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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香港有一位女慈善家，身後把近千億的遺產儘
數捐出作慈善用途。看著那輛被鮮花包裹著，獨一無二
的靈車載著她的遺體緩緩離去的時候，心想：「應該要
為她的慈善之心寫點什麼。」

十多年來，這個念頭不斷在我腦海中浮現，我這平
凡而無知的人生，竟然慢慢地萌生出《蜜蜜歲月》中許
素貞這位人物形象。真的，說來你也許不會相信，我就
這樣隨筆寫下去，完稿後才發現，有些情節竟與這位女
慈善家的生平事跡頗為相似。

我不敢說這是她在冥冥之中的指引，就權當是小說
情節的巧合吧。

然而，我敢相信，這位女慈善家的拳拳慈善之心一
定會永遠為人們所銘記。

在這個世上，也許只有歡樂人和苦行僧兩種。然而，
樂亦不樂，苦亦不苦，全在於心。只要秉持一顆善良的
心去待人處世，總會有「天時、地利、人和」的一天的。

小說《蜜蜜歲月》的主人翁許素貞的靈魂始終恪守
住一顆善良、清明之心，在這滾滾紅塵之中沉浮五千年，

矢志不渝，終得善報。但願她能陪伴我和你，用人生的「酸
甜苦辣鹹」，去培育屬於我們自己的豐碩成果。

小說《蜜蜜歲月》得以順利出版發行，首先要衷心感
謝紅出版林達昌老師，他的熱情鼓勵和諄諄教導，讓我受
益終生。在此，還要衷心感謝所有為《蜜蜜歲月》付出辛
勞的朋友，衷心感謝喜歡《蜜蜜歲月》的所有朋友。

楊柳

二〇二二年六月二十八日於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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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蛇許素貞與太上老君煉丹爐中陪煉的白

仙石，在人世間相逢，譜寫了一段凄美的

愛情故事。 

下部  都市行 113

白蛇許素貞渡海來香港後，與夫君白仙石

失散，終生尋尋覓覓。與此同時她關心人

間疾苦、樂善好施、潜心修行。歷盡艱難

後終由白蛇升華為白龍，功德圓滿。

尾聲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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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的夜晚，一輪皎潔的圓月把如水的月光灑
向人間，像是給大地披上了一襲銀色的輕紗。此時，錢
塘江畔春華漁村的人們正在品酒賞月，喜氣洋洋，慶祝
中秋佳節。

時至午夜，突然烏雲蔽月，狂風大作，錢塘江水掀
起十丈高的巨浪，一波接一波地湧向春華漁村，嚇得村
民爭相走避，想躲過即將到來的滅頂之災。但是，他們
並不知道，這場突如其來的災難其實是江底一隻黑鯊精
的報復。

因為牠的兒子小黑鯊在晨曦時分出來游泳嬉戲時，
竟不幸離奇死亡，黑鯊精不問青紅皂白，一口咬定是漁
民所為。所以，牠選擇在這個月圓之夜，水淹整個漁村，
讓村內近千口人為牠的兒子小黑鯊陪葬。

錢塘江在黑鯊精的驅使下，江水翻滾，波浪滔天，
驚動了一條在錢塘江清水灣修行了三千年正在待產的大
白蛇。為了拯救漁村近千人的性命，大白蛇不顧自身安
危，「嗖」的一聲衝出水面，將蛇身變長至一百丈，向
層層巨浪攔腰掃去。牠趁浪平水退之際，直插水中，奮

力苦戰黑鯊精。最後，黑鯊精帶傷敗走，漁村得以保全。
但是，大白蛇卻身負重傷，奄奄一息。就在這即將一屍兩
命的危急時刻，一道佛光照耀在大白蛇身上，不僅令牠起
死回生，還順利地誕下了蛇女。

大白蛇慌忙起身叩拜觀音娘娘，萬分感謝觀音娘娘的
救命之恩。

觀音娘娘說：「白蛇，你心地善良，捨命拯救近千名村
民，令人感動。你的女兒雖有福氣，卻要歷經七七四十九
次劫難。但牠與我有緣，今天且隨我去，將來你們定然會
再成為母女。」

大白蛇聽罷，雙手將女兒高舉過頭，交與觀音娘娘。
牠再次俯首叩拜，說：「感恩觀音娘娘垂憐！」

……

觀音娘娘說大白蛇和蛇女將來會再成為母女，將來，
到底是多少年後的將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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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過了多少年後的一天，有一對年輕夫婦來到了
海邊。

「強哥，強哥，快來看，我終於看到大海了！」李倩
邊跑邊喊，向著廣闊無際、波濤滾滾的碧海奔去。她那
粗布衣服、烏黑長髮被海風向後吹起，整個身子像要飛
起來一樣。

「欸，倩妹，來了！」許強放下破爛的擔子（一床發
黃的棉被和兩包殘舊的衣物），高聲回答。

倆人手牽著手，踢踏著細沙，衝進了鹹苦的大海裡。
站在齊腰深的海水裡，極目遠眺，幾隻海鷗從海中漂浮
著的小島上飛起，向著海面俯衝，旋即升起、飛翔；再
俯衝、升起、飛翔……無風三尺的海浪前仆後繼地澎湃
著，發出「嘩啦」、「嘩啦」的歡叫聲，像是大海的心
跳。李倩被海水簇擁著，仿佛是孩兒拉扯著她的衣服，
撫摸著她的肌膚。李倩頓時覺得自己和大海在一起呼吸，
心中升起一種莫名的期盼和嚮往。她轉過身，深情地看
著許強的眼睛，說：「強哥，我們就在這裡安家吧！」

「好，倩妹喜歡，我就喜歡！」許強點點頭，笑著說。

許強忠厚老實，算不上英俊瀟灑，卻也強壯魁梧；李
倩苗條俊俏，重情重義，倆人可算是絕配。在河北，別人
為生計大都勇闖關東，但許強、李倩婚後不久，就決意南
下，尋求安穩的日子。

如今，他倆似乎找到了。

在漁村鄉親們的幫助下，他倆修葺了一間被人遺棄已
久的破舊草屋，就這樣定居下來。

北方人來海裡找生活，難啊！不要說結網捕魚，駛船
掌舵，光游泳暈浪就夠學夠受的了。好在倆人年輕力壯，
心靈手巧，肯問肯學，又不怕勞苦，幾個月下來，便都成
了捕魚、織網的好手。

許強天天幫別人捕魚、賣魚，每次都能分得些錢銀。
李倩在家幫忙織網、補網，又料理家務，小日子也算過得
安安穩穩。

一年後的一個傍晚，許強回家，還沒到家門，就大聲
地喊：「倩妹，倩妹，你看我今天分了多少錢？」

沒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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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強一步跨進門，一股菜香和酒香撲鼻而來。他暗
忖：「今天是什麼好日子？不是結婚紀念日，也不是生
日呀！」

這時，李倩端著一碗許強最喜歡吃的紅燒肉從廚房
走出來，邊走邊說：「強哥，你回來得正好，快來嚐嚐，
合不合你的口味！」接著遞過筷子，笑盈盈地連聲說：「強
哥，強哥，坐，坐，嚐嚐！嚐嚐！」

許強受李倩的情緒感染，也樂活起來，一面應著
「好」、「好」，一面張大嘴，接下了李倩餵來的一大
塊紅燒肉。頓時，他只覺得一股肉香從鼻裡嘴裡，一直
沁入心肺，而那塊紅燒肉不油不膩，又鹹又甜，又柔又
軟，來不及咀嚼，已化成肉汁肉醬，向食道緩緩流去。
還沒等他把肉咽完，李倩的一杯白酒又餵到了嘴邊。許
強抿著嘴唇，把酒慢慢吸入口中。此時，他聞到了酒香，
嚐到了酒辣。而待酒水潤到了舌根處，便由香辣品到了
甘甜。

