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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在這樣的國家，我們只有冬眠 
 

但冬季过早地来临 

我们的树木开始干枯 

我们再也没有养份去供奉 

于是我们的黑发被岁月的雪 

冻得渐渐斑白 

我们的皮肤像龟裂的田野 

冬季来了 

我们都爱冬眠 

心脏累了 

血液累了 

我们在雪底下冬眠 

在這樣的國家 

我們只有冬眠 

 

 

 

 



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我们的眼睛是两口枯井    

眼睛这两口枯井 

散乱的目光深处是肥沃的淤泥 

曾有爱情的禾苗被泪水的火焰烧尽 

我们住在悲伤的另一端 

隔着高墙看远处的太阳远处的山 

夜里梦见远处的人 

用思念的网打捞零散的往事 

然后让骨头里长满骨头 

监狱日记：追忆第一次坐牢监狱日记：追忆第一次坐牢监狱日记：追忆第一次坐牢监狱日记：追忆第一次坐牢    

 1998 年 6 月 15 日，雨转晴 

那个时候每到晚饭后，廖亦武便来邀我散步，我们围着不大的院子，走了一圈又一圈，没有

固定主题地畅所欲言，使我们一直谈得很宽松。但往往也会遇上令 我吃力的时候，因为廖

亦武的为人尖酸，与他共事与摆谈，便得时时处处小心。可有一点却是我为人的一个原则：

不与那些一定要灌东西给别人的人争论，他说什 么，一概不发表任何看法与意见。也许廖

亦武是天才的缘故，他向我兜售一切，很像英国人当年向中国人卖鸦片一样，出卖者与接受

者的交易是不平等的。当然廖与 我是朋友，我是不应该如此来评说我们之间的关係，现在

想起这些只是为人的某种膨胀欲望所惊奇。我与廖是不可否认的朋友，可为什么在交流时会

出现不平等呢？ 这很像 关在这个监舍里的十几、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一种渴望性而无法进

行性交的现实使大多数人不得不选择手淫。那么一个被囚禁的天才，当他的思想无处公开时，



一有 机会，他肯定会一股脑儿倾泄而出，哪管别人接不接受。由此我想起了毛泽东，长征

初期与长征中那么艰苦的生活，他仍然不停地与贺子珍作爱，让贺一连串地怀孩 子打胎。

而到了延安之后，他才写出一系列东西。这便是一种欲望的排泄方式，而排泄物件将直接影

响排泄。一个犯人，性饥渴的犯人，他选择的物件是意识深处的 异性或性器官。一个天才

的“精液”是什么？是思想，是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许多异性。也许，我从廖胡子的精神射精

