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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锁牢走在去医院的路上，心里面疙里疙
瘩，不是个滋味。阳光透过法国梧桐零零碎碎
洒了一地，他习惯性低头看着的那一方土地，现
在变成了城市路沿上的一块块地砖，一团灰扑
扑的东西被他的双脚拖拽着向前移动。影子
……牛锁牢倏忽间意识到，那团东西是自己的
影子，此刻他觉得那灰不溜秋的样子，真就是另
一个自己。牛锁牢一瞬间对影子产生了前所未
有的感触，与此同时，他的头脑里翻腾出了一些
关于影子的记忆。

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早晨，太阳刚刚升起，牛
锁牢正在自家羊圈里，羊儿们像是披上了一层
橘黄色的薄纱，薄纱上颤颤悠悠、悠悠颤颤地，
飘上来几朵影子，他扭转头，看见马社会带着几
个人进了院子。牛锁牢家没有院墙，野地里蹲
着三间房，山墙边就是羊圈，一行人就朝羊圈走
了过来。

十几只羊跟着牛锁牢齐刷刷瞅向了圈门
口，其中一只高大健硕的羊，足足高出其他羊半
个身子，粗长的羊毛布满了它的脖子、身体和四
条健壮的大腿，两只钢钻似的犄角高高地竖在
头上，睁圆的双眼静静地注视着来访者，眼神里
透出一股霸气。在它昂起头的一瞬间，一串清
脆的铃铛声响彻了整个羊圈。不用猜，它就是
人们常说的头羊。

马社会看见这阵仗，没敢让检查组进羊
圈，只近距离查看了隔在另一间的三只奶羊。
它们一边吃草，一边“咩咩”地叫着，两只羊奶
像两个大布袋，涨得又圆又大，两条后腿被撑
成了“大”字形。

看到几个人齐刷刷点着头，马社会脸上露
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牛锁牢可是他马社
会自己包扶的贫困户，这几年来也是没少操心，
要说检查，应该不会出问题。就看户档案了，要
是没啥问题就完美交卷了。马社会心里想着，
禁不住又环视了一周。还好，没看见疯疯癫癫
的大壮。

牛锁牢急急火火进了屋，抬头就往后墙上
瞅……只剩下光秃秃一颗大钉子。再低头四处
寻找。只看见一件破雨衣皱巴巴地摊在地上。

户档案竟然不见了！
“该不会又是大壮……”牛锁牢脸上顷刻间

浮上一层黑云，脖子上暴起了几根青筋。
检查组几个人面面相觑。马社会顿时傻了

眼。
黄昏时刻，阳光渐渐暗淡。马社会在屋里

喝着闷酒，一副垂头丧气，生无别恋的样子。户
档案找不见，处分恐怕是挨定了！

屋外一阵兔子般急促的脚步声远远传来，
后来越来越重，“哐当”一声，牛锁牢推开门，差
点儿扑倒在地上。

“圈里的羊不见了！”
后山上树木丛生。这些年没人砍柴烧

火，那些栎树、松树、柏树、榆树什么的都无拘
无束地疯长，只要有一束阳光照得到的地方，
都成了它们伸展枝叶的好地方。矮一点的构
叶树、棠棣树以及地上的狗尾巴草、车前草、
兔耳朵草和许多不知名的野草也都漫无边际
地生长着。前些年人们上山踩出来的小路，
早被掩盖得没了踪迹。村主任和几个人一
路，马社会、牛锁牢和另几个人一路，其中还
有疯疯张张、时好时坏的大壮。牛锁牢早就
顾不得收拾大壮了，反正收拾不收拾都是一
个样。去年大壮把户档案撕得一条一条的，
用唾沫贴在脸上。害得马社会查询这个、核
实那个，埋头补了好几天。牛锁牢气得用树
条子美美抽了大壮一顿，晚上又心急火燎地
四处找人，大半夜才在羊圈里找到。牛锁牢
过后想着自己是不是太狠了，多少有点后
悔。谁知道刚过了三天，大壮又把马社会送
来的衣服和被子扯了个稀巴烂。牛锁牢愤怒
地拾起树条子，想了想，又咬着牙扔了。从此
以后把衣服、被子锁在了柜子里。把户档案
高高地挂在墙上，还用破雨衣作了掩护。这
一年多都没出啥大乱子，谁承想临到检查的
时候，又让这臭小子给捣乱了。