「好肉！好酒！」

許強稱讚著，一把將李倩擁入懷裡，輕輕吻在她溫
暖柔軟的櫻唇上，一秒鐘……一分鐘……直到二人透不
過氣來才鬆開。接著，他湊在李倩耳邊，悄悄問：「倩妹，
今天是什麼好日子？」

李倩莞爾一笑，沒有回答，拉著許強到房裡，將一套
嬰兒的衣褲放在他的大手上。許強這才完全明白：今天真
是天大的喜日子，他，許強，要做爸爸了，要當父親了！

狂喜之下，許強將李倩抱在懷裡，不停地旋轉，直到
不支坐在地上，但仍然將李倩緊緊抱在胸前，不捨得放開。

夜深了，在李倩腹部又聽又說了整晚的許強終於睡著
了。李倩摸著許強一頭濃密的頭髮，摸著他的額頭和臉龐，
喃喃地說：「真是個傻孩子，比孩子還孩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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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李倩有了身孕，漁村遠近的鄉親們都來道喜。
其中有他倆曾經幫助過、接濟過的人，也有聽到消息慕
名遠道而來探望的人，一時門庭若市，熱鬧非凡。鄉親
們送的禮物堆滿了一桌，雞蛋、糯米、糖、布料，還有
魚蝦等海產，各式各樣。雖然大家都並非大戶人家，送
的禮物不多，也很平常，但這片心意卻是無比的珍貴。

許強在屋外場坪上接待客人，石頭、木樁、土墩都
是凳子。李倩請大家坐下，奉上熱茶和自家生產的花生、
葵花籽。連聲說：「感謝鄉親們一直以來的關心照顧，
今天沒有好東西招待大家，真是對不起！對不起！」

住在許強、李倩附近的王家大伯大媽一早就過來幫
忙。待客人散去，王大伯對許強說：「孩子，你現在是
快當爹的人了，家裡的擔子愈來愈重，光靠給別人打工
賺錢是不行的。最好自己有艘船，收入會多些。」

「王大伯，你說得對，但我手上的積蓄不多呀！」許
強苦惱地說。

王大伯指著五里外的那座山莊說：「那裡有位白員
外，你可以去向他租艘船，先租後供，運氣好的話，三、

五年供完，就成自己的船了。」

許強和李倩商量了一下，覺得王大伯講的有道理。於
是第二天一大早，許強便到山莊，想要向白員外租船來供。

白氏山莊坐山面海，山上林木茂盛，大海碧波萬里，
一看就知道是風水寶地。許強走近一看，兩人高、漆黑發
亮的大門前竟有一對活靈活現的大石獅，門楣上一塊寫著
「白氏山莊」的橫匾高高懸掛著。

許強上前說明來意，就隨門衛去見白員外。白氏山莊
有三進門，門與門之間相隔 50米，到大廳得走 150米。大
廳左右是兩排廂房，前後是兩個大院，加上花園、跑馬場，
足足佔地 3萬多平方米。

白員外見許強來，也沒多說，就讓他去刁管家那裡簽
契約。刁管家滿面橫肉，算盤卻打得「吧吧」的響，他對
許強說：「租一艘小漁船十塊大洋，每月供五塊大洋，五
年供清，總共三百一十塊大洋。如果五年還不清，則按五
成息算，即欠一百塊大洋就要還一百五十塊大洋。你同意
就趕緊簽，我忙著呢！」

許強心想：「在收購站簽年約，一月最多賺五塊大洋，
交了供金，一個銅錢也不剩，吃什麼呀！」

許強心裡正在七上八下的時候，刁管家突然發火了，



18 19

上
部  

前
生
緣

4

李倩臨盆的日子快到了，漁村的接生大媽非常關心，
接連來回看了幾次。雖說一切正常，但許強仍然打算歇網
一星期，全程照顧李倩。

晚上，許強在房中又提起歇網的事，李倩舒服地靠在
許強結實的胸膛上，說：「強哥，你安心出海捕魚吧，我
們的孩子出生要穿的新衣新褲已經準備了好幾套；我月子
中吃的雞呀、蛋呀、糖呀、面呀，都非常齊全充足，你就
開開心心準備做爸爸吧！」

「好，聽你的。但孩子出生後，我要好好陪你和孩子三
天，寸步不離。」許強緊緊握著李倩的手，深情地說。

雙層塔形的燈座上，燈草燃起心形的燈火，閃耀著，
照在倆人臉上，映出喜樂幸福的光彩。

下半夜，李倩搖醒許強，說：「強哥，快聽，要出事
了！」

許強翻身起床，只聽見狂風呼嘯，暴雨嘩啦，這陣仗，
兩年來還是第一次遇到。許強明白，這就是人們常提起的
「超級颱風」！聽說上次的超級颱風令漁村船沉屋毀，畜
死人亡，損失慘重，目不忍睹。

說：「你還猶豫什麼？我家老爺心善，給你優惠，去別家，
十成息！願簽就簽，不簽就快滾！」

「為了這艘船，豁出去了，好，簽！」許強想著，咬
咬牙，簽了契約。

有了船，為了家，許強起早貪黑，風裡來，雨裡去，
拼了命地捕魚賺錢。李倩雖然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但也
沒有閒著，除了悉心安排好丈夫的衣食住行之外，還料
理家務，養雞餵豬，種菜澆園，一天到晚，沒有停手的
時候。

日子，就這樣一天天、一月月地過去，倆人的感情
也更深厚更甜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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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船！」許強高叫一聲，一步衝出去，頂著狂風
暴雨，飛快地向船停泊的地方跑去。

海邊，巨浪在颱風的肆虐下，排山倒海地向漁村撲
來。幾艘未繫牢實的漁船，已被巨浪捲走吞沒。許強的
那艘船正在風浪中劇烈地搖晃顛簸。那根繫船的樁柱已
不見蹤影，幸好許強為了保險，將船在樁柱旁的樹幹上
還繫上了一道繩子，才暫時保住了小漁船。但此時那株
樹也快被巨浪連根拔起了。

在這千鈞一發的時刻，許強趕上前去，解開繩子，
再緊緊地捆在自己身上，在齊胸深的海水裡，拼命地往
岸邊走。但可惡的海浪一個接一個向他和小船劈頭打來，
誓要將他連同小船一起葬入大海。許強掙扎著，但是，
片刻已精疲力竭，寸步難行。眼看就要支持不住了，突
然，一雙纖細有力的手抓住了許強。

「你怎麽來了？快走！這裡危險！」許強大聲喊道。

「不要講話，加油呀！」李倩堅定地大聲喊著，給許
強打氣。

夫妻倆就這樣鼓足勁，拼命地，艱難地，在滅頂的
驚濤駭浪中，一小步，一小步，向著岸邊挪去。

此時，在重沓的烏雲之上，卻是佛光普照，祥雲朵

朵。觀世音菩薩對歷經了七七四十九次劫難，修行近五千
年的蛇女說：「素貞，你還有一世塵緣未了，去吧，好好
作人，我在此等待你功德圓滿之日。」

素貞跪下叩拜觀世音菩薩，說：「蛇女感恩觀音娘娘
多年教誨！蛇女必定銘記觀音娘娘法旨，好好作人，努力
修行。」

「好，去吧！」

「蛇女就此拜別觀音娘娘！」素貞說完，徑直向雷雨中
的李倩飛去。

這時，一道耀眼的閃電劃破漆黑的夜空，把李倩、許
強和他倆的小船照得雪亮。風吹雨打中，李倩隱約聽到一
個孩子的呼喚聲：「母親，不要怕，我來了！」那聲音既
溫柔又堅強。李倩頓時感到腹部一陣陣錐心的疼痛，便大
聲喊道：「強哥，我要生了！我要生了！強哥，好痛！」

「倩妹，不要怕！我在這裡！」許強繼續喊道：「倩妹，
快，忍著痛，爬到船艙裡去！」許強一邊喊，一邊一手穩船，
一手托著李倩爬上了船。

狂風在嘯，巨浪在吼，閃電剛過，一個驚雷響起，炸
炸有聲，震耳欲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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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