里，被迫捡到许多思想。 

监狱日记：蚊子的兵器监狱日记：蚊子的兵器监狱日记：蚊子的兵器监狱日记：蚊子的兵器    

1998 年 6 月 12 日，晴 

蚊子是谁发明的兵器呢？在这里我受到有生以来最多的蚊子的袭击。无遮拦的手脚，不能设

防的空荡荡的大监房，肆意横飞的蚊子把我们搞成抱头鼠窜之徒， 但我们无能为力。是蚊

子爱咬我们吸我们的血，还是我们愿意让蚊子咬让蚊子吸血或是有另一种力量不让我们反击

蚊子呢？一连串的问题，自从有监狱的上古的某一 天，就被囚徒提了出来。谁来回答解决

这个问题呢？身陷囹圄的囚徒，只要大脑没问题，谁也知道提这个问题是白痴，因为犯人根

本没权利去要求保护自己，就算是 一只小小蚊子，犯人也无可奈何。 

一段狱中记录一段狱中记录一段狱中记录一段狱中记录    

公元一九九二年的夏天，在四川省第一监狱的犯人监舍屋顶菜地里，我与那个从劳改煤矿转

到南充监狱的老犯张发福单独呆了三天，我们的任务是在屋顶菜地 靠监狱浴池的地方用铁

丝加上塑料块做一道挡墙，为的是不让其他的犯人到这里来偷看下面监狱女浴池的女人洗

澡。那时我之所以会得到这份差使，是因为我的刑期 短，而且我在队上的小卖部上班，再



加上我不是刑事犯罪份子，所以干部派我与楼上那个刚从煤矿转监来的老犯人一道做这件

事。 

从第二天起，他给我讲述了他的一切。我从他的谈话里面一次次感觉到了心灵的震颤。他是

一个在解放前上过中学的人，他喜欢读书，懂得许多的道理；他甚 至喜欢诗歌。在他的一

再要求下，我只好把我写的一首诗留给了他，没有几天，我就转监了，我是在到了三监之后，

在一监的人到三监来找我对帐的时候听说张发福 出事的。他把我们用来做挡板的塑料块绑

在自己的手臂上，然后从楼上跳了下去，他没有死，但是摔成了植物人。 

我不知道他是否看过我的诗。后来当我从四川省第三监狱满刑释放时，我把这首诗的原稿塞

在当初廖亦武送给我的一把洞箫里面，然後用肥皂将下面的孔堵 上，就这样我把这首诗从

监狱里带了出来。这么多年，我只要一想起张发福，我就会想起那一道用塑料板块作成的挡

墙，虽然它与我诗歌中写到的墙不是一会事，但 我无法把诗歌与张发福分开。 

                      人鸟之恋人鸟之恋人鸟之恋人鸟之恋 

                     ——选自选自选自选自长篇小说《天空的翅膀》长篇小说《天空的翅膀》长篇小说《天空的翅膀》长篇小说《天空的翅膀》 

一 

那是一只鸟，所有的人都看得清清楚楚，那是一只鸟，一只没有人叫得上名字的大鸟。

它歇在屋顶上，它有黑得发亮的羽毛以及那象乌鸦一般哇哇地叫声，人们只是觉得这不是一

只好预兆的鸟儿，因为这鸟儿的叫声显然比人们记忆中乌鸦的叫声要凄惨哀沉得多，狱吏们

感到心烦。队上的狱吏急忙跑到平台上对下面的犯人喊话“你们听见没有，赶快想办法给老

子把哪个叫丧的家伙赶起走。” 



“我们老早都想过办法了，但我们把它赶走它很快又飞回来，它是从煤矿那边飞过来的早

已经被张发福养家了的东西，见不到那个家伙，恐怕它不得飞走。” 

“你他妈的少给老子讲条件，不管想啥子办法，都要把它撵走！” 

监狱里的领导其实老早就听见那烦人的鸟叫，他们没有过问那东西是因为他们有更加重

要的事要做。 

“那么我们狱政科现在想叫你们弄清楚的是，当初我们将他从煤矿转过来，放到你们队上

时就告诉过你们，这个人脑筋有问题。你们为啥子让张发福撤了做挡板的塑料块？还有就是

你们必须弄清楚，张发福从楼上跳下去的原因。我们现在通过调查发现，张发福很有可能是

王强案件的主谋，我们通过指纹鉴定，发现王强留下的火柴盒上面有张发福的指纹，同时还

有另外一个人的指纹，下去之后，你们要与矿上联手来办这个案子。一定要找到火柴盒上留

下指纹的另一个人。省劳改局已经给我们破案的时间定了最后期限。” 

“这的确是我们的失职，当初是监狱叫我们用塑料扳子捆在楼上遮挡监狱女浴室的。可我

们没有想到的是，张发福这个家伙恰恰就是把这些东西绑在自己身上当成了翅膀。不过张发

福跳楼时由于正在吹风，所以他摔得并不严重，不会有生命危险。医生说他的头部受伤重一

些，身体其他部位只是软组织受伤，他很快就会醒来。” 

二 

调查从张发福在煤矿以及监狱里所在的监舍开始，几十个犯人，被一一隔开，挨个接受

询问。最后狱吏推论张发福将塑料板绑在自己身上，趁着大风刮起的时候从楼顶跳下完全是

一种幻想自己可以飞出监狱的狂想症。队上就此给监狱狱政科写出结论报告，张发福跳楼一

案，是跟他在监狱里多年以来的行为和思维习性紧相关联的。此人是因为多年以来不断地变



换方式逃跑，不断地被政府抓住，而且多次被政府加刑后精神出了问题才发生这事故的，这

与张发福养着一只鸟也有很大的关系。张发福正是因为看见自己养的鸟可以自由自在地在在

监狱里外飞来飞去，自己才中了邪，把塑料板绑在自己的手臂上，从楼上飞下来的。为此监

狱狱正科将犯人张发福几次逃跑几次被抓加刑的情况向省劳改局作了一个详细的汇报。 

在押犯人张发福，是一个反动透顶不思悔改的反革命惯逃犯，本来其原判刑期只有七年，

但是在煤矿劳改时先后多次逃跑，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张犯每一次逃跑均被政府抓获，最

后张犯被加刑到无期。半年前，因为张犯与一宗煤矿爆炸的反革命案件有关联，再一次从煤

矿转到监狱本部，就张犯多次逃跑的事实上来看，这家伙最终选择什么样方式从监狱里逃跑

出去，是没有谁可以预测的，因为他每一次逃跑的方式都不一样，每一次他都在变换着方式，

这是一个极端而又令人难以对付的家伙，这一次他想从监狱里飞出去，应该是图穷见匕首之

举动，他现在摔成这个样子是咎由自取，但我们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反动头顶的家伙抢救过来，