牛锁牢当时急着找户档案，匆忙中忘了锁
羊圈门。后来又急急忙忙去找大壮，回来时羊
圈门大开着，圈里空空荡荡，羊群早就没了踪
影。只有隔壁的三只奶羊“咩咩”地叫着，像是
在向他告状。牛锁牢一下子就懵了。这状况，
以前可从来没遇到过。一时急得不知道该咋
办，大壮却开始慌里慌张地在羊圈里胡翻腾。

气得牛锁牢狠狠在他尻子上踢了一脚，随即就
撒腿跑去找马社会。

马社会叫了村主任，几个人一通商量，又是
查看蹄印，又是寻找羊屎蛋蛋，所有的迹象一齐
指向了后山。于是他们兵分两路，一路从村西
头上山，一路从村东头上山，预想着能形成个包
围圈，不信找不到羊群。

太阳慢慢滑下山头，群山一片赤灰。当人
们满怀信心钻进后山的林子时，所有人都傻了
眼。蹄印不见了，羊屎蛋蛋也不见了。到处都
是林木藤蔓、枝叶乱草，哪里找得见一丝痕迹。
有些许久不上山的人，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辨
不清了。

人等人，急死人。人找人，气死人。人若是
找丢了的牲口，更是恨不得杀人。不，应该是等
找到了牲口，把它们全杀了，或者卖了，换回来
的钱还给信用社，自己也就一身轻了。马社会
不知怎的就冒出了一个念头，立刻又因这个念
头冒出了冷汗。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呢！目前的
状况是羊不见了，若真是丢了或者死了，牛锁牢
的损失可咋办？哪儿赔得起！马社会想到这一
茬，眉头蹙得更紧了。这当儿，不远处传来一阵
窸窸窣窣的声音，马社会立刻绷紧了神经，小心
翼翼地向前探去。

说曹操，曹操到，刚想到牛锁牢，他还真就
站在了面前。

“唉，我以为是羊呢，原来是你老牛！”马社
会像泄了气的皮球。

牛锁牢也吊着个苦瓜脸，“看来羊群不在咱
估摸的圈子里呀！”

两伙人算是“会师”了，但没有取得胜
利。一个个耷拉着脑袋，疲惫得就地歇了下
来。茂密的枝叶把光线阻挡得分不清时辰，
看看手机时间已经不早了。村主任说大家还
是先回，明天再接着找。这些年山上有野兽，
晚上留在山上不安全。可牛锁牢不愿意，他
说已经隐约听到头羊脖子上的铃铛声了。大
壮也摇头摆手地不肯走。马社会说他也不下
山，陪着牛锁牢和大壮。

“你们听到铃铛声了吗？还有羊的叫声。
快听……”牛锁牢又鼓动性地喊了一声。

大家都竖起耳朵仔细听，在树林深处隐隐
约约似乎真的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铃铛声，和

“咩咩”的羊叫声，众人又一次鼓足劲继续前
行。村主任见状也就不提下山的话了，随大家
一起向密林更深处钻去。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树林显得更加浓密，
各种鸟叫声此起彼伏，中间夹杂着野猪、狐
狸、獐子以及其他动物的声音。树林在静谧
中隐藏着另一种热闹。牛锁牢不停地迈着双
腿，幻想着再前进一步，或许就能看到羊群
了。牛锁牢习惯了听他们“咩咩”的叫声，习
惯像经管孩子那样给它们添食喂水。这个五
十岁上下的汉子，除了一个惹是生非的癫傻
儿子之外，就剩这一群羊了。命运给予他的，
除了生活上的困苦之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
煎熬。这些煎熬使他更像个六十多岁的小老
头，岁月无情地在他脸上刻下了数不清的沟
壑，肩上的担子使他的身子像一个拉弯了的
弓。目下，他那弓状的身子显得更加弯曲，似
乎恨不得变成一弯月，赶走这不断弥漫而来
的黑暗。然而，四周的暮气仍像是一层淡墨
到处蔓延，终于将整个天地浸满。丝丝寒意
迎面袭来，大家也耗尽了最后一点信心和力
气。村主任终于下了决心，让大家在一片相
对开阔的野地里停下来，就近捡了干柴搭起
篝火，不仅能取暖，还可以防备野兽。这时
候，马社会从随身携带的袋子里取出十几个
酥饼。这是刚才出发前，他在村头酥饼店里
买的。马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人，总是能将所
有的事考虑周全。

