户! 连只手都伸不过去%

而且! 陆小琪进入洗手间的时

候!所有人都一起在门外的活动

室聊天!没有一个人曾经接近过

洗手间的位置!再加上陆小琪神

态安详!没有任何挣扎打斗的痕

迹!洗手间的门窗也没有任何机

关! 怎么想都只能是自杀))&

肖元彤说%

/这样啊))有陆小琪的照

片不+&李云林沉吟道%

/有,&肖元彤拿出照片%

/不错哦! 是个美女喔,&李

云林拿过照片!盯着陆小琪的眼

睛看%

/大师 ! 死人))也能读

瞳+&肖元彤不寒而栗%

/呵呵!可以的!拓展业务领

域!源于不断开拓创新%&李云林

笑了笑0/美女!能回答我几个问

题吗+&

/啊+可以啊,什么问题+&肖

元彤答道%

/今天我们依照刑事诉讼法

的规定! 依法对你进行讯问!你

必须实事求是地回答问题!如果

故意提供虚假证词的!要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你听清楚了吗+

你先说说你的基本情况%& 李云

林忽然严肃地问道%

/清楚了!我叫肖元彤!今年

$!

岁))& 肖元彤猛然醒悟 0

/不对! 你这是在讯问犯罪嫌疑

人吗+&

/呵呵! 听到熟悉的场景和

对话!就自然而然地产生相应的

反应!这就是心理暗示啊))心

理学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告诉我

们!有什么弱点!是人永远无法

克服的,&李云林感叹道%

/这是什么意思啊+ 大师%&

肖元彤迷惑%

/美女!你仔细看看卷宗!警

方有没有调查过陆小琪的手机!

那首歌曲是不是就是手机的铃

声+&李云林问道%

/的确是啊, 不过话剧团的

人都说!之前从没听过陆小琪用

这首歌当铃声! 而且经过翻查!

这首歌是设定给一个特别来电

的专属铃声!但是这个号码))

似乎是个新号 ! 只在案发当

天打过
!

次电话 ! 之后就销

号了))&肖元彤翻查着案卷%

/还有! 第一个抱住陆小琪

的是王芸丽吧+那么陆小琪的随

身物品有没有缺少了什么+&

/有的!警方翻查了很久!陆

小琪的一个耳环不见了%另一个

还好好地挂在耳朵上%&

/那就对了%最后一个问题!

陆小琪演出的时候!王芸丽是不

是帮陆小琪看着包的+&

/是的!按照现场的证言!的

确是这样的%&

/呵呵!巧妙的手法!完美的

设计%我想我明白了%&李云林笑

着说%

/明白了什么+&肖元彤一头

雾水%

/明白了真相! 不仅是陆小

琪被杀一案的真相! 而且明白

了!为什么苏雨晴和莫琳会做出

这样的事情))&

/什么意思+ 我怎么完全听

不懂呢+& 肖元彤更疑惑了0/大

师!陆小琪不是自杀的吗+当时

的环境下!没有人能杀害她啊,&

东周列国班（二） 石头/作

踏云而来 杳然
/

摄

!

笔下行旅
!

甲龙沟里的帐篷

赵育超

/边次!你们三个从看守所回来了吗+下午

!

点
#"

分!所有男干警在单位楼下集合!到甲

龙沟为受灾群众搭建帐篷%& 这是
%

月
#"

日!

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桑珠孜区检察院法警大

队队长拉巴次仁打来的电话%

/为受灾群众搭帐篷+&司机边次心里一时

还没弄明白%这时!车上的格桑卓玛收到了单

位微信群的通知 %原来 !受 /

%

1

$&

&尼泊尔
'(!

级强震影响!日喀则市所辖的聂拉木'吉隆等

县受灾严重!当时已有数十人遇难!数百人受

伤!倒塌受损的房屋更是数以千计%因此!为避

免余震带来的危险!上级党委政府作出紧急决

定!尽快异地转移安置受灾群众%而位于日喀

则市甲龙沟的工业园区由于地势平坦宽阔!

且紧挨市区!交通便利!就被选定为了安置转

移地点%

了解情况后!边次立刻加大油门!全速赶

往单位% 车子沿着雅鲁藏布江飞驰而过!

!

点

$'

分!车子准时停在了单位院里%副检察长扎

西'办公室主任罗布以及法警队队长已经在楼

下等候%接过铁锹'镐头等工具!全体男干警立

刻上车前往甲龙沟%

路上!一辆辆贴有救灾物资的军用汽车不

断驶过!再次加剧了车内的紧张气氛%干警们

到了安置现场!只见密密麻麻的帐篷林立!现

场一片忙碌!原来搭建帐篷的工作前一天就开

始了%副检察长扎西迅速带领干警到达指定地

点!将
!$

名年轻干警分成两组!由老干警分别

带队!瞬间拉开了援建阵势%

湛蓝的天空下!干警们相互配合!有条不

紊!看着一顶顶帐篷迅速在眼前开袋'支架'打

桩'上篷布'挖排水槽'取土加固%干警们专心

致志地忙碌着!来不及多想!只希望受灾群众

能早日有安身之所%高原的天空变幻莫测!下

午
#

点多钟的时候!突然乌云密布!狂风肆虐!