因为他跟煤矿上的一宗案子有关，我们需要他的交代材料。 

作出结论的同时，煤矿的狱吏还发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犯人张发福半年前领到的新

胶鞋本来该有一双，但是无论怎么找都只找到了一只。那么是谁将张发福的胶鞋拿走了呢？

所有与张发福同室的犯人都不承认自己拿了鞋子，狱吏不论怎么推测都找不到合适的答案，

但狱吏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张发福的另一只胶鞋与张发福幻想跳楼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是

谁拿走了另一只胶鞋呢？那个拿胶鞋的人，是否就是曾经在火柴盒上留下指纹的人？ 

                          三 

那只鸟雅菊看见了，她知道那是发福养的鸟。但鸟儿现在只是偶尔飞到她的头上转一圈

然后便飞开，鸟儿认识她，可鸟儿与她没有多大的感情。雅菊想，发福恐怕出事了，要不然

这么久为何不见发福的影子？发福这个年龄阶段的人应该是很认真的，她相信发福，她相信



发福绝对不是那些年轻人，没有一点诚信，对人一概不讲感情，她相信发福是相当讲感情的

一个人。胶鞋在她的枕头下面，她将那双胶鞋放在枕头下面，这是专门拿来给女儿看的，她

希望女儿能够从心灵的迷雾之中走出来，她希望女儿能够接受现实。这一次不是别人只给了

她一只鞋子，这一次是她向别人要了一只鞋子。 

雅菊记得那一天，太阳就象一个喝醉酒随意发性的男人，老是要让正在干枯的水池里干

活的她脱衣服，她不能随便脱衣服，尽管汗早已经把衣服裤子给湿了个透，她知道这里到处

都有出来外劳的劳改犯，她只能干完活，回到家里才能够换衣服。她热，但生产队的活就是

这样，一年到头大家都在干，可就是干不完那些活。她也想过停下来休息，可一旦停下来，

就意味着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任何分配，那样的话，一家人，一个没有男人的家庭岂

不在自己等死？她只有一条路，干活，干活，直到女儿张大，直到老妈去世，直到… 

那一年天干得田里的谷子划一根火柴都可以点燃，到处都缺水，经过多次交涉，监狱终

于同意生产队里所有的劳力都到劳改队挑水，她没有去，她被队长留在山边那个早已经枯干

了的池塘里，队长说这几天好象区里要从都江堰放一些水过来，具体的日子没有确定，队长

叫她一个人在池塘里挖淤泥。 

“人家都不愿意跟你一起干活路，你就一个人到池塘里去挖淤泥，等两天水放过来的时候，

也好多装些。” 

很长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那些年老的人说打他们记事开始就没有遇见过这样干的天。

放到过去池塘有水的时候，要是遇见这样的天气，生产队的人早就不约而同地到这池塘周围

来了，孩子们在池子里游水，年青人在池塘边的柳树下嬉笑打闹，而她自己，往往会在这样

的时刻，一个人坐在池塘靠山的那个边上，把脚放在池塘里，让自己独特的体香招引鱼儿，

那是一种快乐，一种与幼小的鱼儿们共同分享着的快乐。 



现在没有这样的快乐了，干旱了大半年。她一个人在池塘里挖淤泥，别的女人都被安排

到轻松的事情上去干去了，她知道这是队长对她的特别照顾，就因为她漂亮，就因为她没有

结婚有了一个孩子，她总是被队长特别照顾，她早已经从队长的眼神里看出队长想干什么。 

四 

泥土与那些早前死去的小鱼腐烂的的气息在这个没有风的日子，同样相当强烈。雅菊已

经习惯这味道了，她把那些淤泥挖进撮箕，然后再提到堰埂上去，队长说，这东西其实是很

好很好的肥料，等到晒干之后，可以直接撒到田里当肥用。 

在正午的时候，她没有听见生产队的收工钟声，但她估摸着收工的时间应该到了，她想

回家，女儿一个人在家里，她从出工的那一刻，就牵挂着女儿，她想尽快回家。 

雅菊认定是打钟的人忘记了时间，她把锄头与撮箕放在柳树下，决定回去。可她一抬头，

看见了一个人，在堰埂的那一面，她看见一个剃着亮蛋的人，那人浑身湿漉漉的，光头在太

阳下反着光，他的怀里抱着一个小孩。那人一看见她，放下孩子转身便慌张地跑开。 

“妈妈” 

