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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炸弹(18)

恶毒的法术（34）

带孩子做有趣的事（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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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那些陪着孩子学这学那、玩这儿玩那儿，每天
日程满满的爸爸妈妈，我们简直闲适、无为到让别人都
替我们羞愧。我们陪伴孩子的内容只有：在家，听他们
说话，和他们聊天，做好吃的饭菜，陪他们一起吃，带他
们做一些有趣的事，在他们想出去玩时陪着出去玩儿，
在他们求助时爸爸妈妈都在，以及，时刻准备着满足他
们的需求。

孩子在家时，我们尽量两个人都在家。有谁需要出
去，会事先和孩子“请假”，并交代清楚事由，不会简单地
告诉孩子爸爸妈妈不在。十几年来一直是这样。

有一年结婚纪念日，大约是大儿五岁多一点，小儿
两岁不到的时候，小儿阿姨还在。我们想两个人出去庆
祝一下，吃完晚饭后悄悄交代阿姨：“等孩子都睡着了，
我们出去喝会儿酒，孩子找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阿
姨蛮惊奇：“那你们干嘛不出去吃晚饭呢，我一个人带得
了他们俩。”偏偏那天两个娃都特别活跃，玩这玩那、聊
天、讲故事，好不容易到晚上十点多钟，孩子们都睡了，
我们俩才得以轻手轻脚溜出门去。路上两个人相视大
笑：“哈哈，真不容易！”

听孩子说话，和他们聊天
孩子找我们说话时，无论说什么，我们都看着他，认

认真真地听。听他们讲新魔术、讲学校某个淘气的同
学、讲老师课上讲的有趣的事、讲高木直子如何爱吃拉
面、讲刘备的大耳朵长胳膊、讲他们微信朋友圈的学霸
学渣段子……只要孩子在讲，讲多长，大人多听不明白，
都不打断。

孩子想聊天，我们就聊天，天上地下聊什么都好，半
小时、一小时都没问题。有一回聊到《三体》，大儿和爸
爸都读过，有共同语言，聊得相当兴奋。聊着聊着，爸爸
发现不对，“咱们得停一下，下面的情节不适合在饭桌上
说了”。父子俩忍到收拾桌子，到底还是聊了那个果真
不适合饭桌的桥段。

做好吃的饭菜，全家一起吃
“妈妈，今天吃什么？”孩子们放学回家，对妈妈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这个，简直跟我们小时候一模一样。真心
妈妈就赶紧汇报：“妈妈烧了条鱼，等下炒手撕包菜，拌
了培根沙拉，还有小宝爱吃的醋溜肉片。”孩子们马上欢
呼：“噢！”

孩子们的早餐主要是妈妈自己烤的面包、蛋糕，爸
爸早晨再煎好培根、香肠，给他们带到车上吃，午饭孩子
们在学校吃，所以晚餐是一唯一一次全家人可以一起吃
饭的时光。真心妈妈每天会精心准备晚餐，然后一家人
坐下来，好好享受。餐间会评价一下今天的饭菜，随意
聊天，再问问孩子们明天想吃什么。对于妈妈做的饭
菜，孩子们很少批评咸淡，但特别好吃、特别爱吃的，会
满脸陶醉地热情赞美：“啊，美味！”

我们不是特别乐于带孩子们去游乐园性质的地方，
但是特别爱带孩子做有趣的事。我们一起在家里磨过
豆腐、打过月饼、裹过粽子、包过汤圆，春天挖过野菜、
夏天到海边赶海、冬天到什刹海玩冰车。

说起赶海，孩子们的态度很有趣。妈妈小时候特别
喜欢赶海，暑假回老家时就老动员孩子们。娃们起初不
太乐意，觉得起个大早到海边有啥意思。去了第一次，
亲手捉到小小的、活的寄居蟹之后，立马爱上，后来再
去，就完全被大片的沙滩、起落的海鸟、沙滩上藏着的各
种惊喜给征服了。今年才到春天，就已经规划“我们暑
假还要去赶海”。

现在的小孩子，他们童年实在是充斥了太多“人工”
的乐趣，我们希望，能尽量给他们的童年留下一些真正
属于童年的乐趣，供他们到我们这个年纪时回忆。

点赞孩子的各种展示
看到过一条微博，讲的事特别让人心疼。

“饭馆邻桌，一小学生兴奋地跟他妈说学校给发了
个奖，他妈问班里几个人得奖，男孩说二十几个，他妈说
那一多半都有奖你高兴个屁，男孩顿时有种诧异的失
落，想了半天，说谁谁都没得。多熟悉的场景，从今天
起，他开始失去用理念构建生活的能力，此后喜悦要因
比别人好而建立，愁苦则要以别人比自己差来缓解。”

这位妈妈，她在陪孩子，但和孩子完全在两个世界
里，既不能分享孩子的喜悦，也不懂赞美孩子的成就。
这样的陪伴，心不在焉，作用负面。

（明日关注：不要过多评价孩子）

娑婆寐远远地望着那群行尸，淡
淡地一笑：“所谓行尸，阴晦污物，佛
法遍照娑婆世界，当然可以破之。”