牛锁牢坐在篝火旁啃着酥饼，一种异样的
东西从心底里肆无忌惮地升腾，挡也挡不住，说
又说不清。牛锁牢不知道那东西叫作感激。他
感激着篝火旁围坐着的人，感激着村主任，感激
着马社会。一想到马社会，牛锁牢的心里又多
了一层说不清的东西。马社会，一个光光亮亮
的“公家人”，凭啥给他牛锁牢送吃的、送穿的，
还给他担保贷了款。牛锁牢想到这里抬头看了
马社会一眼，这个比自己小了差不多十岁光景
的“小老弟”，比自己高了多半个头，瘦得却是皮
包骨头。此刻，他挤眯着两只小而细长的眼睛，
黝黑的瘦脸在火光的照耀下，显得很是严肃。

深蓝幽远的天空中，挂着一轮下弦月，稀
疏的几颗星星时隐时现。山野寂静，燃烧的柴
火不断发出哔哔啪啪的炸裂声。围坐在篝火
旁的人们啃完了酥饼，又吸收着火焰传来的热
量，精神头又从骨头里冒了出来。和羊群兜了
大半天的圈子，大家再也不想把牛呀羊呀的挂
在嘴上，都转换了话题你一言我一语地聊起了
天。村子里谁家盖了新房子或是在城里买了
房子，谁家买了新车，谁家娶了新媳妇。娶媳
妇总是和房子、车子的话题扯在一块儿。现在
谁家娶媳妇不得买房、买车，万里挑一的彩礼
早都过了时，娶个媳妇咋都少不了六位数，人
们说着都咂起了舌。

这些话题牛锁牢一句也插不上嘴。娶媳妇
是牛锁牢一辈子的伤痛。山里的小伙子娶媳妇
难，家穷粮短的牛锁牢娶媳妇更是难上加难。
发愁的大和妈最终从更深的山里给他娶了一个
憨憨媳妇，憨憨媳妇又给他生了个傻儿子大
壮。后来憨憨媳妇误食了毒蘑菇丢了命，牛锁
牢只能和儿子相依为命了。只是这大壮总是给
他惹烂子，牛锁牢整天忙着给大壮收拾烂摊子，
也没过上几天安稳日子。如今大壮长大了，同
岁的小伙子们娶媳妇的娶媳妇，生娃娃的生娃
娃，牛锁牢从来不敢奢望给大壮娶媳妇，爷俩能
过上衣食无忧的日子就不错了。可大壮只要看
见别人家娶媳妇，回家就和牛锁牢闹，一直闹个
三天三夜都不肯罢休。牛锁牢想到这里就叹了
口气，又抬头去看大壮，大壮这时候却起身朝马
社会跑过去。

“马社会，给我说个媳妇！”大壮一边说一边
拽起了马社会的胳膊。

马社会真是哭笑不得，一脸的为难和尴
尬。自从包扶了牛锁牢家后，大壮再和牛锁牢
闹着要媳妇时，就有人告诉他，“去找马社会，马
社会一定能给娃说个漂亮媳妇。”这样一来，大
壮一旦想起来娶媳妇的事就要找马社会。

“马社会，给我说媳妇！”“马社会，快给我说
个漂亮媳妇……”