那不是莲莲吗？雅菊看见自己的女儿，提起锄头就向堰埂对面跑去。 

真的是她家的莲莲，孩子浑身湿漉漉地，雅菊扔下锄头抱起孩子 

“莲莲、莲莲，你咋个了。” 

雅菊失魂落魄喊叫与摇晃着孩子。 

“妈妈，我拌到茅厕里头了，是刚才那个叔叔把我捞起来的。” 



当雅菊回过头来想找到刚才那个犯人，哪里还有踪影。就在这个时候，生产队的高音

喇叭响了起来。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广大革命群众们请注意了，刚才劳改队逃跑了一个犯人，刚才

劳改队逃跑了一个犯人，请大家相互转告，有看见的马上报告。” 

“不行，刚才那个人肯定是逃跑犯，劳改队与生产队早就有指示，看见跑出来的犯人，一

定要报告，只要报告的情况真实可靠，劳改队将奖励报案人十块钱，生产队将奖励报案人一

百分工分。” 

这笔奖励对于雅菊来说几乎就是她半年的收入。听见广播，她放下了孩子。 

“莲莲，你在这里等到，有哪个人来了，你就给他们说，妈妈追逃跑犯去了。” 

雅菊根本没有顾及什么，提起锄头就向犯人跑去的方向追过去，她相信刚才那个就是逃

跑的犯人。她要亲手抓住这个逃跑犯，她太穷了，她需要那份奖励。 

雅菊没有想到自己哪里来的力气，当那个犯人啜着粗气还没有跑出林子，雅菊已经跟着

那人身上发出的粪水味道，提着锄头追上了他。 

“举起手来，不准动，再动我一锄头挖死你。” 

那人没有举手，只是一边啜着粗气，一边回过了头。 

“那好吧，反正已经被他们发现了，看来是跑不脱了，哪个把我逮到都会得到奖励，你把

我送回去吧。” 

雅菊没有想到这个犯人会是这么一种态度，她也没有多想就扬了扬手里的锄头。 

“少废话，马上跟我走。” 



雅菊手里高高地举着锄头，押着逃跑犯向女儿所在的地方走去，她要把女儿接上后，在

把这个犯人送到劳改队去。广播里还在播放着紧急通知，远远地还没有到，女儿就呼叫着向

他们跑来 

“妈妈，叔叔。” 

就在他们前面不远，莲莲一下摔到在地上，走在雅菊前面的逃跑犯急忙向孩子跑去。 

“不许跑，不然我一锄头挖死你。” 

那人听都没听她的话，几步跑过去蹲下身子就去抱地上的孩子。 

“你给我滚开，不准动她，你再动她，我一锄头挖死你。” 

那人听都没听她的就把哭泣的孩子从地上抱了起来。 

“小朋友不哭，你妈妈来了，勇敢点，不哭。” 

“把娃娃给我放下来，听见没有，把娃娃给我放下来。” 

那人放下了孩子， 

“大姐，我刚才还救过这个娃儿，未必我还会对她咋个？我都给你说过，反正我已经跑不

掉了，哪个把我送回去都是一样，走吧送我回去。” 

听见这样的话，雅菊感觉自己的心突然颤动了一下，她放下手里的锄头，抱起孩子。 

“走吧，我送你回去。” 

逃跑犯张发福要求农家妇女邓雅菊将自己押送回劳改队，以使得邓雅菊能得到政府应给

的奖励，但是邓雅菊以及女儿莲莲却告诉劳改队的领导，是张发福救了小莲莲，她们到劳改



队，是来感谢劳改队的领导教育犯人有方，感谢张发福跳进粪坑舍己救人。这一次张发福不

仅没有因为逃跑而加刑，而且还因为舍己救人得到了劳改队的奖励。只有张发福自己知道这

是怎么一回事。 

五 

从那以后，劳改队的领导不再用过去的眼光看待张发福，平时发福可以随便出来扯猪草，

更重要的是发福也与农妇邓雅菊一家人成了朋友，平时发福有什么总是会去找雅菊，而雅菊

家有什么用得上发福的，自然也会找发福。 

有一天，雅菊找到发福。 

“张师傅，你穿多少码数的鞋子？” 

“三十八码。” 