一聲清脆響亮的哭聲，壓過了驚雷，劃破了長空。

「生啦！生啦！我的倩妹生了！我的寶貝女兒出世
了！」

許強叫著喊著，迅速脫下貼身的布褂，使勁擰乾，
將女兒包好，對李倩說：「我們的女兒出生在這鹹苦的
大海裡，就叫她作『苦妞』吧。」

李倩欣然點頭。

許強拼儘力氣，用雙手抓住船頭左右兩邊，讓船不
至於搖晃得太厲害。他望著雷電交加、漆黑的天空和波
濤洶湧的大海，心中默默祈禱：「天神啊，海神啊，請
你們保佑倩妹、苦妞母女平安健康，保佑我們一家快樂
幸福吧！」

又一道閃電劃過，映照著許強和李倩虔誠祈求、衷
心感恩的臉。苦妞「哇」的一聲又哭了起來，此起彼落
的哭聲，伴隨著漸漸偃旗息鼓的雷雨。

終於，風停了，雨住了，浪歇了，海靜了，新一天
的黎明迎來了滿天五彩的霞光。

5

許強在岸邊把船繫牢，確信絕對安全了，才小心翼翼
地攙扶著李倩母女慢慢地回到家中。抬頭一看，他倆驚呆
了，原來的房屋被風暴蹂躪得只剩下一個空架子。

許強趕忙燒熱水給李倩和苦妞洗淨、擦乾，在衣櫃底
翻了一套乾爽柔軟的衣褲和一大塊布單，給李倩換上，把
苦妞再度包好。接著許強整理好床鋪，讓她們躺下休息，
再去煮了碗紅糖雞蛋面端給李倩吃。

許強正準備去修整房屋，卻被李倩叫住：「強哥，你
快去王大伯家看看，順便給兩位老人家送些雞蛋面去。」

「好，我這就去！」許強應了一聲，盛了面就去了。

王大伯倆老無兒無女，生活淒苦，許強、李倩把他倆
當父母般照料。此時，他們家裡桌倒凳翻，一片狼藉，兩
位老人站在屋內不知如何是好。正在犯愁，見許強來問候，
悲喜交集，拉著許強的手，輕輕拍了拍，哽咽著說：「孩子，
你們有心了。」

「大伯，大媽，不要怕，有我們呢！」許強安慰著說。

聽說許強小倆口添了閨女，兩位老人高興得合不攏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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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媽埋怨許強說：「你這孩子，怎麼能將她們母女倆丟
下不管呢！」話音未落，拔腿就往許強家跑去。

「大媽，你慢點走，小心摔倒！」許強望著大媽的背
影大喊。

許強幫大伯修整完房屋，直到午後才回到家。這時，
王大媽已幫忙煮好了飯菜，還給李倩熬了一鍋香噴噴的
雞湯。大家吃了飯，齊心合力，不到天黑，就把屋頂蓋
好了。第二天，許強和李倩省出了一些米糧，一小袋一
小袋地送給幾户受災最嚴重的家庭。以後，許強每次出
海捕魚回來，也不忘往他們家裡送上數條。雖然不多，
但也是一片心意呀！

一場超級風暴，讓漁村損失慘重。但是，村民們守
望相助，團結一心，互相關心，互相愛護，總算熬過了
這場災難。

6

苦妞這孩子很心疼媽媽，兩歲時就嚷著要幫媽媽洗碗
掃地。為了滿足苦妞的要求，李倩特意為她縫製了一件小
圍裙，許強也特地給她編織了一把小掃帚。每次李倩洗碗，
苦妞就站在小凳子上，一雙小手在水中劃來劃去，名則洗
碗，實則戲水。李倩只當是乖女兒玩耍，從來沒有指望她
能真正地幫忙洗碗。至於掃地，媽媽在前面掃，她就在後
面左一帚右一帚地掃，很認真也很用力。

也許，在孩子們的世界裡，這些行為是一種真誠的付
出，而成年人卻往往並不在意。

家裡養了一隻狗，身上的毛黑得發亮，但四隻腳上的
毛卻是白色的。許強和李倩給牠取了一個很雅致的名字，
叫「踏雪」。

苦妞很喜歡踏雪，有好東西，不管是吃的玩的，都要
分些給踏雪；每天還要把踏雪的毛髮梳洗得油光閃亮。苦
妞外出遊玩，踏雪總是在前面帶路；玩累了，苦妞就枕著
踏雪睡覺；如果有人或其他動物擋在苦妞面前，踏雪就會
毫不猶豫地衝上前，「汪汪」大叫，給苦妞清道。只要苦
妞叫一聲「踏雪」，牠就會飛也似地跑來，搖頭擺尾地出
現在苦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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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妞六歲的時候，弟弟家旺三歲，妹妹家瑛才一歲。

這天，陽光燦爛，屋後兩畝地裡的油菜花開得一片
金黃。那白的李花，粉紅的桃花，還有籬笆上紫色的喇
叭花，都競相開放，似乎在爭奇鬥豔。蜜蜂忙碌著，蝴
蝶飛舞著，幾隻美麗的黃鸝在枝頭歡快地跳躍鳴叫，聲
音清脆悅耳。一陣陣和暖的春風吹過，帶來甜甜的花香，
沁人心脾。

吃過早餐，苦妞背著妹妹，拉著弟弟的手出門玩耍。
踏雪在前面帶路，她們很快就來到了海灘邊的高地。那
裡，綠草如茵，各種顏色的小花撒滿一地。漁村的另外
幾個孩子早就來了，他們笑著，追逐著，玩得很開心。
苦妞放下妹妹，摘了幾朵花給她插在頭髮上，弟弟跑過
來說：「妹妹好好看，姐姐，我也要戴，我也要戴！」

「你是男孩子，戴花幹什麼，去，追蜻蜓去。」苦妞
笑著說。

這時，一個叫大寶的男孩子跑過來對苦妞說：「苦
妞姐姐，我們來玩老鷹捉小雞的遊戲吧。」並自告奮勇
地說：「我當老鷹，你做雞媽媽。」

「好。」苦妞說完，安置好妹妹，就召集其他大孩子，
讓他們一個接一個排著長隊藏在自己的身後。然後，自

己彎下腰張開雙臂護衛著，大寶則兩邊來回跑想要捉住苦
妞身後的「小雞」。

大家正玩得起勁，只聽見海邊突然傳來麗麗急促的求
救聲：「救命呀！快來救命呀！我弟弟小明快要被海浪捲
走了！」

苦妞聞聲直起腰來，吩咐家旺握緊妹妹家瑛的手，說：
「家旺，看好妹妹！」

說完，飛也似地向小明奔去，踏雪也跟著跑去。

正值漲潮時分，海浪一波高一波地向上湧來。小明嚇
壞了，呆呆地站在海水裡，眼看就要被潮水淹沒。苦妞一
邊跑一邊對麗麗大聲喊道：「麗麗，快往高處跑，去我弟
弟那裡！」

接著，便奮不顧身地衝進了海水裡。而踏雪也「汪、汪」
叫著要往水裡衝去。苦妞急忙喝止：「踏雪，不准下水！」

踏雪只好擺擺尾巴，眼瞪瞪看著苦妞。那架勢，好像
只要苦妞一有危險，牠就會立即衝進海裡施救。

苦妞在洶湧而來的潮水裡，一把抓住小明的手臂，就
往岸邊拖。順著浪勢，苦妞終於把小明拖上了沙灘，然後
背上他就往高地跑。踏雪在她倆身後，對著潮水「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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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叫，像是斷後的勇士。