犍陀罗王急忙问：“怎么破？”
娑婆寐道：“法术好破，法器难

寻。陛下，你若是可以尽情供应，我
就在你眼前破掉它。”

“法师请讲，一切法器，由本王支
应。”犍陀罗王表态。

娑婆寐道：“我要一面人皮大鼓，
需要祭献童男童女各 16个,还要老者
的胫骨。”

众人听得一个个脸上变色，忍不
住打了个寒战，这术法太过歹毒邪
恶，竟然用人的骨血来祭祀。玄奘更
是骇然色变：“娑婆寐，你胡说什么！
我佛教哪里有这种恶毒的术法！”

“术法千变万化，你能知道几
何？”娑婆寐冷冷地道。

犍陀罗王也脸色阴沉：“我犍陀
罗国乃是堂堂光明国度，怎能用这种
残害生灵的术法！此事休提！”

“慢！”大麻葛却冷笑，
“娑婆寐，你莫不是破不了
我的术法，在信口开河吧？
明知这种条件陛下不可能
答应，你正好躲过一劫！”

娑婆寐冷笑：“不知死
活。只要你能弄来男女的
心头之血和老者胫骨，我就
破了你这邪术！”

他向净人吩咐下去，两
名净人回到王寺，果然带过
来一面大鼓。鼓面的皮质
上有数十条缝合的纹理，细
细一数，果然是十六张皮！
众人看得头皮发麻，知道这
就是娑婆寐用十六童男十
六童女的皮肤做成，一时间
竟然有些恶心。

大麻葛脸色铁青，朝犍
陀罗王鞠躬：“请借陛下狱
中死囚一用！每一名死囚，
我萨珊波斯补偿其家人百
金！”

玄奘急了，飞奔过去阻拦：“千万
不可。这是残害众生的恶行，死后要
沦入地狱！贫僧宁愿认输，请斩掉贫
僧的头颅！”

大麻葛冷笑：“法师，众生的生命
来自于马兹达神，若是能证明马兹达
的神迹，众生死而无怨。他既然要以
人命献祭，那便看看他的本事！”

玄奘又哀求犍陀罗王，犍陀罗王
一时骑虎难下，望着伊嗣侯三世：“陛
下，您看这……”

伊嗣侯三世淡淡道：“朕也想瞧
一瞧。”

犍陀罗王无奈，吩咐内侍到监狱
中提取三名死囚。玄奘还要阻拦，伊
嗣侯三世站了起来，走到他面前低声
道：“法师，您的慈悲朕是知道的，可
是此时此际，这赌斗已经无法终止。
朕相信，佛教与此人毫无关联，此人
不知从何处学来的邪术，来玷污光明
世界。可是朕如果不比试下去，难道
说光明无法战胜邪恶？难道说圣火

无法照亮污秽？法师，既然是死囚，
终归有取死之道，即使他们今天不
死，来日也会被一刀斩掉头颅。何况
此时死去，他们的家属可以拿到一百
金，倘若家中有病人老幼，也能安置
妥当。”

玄奘默然半晌，长叹一声，望着
娑婆寐：“今日之后，你我分道扬镳。”

“六道轮回就如同车轮滚滚，今
日之后，任何人都再也阻挡不了它的
前行。你杀了老和尚都无妨。”娑婆
寐笑道。

玄奘默然无语，走到犍陀罗王面
前低声叮嘱了一句，犍陀罗王露出诧
异之色，却点了点头，吩咐内侍拿着
谕令，带领兵卒到了死囚牢中，提取
了一男一女一老者三名死囚，押上高
台。

娑婆寐询问了那两名男女的生
辰，准确无误之后，开始破大麻葛的
法。整个场面血腥无比，令人不忍目
睹。玄奘端坐一旁，面露痛苦，默念
往生咒。大麻葛等人却面带冷笑，嘲
讽地看着。

这时，在不死军团的掩护下，犍
陀罗的兵卒搬来了鹿角，形成一道工
事，不死军团的骑兵在鹿角后面以长
矛阻敌，行尸们面对这道工事使劲儿
地抓挠，却无法突破。兵卒和百姓在
鹿角之内胆战心惊。娑婆寐站在高
台上，将大鼓架起，猛地一敲，咚的一
声，那群行尸忽然一颤，露出惊慌之
色。

娑婆寐开始敲击大鼓，轰隆隆的
鼓声震天动地。这时百姓们也都知
道了这鼓的来历，一个个满脸恐惧，
然后看着那群行尸的反应，却又不禁
愕然。只见那群行尸一个个嘶声尖
叫，身上突然冒出熊熊火焰，转眼间
被烧成了灰烬。

围观的人群早已经被震撼得无
以复加，看看地上的焦炭，看看高台
上挥槌击鼓的娑婆寐，一个个跪伏在
地，鸦雀无声。

(明日关注: 与玄奘有关的故事)

