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四月，各媒体都详细报
道，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被控受
贿、滥权、泄露国家机密等16项
罪名，一审判刑24年，罚款180亿
韩元(约人民币1 . 07亿元)。首尔
中央区地方法院审判长宣读判
决书时指出：“被告滥用国家真
正的主人——— 人民赋予的权力，
对国家治理造成混乱。此外，被
告毫无悔意，并把罪责推给崔顺
实及其他官员。”朴槿惠违法乱
纪，罪有应得，而她的闺蜜崔顺
实无法无天。法院审判长一语道
出朴槿惠成败的关键因素。

闺蜜相处不易，相知相惜的
好闺蜜更是可遇不可求。汉初刘
邦的亲密战友夏侯婴，应该是中
国历史上的“另类闺蜜”（男人之
间没有类似“闺蜜”的词，此处属
借用）的典范。夏侯婴与刘邦同
乡，他在沛县负责管理马车、赶
车，公余只要路过泗水亭，就去
找亭长刘邦攀谈，天南地北，聊
到忘我。两人感情好到天天腻在
一起都不厌倦。有次两人嬉戏，
刘邦失手误伤了夏侯婴。夏侯婴
虽不以为意，旁人却看不过去，
依法告发刘邦伤人。刘邦当然否
认伤人，夏侯婴出庭配合作伪
证，坚决否认被刘邦伤害。后来
又有人举发此案，于是翻案再

审，夏侯婴再作伪证，力挺刘邦
到底，却害得自己被关了一年
多，坐牢期间还被鞭打，最后总
算为刘邦脱罪。他为朋友两肋插
刀，扛下一切罪责，无怨无悔，可
见对刘邦是何等忠心！

他们俩一出道就是焦不离
孟、孟不离焦。每次战役，夏侯婴
无不身先士卒。刘邦彭城惨败，
夏侯婴跟随刘邦逃亡时，中途遇
到刘邦失散的儿子刘盈及女儿
鲁元，夏侯婴赶紧将他们抱上车
来。当时项羽追兵紧跟在后，刘
邦一心只想逃命要紧，丝毫不顾
亲情，竟把子女踢下车去，想减
轻载重，加速逃逸。夏侯婴于心
不忍，立即跳下把他们抱上车，
再策马飞奔脱险。他是多么照顾
战败亡乱的刘邦，更关照到乱世
中孩童卑微生命的价值。

在多次战役中，夏侯婴表现
出色，可圈可点，但是他都不表
功、不争功，也不想升迁，终其一
生，甘愿只任太仆一职，随侍刘
邦左右，负责赶车、护卫的要务。
他历任汉高祖、惠帝、吕后、文帝
等四朝，一生都在为长官赶车，
一路也都安全无虞。其实他还有
许多鲜为人知的助人义举，如韩
信、季布落难之际，他默默伸出
援手，救人一命。他性情温润，仗

义执言，人如其名，充满赤子之
心，洋溢着婴儿般的欢喜，处处
给人温暖与希望。

刘邦去世后，惠帝与吕后为
了感谢夏侯婴的英勇与忠心，赐
给他靠近皇宫北门的第一间宅
第，命名“近我”，以示对他的殊
遇与宠爱。惠帝死后，他还是以
太仆身份服侍吕后。吕后死，代
王刘恒被迎入京，他仍然以太仆
身份，先行入宫清理凶险环境，
再迎接刘恒，并与大臣共同拥立
刘恒为帝。夏侯婴有功，却依然
甘于太仆一职。

秦末汉初，夏侯婴一路跟着
刘邦打天下，灭秦、亡楚、兴汉大
业，他无役不与，都忠心耿耿，追
随到底，不计名位名分，不虑奖
赏封地。虽然他有封地，但一生
官职就是太仆一职，随时随地与
刘邦同出入，南征北讨，有刘邦
就能看到夏侯婴的身影。他的功
绩、声望远不及韩信、周勃等战
将，更不如陈平、曹参等贤相那
么耀眼，但他却是刘邦一生中最
信任的贴身知己。

一般人多认为夏侯婴忠诚
不二，然而这种金石之交应不仅
仅止于君臣间的情感，其实还来
自于气味相投、心性相合。这种
单向的“莫逆之情”，若无强大的

情感支持，很难解释夏侯婴为何
战功辉煌却始终甘于太仆一职
而从不计较封赏。如果进一步探
勘夏侯婴的内心世界，他对汉家
的付出与贡献，岂是愿意承担而
已？而是勇于承担、乐于承担而
无怨无悔。因此，若说两人只有