晚上，小明的父母拉著兩個孩子的手，帶著禮物來
感謝苦妞的救命之恩。苦妞躲在母親身後，不敢出來。
李倩說：「不要謝，不要謝。大家鄉鄰鄉親的，苦妞應
該這樣做。」

苦妞奮不顧身、英勇救人的事跡很快便傳遍整個漁
村，村民們都讚揚說：「苦妞這麼勇猛果敢，真是我們
村的『虎妞』。」

於是，從此以後，「虎妞」代替了「苦妞」。甚至
數十年後，人們只知道有「虎妞」，而不知道有「苦妞」。

村裡的孩子們更是把虎妞當成偶像，不論發生什麼
事，就都會說：「我要去告訴虎妞姐姐！」

7

鄰村有個名叫黑仔的男孩子，大概十來歲吧，比一般
的小孩高出一個頭，肥胖而有力。有一天，他聽到了苦妞
的大名，就帶著五、六個孩子過來想炫耀自身的實力。

苦妞和弟弟妹妹與其他小朋友正在高地玩得開心，看
見黑仔他們來了，就熱情地打招呼：「黑仔，來，來，大
家一起玩。」

沒想到黑仔說：「好，你叫我一聲大哥，一切聽我的，
我就和你玩！」

其他幾個跟來的孩子也摩拳擦掌地隨聲附和：「對，
拜大哥！快來拜大哥！」

一眾小朋友嚇得連忙躲在苦妞身後。那時苦妞剛滿九
歲，雖不算高大，卻也結實。看到這陣勢，便對身後的小
朋友們說：「不要怕，沒事！」

隨即左手向前一指，笑著對踏雪說：「踏雪，去，表
演一下。」

踏雪正憋著一股勁，聽到指令，「汪汪汪」大叫幾聲，
齜牙咧嘴，箭也似的向黑仔他們衝去。黑仔沒料到苦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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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這麼一招，哪裡還敢停留，領頭轉身，撒開腳丫子跑
回自己的村裡。

小朋友們都樂得哈哈大笑起來。踏雪望著黑仔他們
遠遠逃去的背影，扎住四腳，昂著頭，像是一個打了勝
仗威風凜凜的大將軍。

苦妞對大家說：「我只是想嚇嚇他們而已，沒想到
他們跑得這麼快，希望他們不要被踏雪嚇壞了。」

沒過幾天，黑仔派人給苦妞送來了戰書，說是後天
雙方各派三人對決，三局兩勝，條件是：不准放狗。

苦妞三歲的時候就已經跟著爸爸媽媽學寫字和算術。
她聰明伶俐，思維敏捷，一學就會，一點就通。到了九歲，
已是人人稱讚的小才女。

「好，允了！」苦妞看了信，對來人說。

第三天，晴空萬里無雲。在海邊高地上，兩個村子
共有二、三十人觀戰，其中還有好幾個成年人。在這些
人中，有的因為好奇，但多數是覺得好玩。一眼望去，
兩個籃球場大的比賽場上，也可以說是人頭湧湧，人聲
鼎沸了。

在海邊的漁村，人們成年累月捕魚賣魚，像這樣約

定比試，還是第一次。場上，多數人都遠遠地站在兩邊，
只有幾個頑皮點的孩子在追逐叫喊，平添了幾分熱鬧的氣
氛。

當張、王兩位村長入場時，全場鴉雀無聲。他倆是應
邀前來當裁判的，只聽見張村長說：「孩子們，今天這場
比賽，大家要本著『友誼第一，比賽第二』的精神，點到
即止，不生氣，不傷人，倒地為輸。大家說，好不好？」

「好！」眾人一起高聲應答。

「請雙方參賽者出場！」王村長說。

張家村的黑仔繫著藍色腰帶，帶著大力和小兵出場，
有點趾高氣揚；苦妞帶著大寶和細娃信步走出，信心十足。
六個人在兩邊立定，一起向兩位村長鞠躬行禮。張村長說：
「你們各有五分鐘安排人手，做好出賽準備。」

苦妞把大寶和細娃拉到跟前，悄聲說：「大寶，你身
高力大，去戰小兵。小兵個子小，但較靈活，你設法抓住
他不放手，待他掙扎得有氣沒力時，你就把他放倒在地上，
壓住！」

「不怕，小兵那麼瘦小，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他舉過頭，
一定贏！」大寶蠻有把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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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輕敵啊！」苦妞囑咐。

「苦妞姐姐講過『驕兵必敗』。」細娃也擔心地說。

「知道了，我會小心的。」大寶誠懇地接受勸告。

苦妞又對細娃說：「細娃，你身形雖小但身手靈活。
大力雖然強壯，但肯定動作呆笨。你一上去就抓牢他的
腰帶，任他摔打都不要放手，留住力氣。等他精疲力竭
了，你就用絆馬腳把他絆倒，然後一隻手從他的褲襠位
伸進去擼住大腿，另一隻手匝住他的脖子，用頭壓住他
的臉，再用上身呈十字形牢牢壓在他的胸口上，不讓他
有翻身的機會。」

「你倆記住了嗎？」苦妞問。

「記住了！」大寶細娃齊聲說。

「好，不要緊張，就像平時我們玩的那樣打就行了。」
苦妞鼓勵說。

「好，明白！」大寶細娃肯定地回答。

這時，張村長大聲宣佈：「比賽開始！」

第一場，大寶對小兵，大寶勝；第二場，大力對細娃，
細娃勝；第三場，黑仔對苦妞。

這可是全場最為矚目的一場比賽，能不能扳回一局，
就全看黑仔了。黑仔素來鬥勇好強，從五歲開始，就帶著
一群孩子四處打鬧，摸爬滾打，沒有誰能贏過他。而苦妞，
因為父母是北方人，她天生就比一般同齡的孩子高大，在
家裡，粗活重活搶著幹，練出了一身好力氣，對黑仔這一
戰，也是信心十足的。

這時，夕陽西下，下海捕魚的人們陸續回來了。聽說
有孩子們的精彩比賽，都趕來觀戰。比賽場上，一時擠得
水泄不通。

「第三場，黑仔對苦妞，比賽開始！」張村長大聲宣佈。

村長話音未落，黑仔便搶先進攻，直衝過去，揮拳向
苦妞面門打去，試圖一擊將對方打倒。苦妞見黑仔來勢兇
猛，連忙將身向左一側，避過重拳，緊接著左腿一蹲，右
腿向黑仔下路掃去。整個動作連貫，一氣呵成。黑仔眼明
腿快，匆匆跳過，但還是腳步不穩，向前跑了兩步才停下。
待他轉身再想揮拳之時，苦妞已飛步上前，右手中、食兩
指直向黑仔雙眼戳去，嚇得黑仔急忙將頭後仰，並連連向
後倒退。苦妞哪容得他退去，隨即以指變掌，在他左胸肩
部輕輕一推，黑仔上身重心失去平衡，下身後退不及，重
重地仰面跌倒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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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妞趕忙上前，伸出左手把黑仔拉起來，連聲說：「黑
仔，對不起！對不起！」

「苦妞姐，你真行，我輸得心服口服，今後一切都聽
你的。」黑仔站起來說，又心有餘悸地問：「苦妞姐，
剛才你真的要戳我的眼睛嗎？」

「當然不會，那是嚇你的，逼你向後退而已。」苦妞
笑著回答。

「苦妞姐，你這些打法是在哪裡學的？」黑仔又問。

「沒有在哪裡學，都是我自己想出來的。」苦妞說完，
笑了笑，拍著黑仔的肩膀，又說：「以後大家都是朋友，
有空就一起玩吧。」

這時，全場爆發出熱烈的掌聲。從此，虎妞的名字
更加響亮，真是家喻戶曉了。

8

苦妞家的後面兩里處有一座小山，樹不多，卻草茂花
艷。尤其是杜鵑花，春天一到，開得漫山都是，紅紅的一片，
非常好看。站在山頂上，向南，可以看見漁村，再往前眺望，
就是一望無際的大海；向北，有高山密林，還可以遠遠看
見高山腳下的白氏山莊。

苦妞有時會帶著弟弟和妹妹去小山上玩，有時會和小
朋友們一起去山上玩兵捉賊的遊戲，還有時會獨自去割草。
不管做什麼，踏雪都會興沖沖地跑在最前面。

白家的獨子白仙石少爺今年十三歲，比苦妞年長二歲。
仙石少爺長得標致，一副文質彬彬的樣子。他很喜歡大自
然，也經常來到小山上和苦妞及其他小朋友玩。仙石少爺
每次出來都會帶很多食物與大家一起分享。