大壮一句接一句，不停地重复着。周围一
圈人一边哄笑着一边继续怂恿着。

“就是，马社会给娃说个媳妇么！”
“大壮说得对，就让马社会给你说媳妇！”
……
牛锁牢平日里最烦大壮向他闹地要媳

妇。后来有了马社会，牛锁牢从此觉得轻省了
一截子，也曾为此暗自高兴过。可今天这场
景，他还是头一次看见。本来对儿子的厌烦，
此刻无形中演变成了恼和羞，进而转化成了
怒。只见他顺手捡起一根柴火就朝大壮身上
抡了过去。大壮挨了一棍子，吓得哇哇大叫，

起身就往马社会身后躲。
大壮这一夜是靠在马社会身边睡着的。

马社会却一直难以入眠，偶尔吹过一阵凉
风，他禁不住打几个寒战，向大壮身边靠了
靠。他不习惯和其他人一样，在野地里找些
树枝木头什么的，倒头就能睡得着。在鼾声
四起的篝火旁，在耀耀火光发出的亮光下，
马社会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身边熟睡的大
壮。这个平日里傻里傻气、疯疯癫癫的小伙
子，此刻看起来和正常的同龄人并无两样，
可命运于他而言却是如此残忍。大家眼里
无所不能的马社会面对着大壮，感到如此的
无能为力。他怀着一腔悲悯，将目光移向了
天空，夜空由深蓝幽远变成了一团墨黑，一
点点压向了黑黢黢的山峦，和树林连成了一
片。在浓重的夜色里，马社会终于闭上疲惫
的双眼，进入了沉沉的梦乡。

马社会是被一声鸟鸣叫醒的。天还没有大
亮，山峦顶着一层薄雾，连树林也像是漫在一幅
巨大的纱帐里。马社会心头隐约升起一层迷
雾，总觉得啥地方不对劲，回过头的一瞬间，立
刻跳了起来。

大壮不见了！
马社会又在身边环视了一圈。篝火早已没

有了熊熊火焰，它现在变成了一堆疙瘩火，仍旧
闪着红红的火星，散发着暖暖的热量，这热量使
周围的人依旧沉浸在梦乡中。跑了一天，又聊
到半夜的人们睡得很香。马社会打消了叫醒大
家的念头，一个人钻进了离自己位置最近的树
林里，他猜想大壮最有可能的去向是这个方
向。清晨的露水打湿了他的衣服和鞋子，那些
被踩过的杂草给他指引着方向。马社会在树林
里穿行了大约半个小时，就猜到了大壮离开的
原因。他已经确切地听到了“叮叮当当”的铃铛
声，那是一直通向山顶的方向。马社会不由自
主加快了步伐。

太阳应该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了吧，马社
会猜想，因为密林中的薄雾正在慢慢消散。马
社会几乎已经找不到大壮留下的任何痕迹，他
只是循着铃铛声前行。脚下是厚厚的树叶，一
层盖着一层。最上面的一看就是新落的，还带
着绿的、黄的、红的、棕的各种颜色。下面一层
是一踩就碎的枯叶。再往下就是和泥土搅在一
起的黑色。这些多年堆积而成的叶子，踩上去
像是踩在了棉花上，脚底下很是舒服。两只手
就比较忙乱了，它们得不停地拨开树枝和藤蔓，
有时候那些藤蔓又有着特殊的用处，马社会双
手拽着它们才能够攀上高高的塄坎。在这方
面，马社会认为自己可能比不上大壮，所以他始
终没有看到大壮的影子。但他必须继续前行，

直觉告诉他，铃铛声和大壮一定有着密切的联
系。

马社会就这样不停地攀爬着，朝着心中的
方向不断探寻而去。这方向使他越爬越高，不
经意间回头时，一轮旭日已经升上了天空，将
万丈光芒洒向了重山万岭，使他沉闷的心里豁
然一亮。马社会停下了一路披荆斩棘的双手，
和一刻都没有歇过的双脚，此时才发现自己已
是大汗淋漓。待他调节了一下粗重的喘息之
后，感觉到自己的听觉一下子变得更加灵敏，
而一声声清脆的“叮当”声，和一些此起彼伏的