“情义”而无“爱意”的话，实难令
人信服。以现代社会对性别议题
较为开放的眼光来看，夏侯婴对
刘邦有无“精神上的依恋”，是否
是一种跨性别情感，不免启人疑
窦。对于夏侯婴的绝对忠诚，吾
人或可合理怀疑：夏侯婴对刘邦
很可能有跨性别的爱与情，才会
终身甘为太仆，只希望能近身与
刘邦腻处，日夜相随。难怪司马
迁在《樊郦滕灌列传》中称他“与
高祖相爱”，可是有根有据的。

如此友爱的夏侯婴与刘邦，
这般的好交情，实更胜于管鲍之
交、张耳陈余之情。千年以来夏
侯婴、刘邦君臣的“闺蜜”情，令
人动容而欣羡不已。夏侯婴处处
爱护对方，成全了“闺蜜”的事
业，却仍能谨守分寸，而不会恃
宠而骄，绝不干政，不干违法乱
纪的勾当。他的无私奉献精神，
正是今天“闺蜜”们该好好学习
的榜样，一生一世才能相知相
悦，善始善终。

父亲和房子纠结了一辈子。
在二叔结婚之前，我家共十

二口人，可是房子只有一处。好
在那时爷爷在微山县上班，二叔
在部队上，三叔和二姑在郭里镇
上高中，家里才不显得那么拥
挤。最难的是睡觉，家里只有三
张床。每逢周末，三叔和二姑都
要去邻居家找地方睡觉。但我对
此并不奢望什么，因为当时极困
难，住的改善还不是最迫切的。

等到三叔和二姑高中毕业，
回到生产队里，住就成了必须面
对的问题，父亲不能不考虑盖房
子的事了。我的爷爷虽为一家之
长，却因常年不在家，工资又低，
根本顾不上家里，这个担子自然
落到我父亲的肩上。

父亲是个蔫性子，做事不急
不躁。到了冬天，生产队没有活
了，他便拿起铁锹、炮锤、铁錾、
铁锨等工具，去村西的山上开采
石料。我们村的山不高，都是那
种白色的石灰岩，开凿起来不太
难。但父亲除了简单的工具，并
没有火药等物可依赖。他先拿铁
锨除去岩石上的土层后，然后用
铁凿子在岩石上凿洞，再放进铁
楔子，用大铁锤把岩石逐一破
开。方正可看的石块放在一处，
不入眼的放在另一处。一个冬天

下来，父亲足足开出了三间屋的
石料，西山坡上也因此形成了一
个深坑。运石料也是一项重活。
先是母亲和大姑用肩抬，后来父
亲也加入进来。离造房子的日子
不远了，石料依然没有运完，父
亲这才去生产队找了辆排车。

在我的记忆里，造房子的过
程很简单。爷爷从微山湖买来了
苇箔，父亲又伐了院中的几棵
树。至于找石匠，更是容易，是生
产队派的劳力，工分照样挣，还
可在主家喝点茶、抽点旱烟，谁
不愿意出工呢？就这样，阳春三
月，我家的新房子终于落成了。

但不久，父亲又开始了他的
第二个造房计划。二叔已经结婚，
二叔家的弟弟就要出生了，人口
的增加让这个问题不可回避。到
了冬天，父亲依然去西山开石头。
同时，我母亲、大姑及二叔也加入
了这个行列。在我的印象里，二叔
的这个房子依然造得容易，也是
在第二年春天就造成了。

给我感触最深的，则是父亲
给我哥哥造的那处房子。

那时我们已经从大家庭里
分开单过，父亲种了十多亩责任
田，收成不错，但粮食价格低，公
粮及其他负担也重，日子依然过
得紧巴巴的。可是，这种状况并

没有改变父亲的造房计划。哥哥
已经到了说媳妇的年龄，父亲便
抓紧了造房子的进程。造这处房
子的状况已与从前有了改变。从
那年秋收后，父亲便开始买进石
料、沙子、水泥、钢筋等，忙活了
一冬。到了春天，父亲又找了石
匠班，把活包给了他们。哥哥的
房子，家里大约花了五千元。对
以种地为生的父亲来说，几乎花
尽了家里所有的积累。我已经上
了中学，从我们卧牛村到郭里驻
地的十三中，我每周都是背着煎
饼、带着咸菜，不舍得花一分钱。
我也因此开始对父亲造房子有
了看法，嘱咐父亲不要给我造房
子，我要考学。因一处房子让家
里如此不堪，何苦呢？父亲眯着
眼睛，卷起了一支旱烟：“好，好，
考上学住公家的房子。”

在我高考前的这年春天，父
亲又开始了他最后一个造房子
计划。至于父亲造房子的原因，
我在多年后才明白。父亲并不是
对我没有信心，他觉得我即使考
上大学，还是应该在家里有个住
处。在外面再风光，最终还是要
落叶归根，不给我盖房子，他就
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当然无话可说，我并不能
阻止这件事的进行。其结局是，