這天，大家又在小山上會合了。中午，仙石少爺讓隨
從把食物分給大家吃，自己則拿了三個雞蛋送給苦妞。

「為什麼老是拿最好的東西給我？」苦妞常常這樣問
他。但他總是支支吾吾不敢說，臉一紅，轉身就跑了。

以後，大家一起玩久了，也就慢慢熟絡了。一天，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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妞忍不住又這樣問：「仙石少爺，你為什麼對我這麼好
啊？」

「我，我，苦妞，你是女英雄，我，我，我喜歡你！」
仙石終於結結巴巴地講出來了。

「你是富人，我是窮人，我不喜歡。」苦妞理直氣壯
地說。

仙石少爺聽了，偷偷看了看苦妞不開心的臉，頭耷
耷地下山去了。

第二天，仙石換上粗布衣服，看上去和窮苦人家的
孩子穿的差不多。他急急忙忙跑上山去，遠遠便看見苦
妞在那裡割草，就喊道：「苦妞，看看，我是窮孩子了，
你叫我仙石，或者叫我石頭，不要再叫我少爺了！」

仙石一邊喊著，一邊搶過苦妞手中的鐮刀，說：「我
來幫你割草，我會割草！」說著，彎下腰就割了起來。

苦妞心裡有些感動。

仙石打從娘肚子裡生出來，從來就是衣來伸手、飯
來張口地過日子，不要說割草，就連洗臉洗腳都是別人
將水端進端出，給他洗好抹乾的。他一身細皮嫩肉，沒
有受過一丁點兒苦。這會兒破天荒第一次割草，不知刀

怎樣拿，也不知草怎樣抓，手忙腳亂了沒幾下子，就弄得
不是左手被草劃傷，就是右手被刺針破，滿手是血。苦妞
趕忙拿過鐮刀，背上背簍，拉著仙石下山往家裡跑。

苦妞用鹽開水給仙石雙手洗傷口，再撒上藥粉，然後
找了一塊乾淨的布包扎好。苦妞調侃他，說：「大少爺，
還去割草嗎？」

「還去，先看你割草，幫你收草，傷好了就再幫你割
草。」仙石倔強地回答。

一年後的一天，苦妞領著一群小朋友和仙石又在小山
上玩耍。吃中飯的時候，仙石照例拿了三個雞蛋送給苦妞
吃，並且問：「苦妞，你現在喜歡我了嗎？」

「不喜歡。」苦妞邊吃邊說。

「但是我，我，我還是，還是那樣喜歡你！」仙石又結
巴了。

苦妞看見他窘迫的模樣，哈哈大笑起來。笑完了，她
指著高樹頂上的一個鳥巢開玩笑地說：「仙石，你若真的
喜歡我，就爬上去取個鳥蛋給我吧。」

仙石這兩年和苦妞他們一起玩，風裡來雨裡去，嬉戲
幹活，有如鍛煉，身體強壯了不少，力氣也比以前大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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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他聽了苦妞的話，沒有作聲，立即跳起身，跑到那
棵大樹下，一把抱住，拼命地向上爬。好不容易爬上了
一半，經已氣喘吁吁、手乏腳軟了。樹下的小朋友都跳
著喊著：「仙石，加油！加油！加油……」

苦妞卻為仙石捏著一把汗，自己本來是開玩笑的，
想讓仙石知難而退，不料仙石卻當了真。望著仙石不顧
一切艱難地往上爬的身影，心裡著實感動。

這時，仙石已經爬得很高，離鳥巢很近了。他站穩
腳，一手抓住一根粗樹枝，一手伸進鳥巢，小心翼翼地
只拿了一顆鳥蛋。

仙石心中一陣高興，把鳥蛋放進胸前的口袋裡，摸
了摸，輕輕拍了拍，就一步一步小心地往下爬。突然，
一腳踩空，仙石本能地雙手抓住樹枝。但是，手上的樹
枝一下子難以承受整個身體的重量，只聽見「咔嚓」一
聲，樹枝折斷了。仙石也隨即跌了下來，手腳朝天，重
重地摔在地上。

仙石躺在那裡，久久沒有作聲，有幾個小朋友嚇得
哭了起來。苦妞也嚇呆了，但是，她馬上回過神來，一
步跨到仙石身旁，雙手捧住他的臉龐，大聲喊道：「仙
石，仙石，你怎麼了！你怎麼了！仙石，仙石，你醒醒！
你醒醒！」

過了好一陣子，在小朋友們的哭聲中，在苦妞不斷的
呼喚聲中，仙石終於悠悠地醒了過來。他慢慢睜開雙眼，
艱難地用手在胸口的衣袋裡取出那顆完好無損的鳥蛋，手
臂微微顫抖著向苦妞伸去。他模模糊糊看見苦妞滿是淚水
的臉，輕聲關切地問：「怎麼了，怎麼哭了？」又說：「來，
接住，鳥蛋給你。」

苦妞哽咽著，說：「你呀，你真傻！」

說著，小心翼翼地把仙石背在背上，說：「忍著點，
我送你回家。」

仙石雖然有幾處瘀傷，也有輕微腦震盪，但是，並沒
有傷筋斷骨，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不出半月，還沒等傷
痊癒，仙石又出來找苦妞玩，倆人從此成了無話不談的好
朋友。

雖然，十三、四歲的少男少女還難以明白愛情的真諦。
但是，相互憐惜疼愛的種子，也許已在苦妞和仙石的心裡
播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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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倩自從在寒冷鹹苦的海水裡生了苦妞以後，就落
下了病根，身體一天不如一天。在苦妞十三歲的時候，
李倩已經是整天腰酸腿痛，咳嗽不止。原本健康豐潤的
她，變得有氣無力，骨瘦如柴，就像風車那樣只剩下個
光架子。不要說下海捕魚，就連幹點家務活兒都累得喘
不過氣來。許強心急如焚，把供船的錢都拿來買藥給李
倩治病，但就是不見好轉。幸好二子家旺已十歲大了，
可以幫媽媽做家務事，三女家瑛已經八歲，可以自己照
顧自己，十三歲的大女苦妞就陪爸爸駕船出海捕魚。這
樣，李倩也可以在家裡安靜休養。一家人的日子雖然過
得清苦，但也是和和樂樂的。

這天，苦妞駕著船，掌穩舵，爸爸許強在船頭撒網
捕魚。到了中午，大魚小魚已經有了一大簍。許強很高
興，停下手，招呼苦妞吃飯，稍作休息。苦妞說：「爸
爸，我們明天到前面小島那邊去捕魚，可能會有更多的
收穫。」

「不行，那裡不能去。」

「為什麼？」苦妞滿臉疑惑地問。

「那裡是英國管的，不讓去！」

「那裡是什麼地方？」

「香港。」許強接著又說：「香港本來是我們中國的地
方，被清朝政府租給了英國佬。」

苦妞眺望著遠方島嶼模糊的輪廓，覺得很陌生，遙不
可及。

「苦妞，幹活了！今天漁獲多，我們早點回去，賣完魚，
再買半斤豬肉回去，讓媽媽和弟弟妹妹高興高興。」

「欸，好嘞！」苦妞大聲應著。

返航回到海岸邊，許強牢牢實實地把船繫好，把漁獲
分為兩部分，一大部分自己送到收購站。按合約，這是每
天都要如數交納的，只有這樣才能賺取月費供船。剩下的
一小部分就交給苦妞在市場上出售，換了錢，解決家庭支
出。

苦妞將魚挑到市集上的時候，已經開始散集了。苦妞
趕緊放下擔子，大聲叫賣：「喂，喂，快來買呀！剛從海
裡捕來的新鮮魚呀！快來看！快來買呀！兩個銅錢一斤，
買一斤送一斤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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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聽說又新鮮又有魚送，都爭先恐後地來買。其
實，和市面上一個銅錢一斤是一樣的價錢。