临近中午，医院内外又热闹起
来，许多小吃摊儿都在医院门口招揽
生意。李春秋就站在医院救护车的
必经之路的路边，焦急地搜寻着姚兰
的身影。

车上的姚兰也同样着急，过了十
一点半，医院门口的这条路到处都是
摆摊的，汽车根本开不动。她已经催
了司机几次，但根本没什么用。眼看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姚兰终于等不
下去了，她对身边的小护士说道：“你
跟车，我先提一箱子血浆走回去。”

“姚护士长，这会儿医院门口人
多车多，您自己提着那么大个箱子，
能行吗？”

“没事，我从偏门过去，直接进主
楼，那边人少点儿。”说完，姚兰拎起
一个箱子，便下了车。

李春秋的目光还在人群中不断
扫视。突然，门口墙上的一张医院工
作日程表闯入他的视线——中午十
二点，重病号午餐。李春秋突然想到
了什么，他一把拉住正巧从他身边经
过的一位医院的工作人员，问道：“咱
们医院有送餐制度？”

“对，只针对重病号。”
“怎么送？”
“有专门的送餐车，具体情况，你

去后勤处问吧。”
李春秋回头望向主楼大厅，透过

玻璃，他果然看到好多辆餐车正朝各
个病房推去，而其中的一辆正在靠近
刘教授指出的那根柱子。

姚兰提着箱子从另一侧的门走
进医院大厅。大厅里摆放着横七竖
八的餐车，让她有点儿烦躁。中午是
医院里人最多最乱的时候，平常这个
时间，她都躲在护理站整理病例，今
天可真是见识了。鱼龙混杂不说，偏
偏还有人特别没眼色，只见他迈着外
八字把餐车推到柱子旁边，然后，蹲
在餐车旁边整理了起来。姚兰长出
了一口气，依她平时的脾气是肯定要

过去说两句的，但现在没空
搭理这些。她径直朝柱子
走了过去——柱子后面就
是楼梯，楼上的方黎还不知
道急成什么样子了呢，她得
赶紧把血浆送过去。

李春秋在大厅门口被
丁战国一把拉住，任凭他怎
么挣扎，丁战国都不松手。
在人来人往的大厅门口，他
俩谁都不敢说什么。丁战
国用眼神示意李春秋不能
轻举妄动，随后把目光投向
大柱子旁边的一辆餐车。
李春秋注意到：一个勤杂工
打扮的人蹲在餐车旁，左右
看了看，慢慢把手伸进餐车
下方的布帘，随后起身准备离开。李
春秋明白，炸弹的开关已经打开了。

丁战国已顾不上李春秋，他用眼
神指挥着埋伏在大厅里的便衣侦查
员，让他们悄悄包围那个“勤杂工”，
自己则朝着餐车走去。李春秋也跟
着进了大厅，人群中依然找不到姚兰
的身影。而那个“勤杂工”丝毫没有
察觉到便衣侦查员逐渐缩小包围圈，
依然故作镇定地走向门口。渐渐的，
他离李春秋越来越近——外八字，还
有左侧的一截断眉。这个身影在李
春秋的眼前和脑子里交错出现，既陌
生又熟悉。

身后的侦查员已经近在咫尺，李
春秋突然身子一歪，撞到了身边经过
的一个患者。只听“哎哟”一声，“勤
杂工”应声回头，看见了李春秋，也看
到了周围的侦查员。

“有炸弹！有炸弹！”勤杂工突然
高喊了两声，拔腿就跑。整个大厅迅
速陷入一片混乱，四处奔逃的人群让
丁战国和侦查员们的追捕陷入停滞。

“哎哟，血！好多血！”突然，从
人群中又传来一阵喊叫。李春秋闻
声望去，原来逃跑中的“勤杂工”撞

翻了姚兰，箱子里的血浆泼洒了一
地。

此刻，李春秋恨不得长一对翅膀，
带着姚兰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但
现在别说是飞，隔着这混乱的人群，他
想走到姚兰身边，把她扶起来都做不
到。想救妻子，只能先排爆。

李春秋硬着头皮冲到餐车旁，伸
手掏出了炸弹，倒计时的数字还在继
续跳动：20、19、18……

“老丁，快把我围起来。”李春秋
对着丁战国大喊。见李春秋手握炸
弹，丁战国迅速冲到他的身边。

15、14、13……
“谁会拆这个？谁会？！”丁战国

对着身边的侦查员大喊，可是，没有
人应声。

“给我把刀子！”说话的居然是李
春秋。丁战国完全没想到，可炸弹上
的倒计时已经不允许他继续思考其
他。此时，已经有一个侦查员把刀子
递到李春秋手里。只见他快而不乱
地用刀尖拧开炸弹顶端的一颗螺丝，
卸下顶盖。顶盖下面，是一团错综复
杂的电线。

（明日关注：危险排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