房子造好后，我家生活更困难
了。直到我参加工作，家里依然
没有摆脱穷困的日子。这让我一
提起房子就心有余悸，一提起房
子就有敌对情绪。虽然如此，我
却在多年之后又一次走入了房
子的怪圈。

大约是从七八年之前，同事
们就纷纷开始去县城买房。我
想，我工作在农村，不能去城里
常住，买房子有什么用呢？我的
家和亲戚朋友都在农村，城里的
繁华与我何干呢？然而到了近几
年，我才开始重新理顺自己的一
些想法。孩子不久就要去县城上
高中，城里有个住处更好，还是
应该为孩子着想。但此时，房价
已经直入云霄了。我也不由得佩
服起同事们的胆略和远识了。

父亲听说我买房子需要四
五十万元，顿时愁容满面。但不
久后的一天，他却说：“不要把贷
款当个事。造房子、买房子都要
花钱，哪能不欠账？你看咱家的
那几处房子，哪处没欠过账？买
房子这事挺难，但不也是在一步
步改善咱的生活吗？城里乡下咱
都有房子，咱的日子有奔头呢。”

父亲的话让我无话可说了。
我的首付款其实还没有着落，房
子却已在父亲的想象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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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人的记忆里，最结实
的存在，应该是来自童年了。

在那些缅怀故乡的文字中，
我发觉，他们其实大多数是在寻
找着童年的一块小小天地。

人到中年，在我梦里出现的
景象中，还常常是发小们的身
影。离开老家这么多年了，我常
常打听的，就是当年那些发小们
的消息。我在城里看到菜市上还
滴着露水的新鲜蔬菜，浮现的也
是老家田园里的庄稼。

说一个人衣锦还乡，这个人
实现的，或许也就是少年时代的
梦想。我虽然在城里活得有些平
淡，但还是常常回老家去看看。
每次回去，大地深处腾起的，依
然是少年时代记忆中的那些气
息。

童年时最好的零食就是馒
头。蒸笼揭开，热气腾腾的馒头５
分钱一个。那个炉火熊熊的馒头
铺子，就在卫生院旁边。大概是8
岁时，我与爷爷正在铺子里吃馒
头，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卫生
院里抱出一床裹着的席子一下
摊开在地。是一具尸体。死亡的

气息一下扑面而来将我裹住，刚
咽下的馒头仿佛要从喉咙里返
回。我满眼泪花，忍不住全身颤
抖。

我没有想到，那么早，我就
闻见了死亡的气息。从此以后，
我再没有去那里吃过馒头，每次
经过，都要绕道而行。这也影响
了我一生的味觉。

我那时居住的房子，在黄土
漫漫的山梁上。那是几间破旧的
茅草屋。每遇风雹突袭的夏天，
我和母亲总是惊慌地躲在桌子

下面。我和母亲认为，一张摇摇
晃晃的破旧老桌子，就可以为我
们遮风挡雨，甚至呵护着我们颤
抖的身体和生命。而今在城里，
每逢风雨大作，我也习惯性地朝
乡下的方向张望。

破烂的茅草屋，在那清贫的
岁月里，却依然在每一个黄昏飘
出让我觉得香喷喷的炊烟。勤劳
的奶奶和母亲轮流为一家人烹
调着乡间的伙食。最诱人的，是
咸菜煮面条、煮土豆片、米豆腐。
我在山梁上闻到炊烟飘散的气

息，它钻进我的鼻孔，直达肺腑，
我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因亢奋
而幸福。乡间炊烟的气息，也长
久地飘在我的生命中。我想念村
庄的时候，眼前总有炊烟袅袅。

童年的我，内向、孤独、敏
感，在山梁上常常眺望城市的方
向。乡村的每一条大路小路，我
总以为是通往城市的。当我后来
真的进入了城市，我才发现，我
其实与城市同床异梦，眼神的交
流里满是空洞与凄然。

童年的我，喜欢草丛里的昆
虫。我把一只甲壳虫装进玻璃药
瓶内，一直观察了它三天。后来，
它悄无声息地死了，我在山坡上
还悄悄为它垒起一座“坟”并伤
心地哭泣。当有一天我发现儿子
也喜欢在草丛中扑昆虫，一下子
泪流满面。我明白，这是遗传基
因的神秘牵引。

有人说，童年的经历会影响
人的一生。我深深地体会到了来
自童年的抚摸，它就像一只巨大
的手掌，让我在它的苍穹下不知
疲倦地行走，而那种气息覆盖了
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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