賣到只剩下小魚大蝦的時候，集上的人已經不多了。
苦妞又大聲喊：「小魚大蝦，一個銅錢一碗，買二碗送
一碗，買五碗送兩碗，快來買呀！先到先得呀！」

人們聽到真的有魚送，一窩蜂湧過來，爭著來買，
將苦妞攤子上的魚一掃而空。

「賣完了！賣完了！明天請早，天天有送！」

苦妞一面收拾擔子，一面和顏悅色地安慰那一個個
一臉失望的買魚人。

附近賣魚的商販都嘖嘖稱奇，齊齊稱讚道：「苦妞
這孩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

10

日子過得真快，轉眼苦妞就十五歲了。但是，李倩的
病卻不見好轉。許強起早貪黑出海打魚養家糊口，想方設
法給李倩治病。幾年下來，心力交瘁，未老先衰，身體瘦弱，
兩眼昏花，走起路來也是跌跌碰碰的。他每天出海，儘管
有苦妞幫忙，打撈的魚卻愈來愈少，莫說供船，有時連家
裡買米的錢都沒有。

白氏山莊的刁管家來催了幾次，許強都苦苦哀求他寬
限些時日。最後那次，刁管家陰陽怪氣地說：「許強，你
都快拖欠一年的供款了，現在本金連利息整整三百塊大洋。
不要說我不仁義，我再給你一個月，若然還交不出來，就
拿苦妞給白老爺當家奴抵債。」

刁管家說完，帶著幾個家丁揚長而去，踏雪追著他們，
「汪汪」大叫。

許強跌坐在地上，呼天喊地，嚎啕大哭：「天啊，這
是什麼世道呀！這是什麼世道呀！」

李倩在病床上，抱著家旺和家瑛泣不成聲，哽咽著對
苦妞說：「我苦命的孩子，媽媽對不住你！是媽媽害了你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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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千萬不要這樣講，你把我生出來，養了這
麼大，怎麼說是害了我呢？我感激你還來不及呢！」苦
妞說完，走到屋外把爸爸扶進來，她坐在床邊，堅強地
說：「爸爸媽媽，我長大了，是為家裡排憂解難的時候
了！只要能還清供款，要我去當家奴我就去當家奴，怕
什麼！」

漁村的鄉親們知道許強家生活艱難，不時送菜送米
給他，幫助解決燃眉之急。由於大家都是窮苦漁民，講
到限期一個月內交清三百塊大洋欠款的事，都只能搖頭
嘆息。

許強不分日夜，四處奔走了一個月，但在這窮鄉僻
壤，又怎麼可能一下子湊夠三百塊大洋呢！

第三十一天，許強坐在門口，抱著頭，暗自流淚。
踏雪站在許強前面，昂著頭，擋在路口。苦妞與弟弟妹
妹在房裡，守在媽媽的病床前。苦妞對弟弟說：「家旺，
你是家裡唯一的男孩子，今年十二歲，是大孩子了，姐
姐走後，你要更堅強，更勤力幫爸爸打魚。將來長大了，
撐起這個家。」又對妹妹說：「家瑛，你雖然小，但你
要乖一點，聽媽媽的話，儘能力幫媽媽幹點家務活。」
苦妞說完，問道：「你倆記住了嗎？」

「姐姐放心，我們記住了！」家旺、家瑛齊聲回答。

「汪」！「汪」！「汪」！這時，踏雪叫了起來。

一定是刁管家來了，家旺、家瑛抱著苦妞哭了起來。
李倩不斷地咳嗽，淚流滿面，緊緊拉著苦妞的手，斷斷續
續反覆地說：「孩子，媽媽對不起你！媽媽對不起你……」

「媽媽，你不要這樣想，你不要這樣說。你的病一定會
好的，你要安心養病。你不要擔心我，我一定會回來的！」
苦妞安慰媽媽，堅定地說。

在踏雪的怒吼聲中，刁管家和幾個家丁來到許強家門
前，因為踏雪擋著，不敢走近，在遠處問許強，說：「許強，
限期到了，廢話少說，是交錢還是交人？」

許強霍然地站了起來，大喊道：「錢沒有，人也不交，
要命，有一條！」

「你這條賤命哪個要！來人，給我進去抓人！」刁管家
大聲命令，幾個家丁聞聲向大門衝去。還沒起步，踏雪早
已「汪汪」叫著撲了上去，嚇得家丁連連後退。

房裡的病床上，李倩緊緊握著苦妞雙手，不肯放開。
苦妞對媽媽說：「媽媽，你放心，我一定會照顧好自己的，
你要多保重，快快好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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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旺、家瑛，快來，好好扶著媽媽。」苦妞對弟弟
和妹妹講完，便掙脫媽媽的手，跪下，給媽媽叩了三個
響頭，起來，轉身向門口走去。李倩在病床上伸直雙手，
默默流著淚，眼睜睜看著女兒苦妞走出了房門。

苦妞抹乾眼淚，邁出了房門，一眼就看見踏雪正要
向刁管家等人撲去，立即呼喚：「踏雪，快回來！」

踏雪很聽話，立即「嗚嗚」哼著，搖擺著尾巴回到
苦妞身旁，抬頭望著她，等待新的指令。

苦妞「咚」的一聲跪在許強身前，連叩三個響頭，說：
「爸爸，女兒不孝，不能在你老人家身邊孝敬，還望你
多多保重。還要記住，每天早些回家休息，別太勞累。」

說完，父女倆抱頭痛哭。

「好了！好了！又不是去死，有什麼好哭的。」刁管
家說著，把一張抵債三百塊大洋的賣身契交給家丁，讓
許強按手印。許強堅決不按，哭喊著，拉著苦妞的手死
活不放。

「老東西，這麼麻煩！」刁管家話未說完，踏雪已衝
了上去，咬住了一個家丁的衣袖。

「你這個老東西，還敢放狗咬人，我拉你去衙門坐牢！
來人，給我打！」刁管家一邊狠狠地說，一邊指揮家丁上
前打許強。

「住手！」苦妞大喝一聲，推開家丁，氣呼呼地喊道：
「不准打我爹！我跟你們走！」

苦妞轉過身，招呼踏雪：「踏雪，鬆口，來，來我這
裡。」

苦妞抱著踏雪的頭，輕輕撫摸著牠油光發亮的短毛，
說：「踏雪，我走後，不要掛念我，幫我好好看著這個家。」

踏雪懂事地搖搖尾巴，嘴裡「嗚嗚」哼著，像是在嗚咽，
一人一犬難捨難分。

苦妞走了，一步三回頭地走了。

許強望著苦妞漸漸遠去的身影，哭著，喊著，但是再
怎麼呼喊也喚不回自己的寶貝女兒了。他低下頭，淚眼模
糊中，看見右手大拇指上的紅印泥，突然發瘋似的跑進房
中，跪倒在李倩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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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妞向前走著，頻頻回頭，望著這個她生活了整整
十五年的家。那裡有爸爸，有媽媽，有弟弟家旺，有妹
妹家瑛；那裡有親情，那裡有歡樂，那裡有她幸福的童
年……她不知道，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回到這個溫
暖的家，更不知道前面等著她的，將會是什麼命運。

苦妞向前走著，走著，她越過田野，走過小橋，翻
過山崗，穿過叢林，一直向前走。她不知道，她真的不
知道，忠心的踏雪，在她後面很遠的地方，也跟著她越
過田野，走過小橋，爬上山崗。那裡，是牠以前帶著苦
妞和她的朋友常去玩耍的地方；那裡，可以望見白氏山
莊。

踏雪在山崗上立定，望著苦妞穿過叢林，渡過小河，
走進白氏山莊的大門。牠原先不敢叫，因為怕苦妞聽見
會難過。現在，牠「汪汪」地叫了，牠希望自己的叫聲，
可以隨著苦妞進入白氏山莊，可以陪伴著苦妞。牠多麼
地希望自己能像以前那樣，在苦妞身前身後搖頭擺尾，
撒嬌賣乖……