“咩咩”声，瞬间点燃了一颗激动的心。马社会
全身的神经为之一振，即刻又开足马力，向声
音传来的方向奔去。果不其然，在山顶的豁口
处，一群白花花的羊，使马社会的双眼霎时如
电光般炯亮。

这座矗立在村子后面的大山，尽管从山脚
开始都是密林丛生，山顶却是两座高高突起、陡
峭无比的山峰。马社会在豁口处停止了脚步，
在经历了艰难的跋涉后，他需要在这里缓一缓
紧张的心情和疲劳的身体。就在他稍稍舒缓了
几分钟后，耳朵里传来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
是响亮的鞭子声，羊群那边，大壮正在狠狠地抽
打着最前面的头羊。另一种声音来自身后，是
村主任和其他人的呼叫声。马社会一边使出最
大的嗓门回应着，一边向羊群的方向前进。他
来不及等待身后的同伴们，因为他看到在大壮
的鞭子下，羊群并没有回转身，而是一直向其中
一座山峰上爬去。

马社会先前还不清楚羊群为什么朝那个
方向前进。当他走近时才看清，原来是大壮的
鞭子激怒了头羊。对，就是那头高大健硕的头
羊，它正红着双眼、顶着犄角，把大壮往山峰上
逼呢。大壮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也像只疯狂的公羊似的，一边抽打着头羊，一
边愤怒地喊着：“谁让你弄坏本本的？谁让你
弄坏了本本！”

眼看着后面的羊群跟着头羊不断往山峰上
挤，马社会急地出了一身汗，慌忙从另一侧的石
头浪里爬了上去。这时候，头羊已经把大壮逼
上了半山腰。大壮一时没了主意，竟然爬上了
一块大石头，而那只头羊将蹄子搭上了石头，大
有步步紧逼，不肯罢休的势头。

追上来的一伙人开始七嘴八舌地讨论着，
一时都没了主意。大壮开始在石头上呜哩哇啦
地喊起来，那只头羊仍是步步紧逼。马社会已
经爬了上来，却一时没法挖抓，情急之下脱了外
套狠狠地向头羊抽去。头羊猛然间受到袭击，
回转身顶起犄角愤怒地向马社会撞了过去。马
社会本来打算等头羊冲过来时，迅速往另一侧
闪过去，没想到一时用力太猛，后退几步后，一
只脚踩在了石头边沿，晃了几下，径直和头羊一
前一后从大石头上摔了下去。

众人一阵大呼，连爬带滚地向出事的地
方奔去。

牛锁牢明明是低头赶路，不知怎么的猛然
间就向前扑了几步，双手高举着像是要接住什
么东西。一个孩子的尖叫声和一串女人的叫骂
声随即刺了过来，“哎呀，神经病呀！真是神经
病！”

牛锁牢瓷愣了一下，才发现自己还在大
街上，他赶紧缩回手，想对已经跑出几步的女
人道歉，人家已经拉着孩子骂骂咧咧地走了，
一圈异样的眼光逼得牛锁牢真想找个地缝钻
进去，慌乱中发现右侧就是医院大门，急忙快
步奔了进去。

马社会浑身缠满了纱布和绷带，像一只圆
圆的粽子。牛锁牢见状，心里更是塄塄坎坎、翻
翻腾腾的，真不知是想骂人还是想捶自己。马
社会却咧着嘴笑了。

“那个……户档案找到了，大壮把它藏在了
羊圈里，就是……已经让头羊给踩烂了。听村
主任说，不会处分你。”牛锁牢笑了一下，却是一
脸哭相。“那混账东西，闹这么大个事，竟然还说
那天是想给你出气哩！”

“这个傻小子。”马社会又咧着嘴笑了笑，
“处分不处分倒是没啥，你可千万别抽娃。还有
那头羊……不知道咋样了？”

“你没见过羊总是爬高沿低，哪里陡往哪里
跑吗？啥事都没有，受了点皮外伤而已。”

“是不？嘿嘿，没有损失就好！”
马社会长长舒了口气，憨憨地笑了。随即

又“哎呦”了一声，伸手摸了一下侧腰，那里断了
的几根肋骨正在偷偷抗议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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