远处的高山已经被浮尘遮挡得几乎看不到!豆

大的冰雹扑面而来!又疾又密!打在棉帐篷上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如果要搁平时!大家早

都会匆匆躲起来!而奇怪的是!那天无论是年

轻干警还是老干警!都没有一个人躲进帐篷!

也没有一个人抱怨!仍旧一镐头一铁锨地赶着

时间干活!只有粗粗的喘气声伴着铁锹与镐头

挥动的声音在高原稀薄的空气里此起彼伏%高

原上的天空就是那么任性!不一会儿!天气又

恢复了之前的平静!而且愈发地蔚蓝%

$索检来了&!不知谁喊了一句!只见检察

长索旦提着馒头和凉菜朝这边走来%$大家辛

苦了!不好意思!我来晚了!都赶紧进帐篷吃饭

吧%&在检察长的招呼下!干警们赶紧坐进了帐

篷!和大家寒暄了几句!索旦便拿起铁锹悄悄

地去干活了%帐篷外!他一铁锹一铁锹地在坚

硬的土地上取土!然后仔细地压在帐篷四周的

边缘上%还时不时地用脚将土踩碎压实!如果

发现个别铁桩打得还不够深! 就拿起铁锤抡

了起来%干警们匆匆吃了点馒头!灌了一口矿

泉水!又都纷纷上阵了%

高原的黄昏下!阳光'紫外线依旧那么强

烈!干警们的脸颊一个个晒得通红黝黑!干裂

的嘴唇都起了皮!白色的线手套也已包不住手

指头!但干警们却一直不愿停下来%一座帐篷

就是一个小家!一座座帐篷连接起来就又是一

个家园%$今天虽然是很辛苦的一天!但我觉得

沧海一粟思无涯

杳然

在我的记忆中!山是有性格的%泰山山顶

寒风凛冽! 纵有商贩们接地气的叫卖声 !望

着远近巍峨的山势 ! 也难以忽视心中的敬

意(千山一路陡峭无比!登顶的那一刻双腿还

在发抖))而提起峨眉!首先映入脑海的却并

不是自然风光!而是充满中式浪漫的古典传奇

故事222我记得这里是知恩图报的白娘子和

小青一起修炼的地方!这里还有个清一色为女

子的峨眉派!为金庸的武林贡献了千回百转的

爱恨情仇%于是!在坐着缆车穿过茫茫雾霭一

路上行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在自己的脑子里左

右互搏$周芷若和赵敏!哪一种女子更容易获

得幸福&这个问题了))

那天的峨眉山并没有想象中的寒冷%

下了缆车!踏上岩石的那一刻!眼前的景

象似乎有点不真实%抬头看是万里澄碧!稀薄

的云漫不经心地浮动着!仿佛懒洋洋地在空中

仰泳222结果在我四处拍照发呆的半个小时

里!它们也没怎么动地方%而碧空之下!则云雾

四起!无论山下远处的房屋!还是脚下悬崖的

边界!都裹在棉团似的云中时隐时现!不远处

的 $舍身崖 &222听这名字便满是决绝的味

道222下面更是密不透光的白色云雾%据说那

崖下是峨眉山最神秘的地方!还有跳下去可以

得道成仙的传说%比起一下缆车就兴奋地大喊

$舍身崖在哪里&的同伴!胆小的我可是一步也

不敢靠近%

然而最让我感到异样的!是在这海拔数千

米高的山顶上有一种独特的温暖!始终在悄悄

拥抱着我% 远处的翘屋檐反射出耀眼的光!让

我一时睁不开眼睛!我想!一定是因为我到了

离太阳更近的地方%

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佛教中的四

位菩萨!观音'文殊'地藏'普贤!民间$人气&最

高的莫过于观音大士!连各种传说故事里救苦

救难的万能神仙也多是这位%不过今天说的不

是普陀山!而是普贤菩萨的峨眉山%据说!这里

是普贤菩萨实现教化众生的道场!晋隆安三年

!公元
#))

年"!慧持和尚从庐山入蜀!在此修

建普贤寺!供奉普贤菩萨!从此峨眉山便被认

作普贤菩萨的道场% 离开被云团吞没的悬崖

边!我向着金银交辉的光芒走去%

金顶十方普贤像!高达
%'

米!总重
**"

吨!