踏雪站在山崗上，面向著白氏山莊，久久地望著，不
忍離去。

夜深了，家旺從屋裡出來，不見踏雪，正準備去找，
卻見踏雪耷著腦袋回來，便上去摸摸牠的頭，說：「踏雪，
怎麼了？」

踏雪在家旺身上挨了挨，沒有作聲。

「姐姐不在家，我知道你難過。」家旺抱著踏雪的頭，
說道。

踏雪嗚嗚地哼了兩聲，在家旺身上再挨了挨，便走去
簷下的窩裡趴了下去。踏雪在窩裡躺了一會兒就站了起來，
牠記起苦妞臨行時的吩咐，決心要替苦妞守好這個家。雖
然晚上沒有吃東西，但牠仍然抖擻著精神，在院子裡來回
巡視。牠又走到大門口，側耳聽聽屋前屋後有沒有什麼動
靜。待確認一切都安全了，牠才趴在大門旁邊的地上，將
耳朵貼在地面，靜靜地聽著海浪拍打著海灘的聲音……

「嘩啦―嘩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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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妞被刁管家押著，走進了白氏山莊的大門。所謂
一入豪門深似海，雖然這裡不像皇宮官場那樣多的清規
戒律，但也是家規家法森嚴，以後苦妞想要像以前那樣
的自由快樂，想必是不可能的了。好在白員外是這方
圓幾百里內難得的開明人士，估計也不會太為難一個
十五、六歲的小女孩，更何況苦妞還救過仙石少爺呢。

白員外看到刁管家又抓來一個小姑娘，劈面就喝斥
說：「讓你去收錢，你又抓個人回來幹什麼？」

「許強已經拖欠一年供款了，不抓他女兒來抵債不行
啊！」刁管家滿肚子委屈地回答。

「只要他人在，以後慢慢再收就行了，不是有利息
嗎！現在你把人抓回來了，人家怎樣去打魚還錢？」白
員外繼續訓斥。

「是，是，老爺教訓得是。」刁管家嘴裡唯唯諾諾，
連聲說「是」，但心裡卻恨得咬牙切齒，狠狠地想：「你
這個老東西，真是活得不耐煩了，看我以後怎麼收拾
你！」

白大太太坐在旁邊聽著看著，記起仙石曾說過喜歡苦
妞，現在見到，果真長得苗條健美。雖然只有十五、六歲，
卻婷婷玉立，嫵媚中還透出幾分英氣。白大太太暗自高興，
卻不動聲色地對白員外說：「老爺，聽說苦妞曾經救過少
爺，既然現在她來了，我看就留下吧。正好少爺沒人伺候，
就讓她去做少爺的丫鬟，陪少爺學文習武吧。」

「既然大太太發話了，那就這麼辦吧！」白員外說。

白大太太轉過頭，吩咐貼身丫鬟翠紅，說：「翠紅，
帶苦妞去換身衣服，明天送到仙石少爺那裡去，服侍少爺
習文練武。」

「是，大太太！」翠紅應著，立即帶著苦妞去了。

白員外轉過頭來又叮囑刁管家：「刁管家，以後再也
不准抓人來了，記住了！」

「是，是，是，記住了，老爺！」刁管家心中怨恨，但
仍然低聲下氣地應道。

翠紅是莊上的丫鬟領班，深得大太太信任。第二天一
大早，她將苦妞送到仙石少爺的房間後就走了。仙石拉著
苦妞的手，說了很多思念的話。苦妞收回手，揶揄仙石，說：
「大少爺，我是丫鬟，來服侍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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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石急了，趕緊申辯，說：「我絕對不會把你當丫鬟，
我們是平等的。在這裡，我不會讓任何人欺負你。」

「知道了，逗你的，看把你急得，額頭上都冒汗了。」
苦妞說著，拿出手帕給仙石擦汗。仙石輕輕握住苦妞的
手，深情地說：「苦妞，我會一輩子喜歡你的！」

「是嗎？那就慢慢看你的表現吧。欸，讀書的時間到
了。」苦妞說完，拉著仙石向書房走去。

進了書房，仙石鄭重地向苦妞介紹了教書的老先生，
另外還介紹了一位與自己差不多年紀的青年人。

老先生姓楊，名承德，七十歲上下，頭發花白，身
材魁梧。他是宋代名將楊文廣的後人，少年時拜鳳山老
祖為師，後隱居山林，不問世事。他不僅知識淵博，而
且武藝高強。說起來白氏山莊教書的緣由，還有一段小
小的故事。

五年前，白員外隻身去到遠在五百里外的龍山寶寺
進香還願，感謝佛祖保佑他合家平安健康，幸福美滿。
中午，應邀品嚐齋飯後，獲主持送出山門。當他進入五
嶺山脈之後，遇到山賊襲擊。雖然白員外也有一身武功，
但寡不敵眾，最終被擊倒在地。正當賊人一刀砍向他胸
口的危急時刻，只聽見「噹」的一聲，刀刃竟偏向一邊，

「哧」的一聲插進土裡。接著一人飛來，三拳兩腿就打跑
了山賊。他，就是當時威震江湖，讓賊人聞風喪膽的楊大
俠。

白員外眼見山賊大敗而逃，趕忙翻身起來，跪地抱拳，
感謝楊大俠的救命之恩。是夜，倆人在客棧痛飲暢談，甚
是投緣。於是楊大俠在白員外的再三邀請下，來到白氏山
莊當仙石的先生。

至於那位年輕人，他姓覃，名一平，與仙石同齡，因
比仙石遲出生一天，故屈居表弟。一平唇紅齒白，温文儒
雅，和仙石一樣，堪稱玉樹臨風，一表人才。

一平早已聽說過仙石和苦妞的故事，見苦妞來，也沒
有把她當成下人，三人一起坐下聽楊老先生講課。

楊老先生問苦妞叫什麼名字，苦妞說：「報告楊老先生，
我叫『苦妞』。」

大家都笑了，弄得苦妞有點不知所措。仙石連忙圓場，
說：「老師，『苦妞』是她的乳名，請您給她起個學名吧。」

楊老先生沉思片刻，說：「好了，以後你就叫『素貞』
吧。」

三人一同鼓掌，都稱讚道：「這個名字起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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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老先生講課很生動，易懂易記。三人用心學習，
進步神速。素貞雖然遲來，但她有父母教學的功底，加
上勤奮好學，聰明伶俐，還有仙石的耐心輔導，三個月
下來，已經能跟上進度，成績與仙石、一平不相伯仲了。

楊老先生在課餘時間還經常講故事給三人聽，除了
講楊家將的故事，還講了岳飛、戚繼光、文天祥、屈原
等名人的故事。三人聽了，不僅增加了知識，而且無形
中還激發了嫉惡如仇、保家衛國的思想情感。

有一次，楊老先生對素貞說：「素貞，聽說你小時
候帶著兩個朋友與人比賽，奪得了三局三勝的戰績，是
嗎？」

「唉呀！老師，那只是鬧著玩的，怎麼好意思講呀。」
素貞滿臉通紅，不好意思地馬上回答。

「不要緊，可以把當時的情況詳細地講一遍嗎？」楊
老先生問。

「好的，老師。」素貞應了老師，又對仙石、一平說：
「你倆，不准笑我啊！」

「不笑，不笑，佩服都來不及，怎麼會笑。」仙石、
一平馬上回答。

於是，素貞便把當時的情況一五一十地講了出來。

楊老先生認真地聽完了素貞的敘述，說：「你們想聽
一個『田忌賽馬』的故事嗎？」

「想聽，老師請講。」仙石、一平和素貞三人異口同聲
地說。

「好，我講給你們聽。」楊老先生說完就娓娓地講了起
來。

楊老先生說，田忌是齊國的大將，他經常和一眾公子
賽馬。有一次賽馬，孫臏觀察了雙方參賽的馬匹，對田忌說：
「將軍，你只管加重賭注，我一定會讓你取勝。」田忌對
他萬般信任，以千金為賭注和齊王、諸公子賽馬。比賽前，
孫臏對田忌說：「將軍，請用您的下等馬對他們的上等馬，
用您的上等馬對他們的中等馬，再用您的中等馬對他們的
下等馬。」賽事結束了，田忌一敗兩勝，贏得了齊王和諸
公子的千兩黃金。最後，田忌把孫臏介紹給齊王，齊王向
孫臏請教兵法，並封他為軍師。

楊老先生講完這個故事，再給大家作總結，說：「這
就是歷史上有名的典故，乃揭示如何利用自己的長處去對
付對方的短處，從而在競技中取勝。」楊老先生又稱讚素
貞，說：「你小小年紀，謀劃行事就合兵家之法，可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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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聰穎。只要好好學習，將來必然有一番作為。」

「老師謬讚了，學生慚愧！還請老師多多教導，學生
永世不忘！」素貞抬頭恭敬地望著楊老先生，真誠而謙
遜地說。

上午習文，下午練功。素貞有氣有力，身手靈活，
但談到武功，卻要從最基本的蹲馬步開始。頭個月「齋
蹲」，即雙手握拳在腰，雙腿下蹲，一蹲就是三個時辰。
第二個月，「武蹲」，即雙手提物，雙臂向前或向兩側
平伸，每天三個時辰。第三個月，在第二個月所要求的
基礎上，在頭上頂著一碗水，每天三個時辰。第四個月
開始，每天蹲馬步兩個時辰，其他時間練習翻滾彈跳。
第五個月起，每天蹲馬步一個時辰，其他時間除翻滾彈
跳外，還會練些簡單的武術套路。如此練習，一年之後，
素貞才正式操練較高級的刀箭武功。

素貞吃苦耐勞，聰敏過人，不到兩年，無論拳腳刀
槍，都已能和仙石、一平過百招而不敗，且輕功還要高
兩位師兄一籌呢。

13

許強雖然沒有了債務，但家裡一貧如洗，一家四口的
日常開支和給李倩買藥治病的負擔仍然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幸好兒子家旺可以幫他出海打魚，隨著每天的漁獲不斷地
增加，許強才慢慢緩過氣來。

天亮了，幾隻覓早食的海鷗在海面上飛翔，屋後樹上
的小鳥也開始了歌唱。踏雪「汪汪汪」地送許強、家旺下
海捕魚，又「汪汪汪」地跑回來看家，逗家瑛開心。春去
冬來，春來冬去，踏雪就這樣儘忠職守，代替苦妞看護著
這個家。

有時，踏雪也會去以前與苦妞和她的朋友常去的小山
上，爬到最高處，眺望苦妞現在受苦的地方―白氏山莊。
好幾次，牠甚至跑到白氏山莊的大門口，但馬上被兇惡的
守門人趕走。牠繞著山莊近兩丈高的圍牆轉了一大圈，也
找不到能讓牠鑽進去的狗洞。踏雪站在圍牆邊，抬頭呆呆
地看著樹上「嘰嘰喳喳」叫的小鳥，仿佛在想：我的背上
若是能長上一對翅膀該多好。但牠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於是只得低著頭，邁開四腳，失望地往家裡跑去。

每次都是這樣，懷著滿腔的希望來，帶著一身的失望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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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日子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過去。可
惜，踏雪卻不知道，牠的身體在這兩年間也一天又一天、
一月又一月，由強到弱，逐漸地衰敗。

有一天，家旺、家瑛倆兄妹吃了晚飯出來乘涼，順
便端些食物給踏雪吃。他們等了很久，才看見踏雪搖搖
晃晃地走回來。兩人走上前一看，嚇了一大跳。眼前的
踏雪，不知不覺間竟然變得瘦骨嶙峋，無精打采，原本
漆黑發亮的短毛竟變得黯然失色，雜亂無章。

「怎麼了，踏雪！」兩兄妹，一個抱著踏雪的頭，一
個撫摸著牠的身體，關切地問。

踏雪無力回答，哼了一聲，慢慢地走去窩裡趴了下
來。許強見踏雪這個樣子，連忙端了一盞燈查看，李倩
也由家旺、家瑛攙著，氣喘喘地走過來。第二天，許強
請了一位獸醫來診治，發現踏雪並沒有什麼病。「莫不
是前陣子家裡揭不開鍋，把踏雪餓壞了？」一家人這麼
猜想，於是弄了好些牠喜歡吃的食物放在牠嘴邊。可是
到了第三天早上，那些食物卻絲毫未動。

中午，當人們都歇息時，踏雪掙扎著站了起來，耷
拉著腦袋，站在院子門口，儘量不讓身體搖晃。牠無力
地望著眼前的房間，久久不忍離去。牠多麼想叫出聲來，
但無論怎麼努力，也只能在鼻腔裡哼哼幾下，聲音小得

連牠自己也聽不清。牠實在不忍離去，但最終還是慢慢調
頭，轉身走了……不知道什麼時候，踏雪離去了，留下的，
是牠睡了十八年的温暖的窩，還有那碗牠平日最喜歡吃的
食物。

下午，家瑛不見踏雪，著急地在屋裡屋外來回大聲呼
喚：「踏雪，踏雪，你在哪裡？踏雪，踏雪，你快回來！」

但是，毫無回音。家瑛跑出去，看見不遠處鋤地的吳
伯伯，便跑過去打聽。

家瑛問道：「吳伯伯，看見我家踏雪了嗎？牠生病了
呀！」

「原先看見了，好像病得不輕啊！」

「吳伯伯，你看見牠往哪裡去了嗎？」家瑛急不可待地
問。

「牠好像搖搖晃晃地往山那邊去了。」吳伯伯連忙回
答，又說：「踏雪這一段日子好像天天都去那裡。」

家瑛看了看遠處的山崗，心裡想：那裡是踏雪帶姐姐
和我們經常去玩的地方，莫不是踏雪每天都去山崗上眺望
在白家的姐姐？家瑛很想立即去山崗把踏雪找回來，但又
想到病床上的媽媽需要人照顧，只得先回家。李倩聽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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瑛訴說的情況，激動不已，一定要家瑛攙扶著她一起去
找踏雪。

正當家瑛左右為難，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
何是好的時候，她的爸爸和哥哥回來了。許強聽了踏雪
對苦妞無比忠心的事情，讚嘆不已，放下手中活計，立
刻背著李倩，帶著家旺和家瑛去山那邊尋找踏雪。一
家人急急忙忙越過田野，走過小橋，來到小山腳下。家
旺和家瑛爭先往山上爬，一邊爬一邊喊：「踏雪―踏
雪―你在哪裡？聽見了就快叫一聲！」

但是，沒有任何回響。家旺、家瑛找遍了他們以前
玩過的所有地方，都找不到踏雪。家瑛站在那裡，想了
想，說：「我知道了，你們跟我來！」

一家人向左邊的更高處走去，突然，家瑛叫喊起來：
「找到了，踏雪在那裡！」

大家順著家瑛的手看去，只見踏雪站在最高處，向
前眺望著，默默地，一動也不動，就像是一尊塑像。

「踏雪！踏雪！踏雪……」一家人呼喚著，跑向踏
雪。

眼前的情景，讓他們驚呆了：踏雪撐開四腳牢牢地
佇立在那裡，昂起頭，睜大眼，眺望著白氏山莊。那裡，

是苦妞正在受苦的地方。但是，但是……踏雪，牠早已停
止了呼吸。

踏雪死了，踏雪真的死了。踏雪離開了這個讓牠戀戀
不捨、充滿愛的世界。

許強一家淚流滿面，悲傷不已。許強急忙下山，請人
用木板做了個棺材，將踏雪就地埋葬在那個高坡上，墓碑
上刻著：愛犬踏雪之墓。

李倩深深為踏雪忠心護主的精神所感動，因而激發了
對抗病痛的勇氣和力量。一家人忍痛告別踏雪，下山的時
候，李倩竟然不需要許強背，只讓家旺和家瑛攙扶著慢慢
向家裡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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