铜铸鎏金%抬头仰望!方才耀眼灼热的阳光此刻

竟遁形无踪!本以为会流光溢彩熠熠生辉的佛

像!只是静坐在朝拜的人群之中沐浴微风!不曾

身披外物!也不曾借助缭绕的香火烛光%原来对

$宝相庄严&四个字最好的诠释!就存在于菩萨

慈悲的垂目和似喜非喜的嘴角%华藏寺的诵经

声伴着香火在菩萨的身边盘旋缭绕!借着阳光

闪闪发亮的金色屋顶似乎有些刺眼%

儿时读佛经故事!常被其中比天文数字还

夸张的计量单位吓到! 无论是记录时间的长

短!还是度量大小的单位!都超越了我想象力

的边缘%若佛法如此浩瀚无边!那么菩萨诸佛

的真身岂不也不可度量+而芸芸众生之中的我

就如沧海一粟!与之相较又是何等渺小%仰望

普贤菩萨暧昧不明的神情!我开始怀疑人的所

雨季来临

汤云明

夏天说到就到
有些心事 又变得
膨胀 潮湿和多变
昨夜里这一场突然的雷雨
掀开了雨季的序幕

人生的夏天已渐渐远去
季节的夏天总会如约到来
我就是那个辛勤的农人
春花里播种 夏雨中劳作
秋月下收获 冬雪上反思

因为有你 我更喜欢雨季
喜欢那雷鸣电闪
暴雨狂风的豪情
喜欢那火热生活的刺激
和 这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就让暴雨骄阳来得更猛烈些吧
我愿意在雨季里永生
或者 死去

!

心湖一泓
!

谓参禅悟道!在神佛眼中是否只是浅薄可笑的

尝试呢+据说!别的宗教里有一种说法!说上天

赐予人类最好的礼物就是自由的意志!即使身

不得自由!思想也无法被束缚%作为一颗对各

种宗教的修为都约等于无的$粟&!我便斗胆借

用了这$外来的和尚&念的经!任思绪无边无际

地蔓延起来%

愚钝如我!对各种宗教都是敬而远观的态

度!朝拜的人群中会不会也有如我一般于佛法

不求甚解的人呢+袅袅香火只为向菩萨祝祷求

愿!还是清心自持的教徒前来拜会呢+我靠着

华藏寺的庙墙边仰望!菩萨的十面尊容低眉垂

目!不知在观心还是在观世%若这世上真的有

神佛!他们想对世人说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人的宗教是功利的!有所求

才去拜!愿望实现了才肯去还愿(耐不得清苦

放不下红尘又贪图来世富贵的!便在家里时不

时转转念珠!还要自我安慰$心诚就好&(吃一

顿素斋! 念一个时辰的经都要算得清清楚楚!

作为自己的功德( 做了好事总想着让神佛知

道!做了坏事总想着神佛不知道222这也太难

为神佛了%我自然不信这般投机取巧的$信仰&

方式能扣在所有中国人头上!可是点着最贵的

香!拜着最周到的礼!心中无所求便是最诚挚

的礼佛之道吗+是否自认心诚!神佛便会一视

同仁呢+

我在心中自顾自地想着这些纷乱的问题!

高高的庙墙挡住了朝拜广场上的人群和香火!

菩萨身骑白象仿佛踏云而来!垂目无言!背后

的诵经声愈发悠长辽阔!让我似乎置身于寂静

空旷的另一个世界!仿佛我自诩的$思无涯&!

也不过是在胡思乱想中走了几步而已%那些小

小的纠结和疑问逐渐隐去了!一个来自民间评

书-济公传.的小情节浮现在记忆里0济公喝酒

吃肉破坏了灵隐寺的清规!监寺广亮要逐济公

出去!方丈听了却说0$佛门广大!岂容不下一

个癫僧+&

竟然出现了彩虹!可惜看不到$虹&的全部%这

种幻境持续不到五分钟雨就停了!我的目光重

新定格在天空的云层变化!但见那淡墨云层镶

嵌着金色的花边!十分美丽!仿佛金裹着墨玉

般的华贵%记得小时候妈妈说!那是$火烧云&!

我还百思不得其解!向来思维发直的我怎么也

不敢想象天上的云儿怎么可能被火烧着了呢+

这显然是一种很诗意化的形容词!想必农村人

的浪漫一点也不亚于诗人的想法%

再放眼看去!西边余晖将要散尽!但见霞

光万丈冲天! 仿佛在上演落日余晖最后的辉

煌%又仿佛在告诉世人!光阴荏苒!日月如梭!

且行且珍惜%

夜幕就要降临了!刚刚下过的雨!草色清

香的味道扑鼻而来%今夜空气清爽宜人!一定

可以甜美入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