“我正好要一只这个码数的鞋子，我晓得你是一个好人，听说你们最近才发了胶鞋，帮个

忙，把你的胶鞋给我找一只右脚的好不好？”发福开初不答应她，因为在这个劳改队里，尤

其是胶鞋是不敢随便给人的。由于这个地方落后贫穷，每一次发了东西之后，总是有犯人把

那些东西偷偷地带出来跟老百姓换东西，至于胶鞋更多的说法是，劳改队的犯人偷偷的带一

只鞋子出来，找到一个当地的妇女，干完那事之后就从后腰取出鞋子，给别人一只，要想得

到另外的一只，那得等到下一次再干了那事之后。发福不干这样的事，所以他不会轻易将自

己的鞋子送给别人。 

雅菊没有办法，只好一把拽住发福 

“大哥你这是在救命晓不晓得？” 



发福不明白为啥一只胶鞋可以救命 

“都啥子年代了，你还要胶鞋，那些年你们这里穷，我到是听说过一些犯人带一只胶鞋骗

女人的事，现在你要到胶鞋搞啥子嘛？” 

“我家里有一只胶鞋，我必须给它配对，不然的话，我的女儿就要离家出走去找她的爸爸，

可我连她爸爸姓什名谁都不清楚，所以我想问你要一只胶鞋，把我们家里的那一只配对。” 

“既然是这样我就给你一双，不是还要好些。” 

“大哥这个你就不晓得了。现在的娃娃心思重得很，在这以前她认定我们家里那只鞋子是

她父亲留下的，老早就在鞋子上打了记号，我根本就不能去换那只鞋子，我只有向你要一只，

然后告诉她，另一只鞋子在你那里，再让你当着她的面把另外的一只鞋子给我。” 

“你拿到我给你的鞋子又有什么作用？” 

“我可以告诉我的女儿，当初给我鞋子的人就是你，她用不着到外面去寻找。” 

“这不行，我又没有干过那些事，这不是明摆着欺骗人，我不干。”“大哥，这么多年了，

你帮助了我们许多，这一次难道你真的要见死不救？如果你不给我鞋子，我女儿就要离家出

走去找她的爸爸再说当初你救过她，你说的话她是会相信的。” 

“既然这样，我也只好骗一次人，帮一帮你了。” 

第二天当发福来到她家院子边上的时候，她故意当着女儿的面叫发福拿出了另外一只鞋

子。本以为这样女儿就死心了，可是没过两天，女儿便不辞而别离家出走。 

她给母亲留下一张字条：妈妈，我知道我爸爸是当年骗你的人，但我没有想到日思夜想

的爸爸就是这个人。这个人当年救过我的命，但我没有想到他就是我的爸爸，我一直以来还



以为我爸爸是成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我更没有想到我爸爸已经这么大的年龄，我十八

年的梦想就这样破裂了，我今生今世都不愿意见到他。既然你说他马上就将释放你要收留他，

那这个家我只有选择离开，我根本就不想见到这个只图自己快活，一点都对我们不负责任的

家伙。妈妈，我决定象我们村子里其他的年轻人一样，到广东去打工，如果我挣到钱，我是

会寄给你的。不过如果那个人真的进了我们家的大门，我绝对从此以后不再认你！ 

从那以后女儿便没了消息，雅菊只好天天在心里呼唤女儿。她告诉过发福女儿出走的事，

但她没有告诉发福女儿出走的原因。发福安慰她 

“你两娘母闹别扭，只是暂时的事，等到她的气消了，她自然会回来。” 

这是一种灾难，这是她预感到的一种结局。不为别的，只是因为这里太穷，这里的人太

质朴，当年她就是因为一只胶鞋才落得今天这样一个命运。那是十几年前的事，那个时候这

里比现在更穷。生产队的人都千方百计到临近的劳改队里找东西，她认识了一个年轻的犯人。

那个来自遥远的成都的牛高马大的小伙子，每一次看见她上山去扯猪草，都会主动地帮她。

那一天他给她带来了一只胶鞋，那是一只左脚，他把鞋子塞进她的手里“我喜欢你，我不象

别的犯人那样，给你一只胶鞋或是给你一块肥皂之类的东西，就要你跟我睡一次瞌睡，然后

下一次再给你另外一只。我喜欢你，我从今以后要把我家里寄给我的钱节育下来交给你，要

把我们所有发送的东西都交给你，将来我满刑的时候我还要把你带回成都去。” 

那时她还是一个姑娘，她的父母因为解放前是地主，所以周围的人都欺负他们。在正常

的社会里得不到公正待遇的她很快便被小伙子迷上了，直到有一天，他把她按在了地上，他

就象别的犯人对待别的女人一样，在完事之后给了她那只鞋子，但这不是睡觉的价钱“我们

把两只鞋子分开，你一只我一只，到了我满刑那一天我们就一起回城。”从那一天她就开始

等待，等待，从那一天之后她就再也没有见到那个信誓旦旦的犯人，结果她的肚子一天一天



大了起来。她去找那个人，可劳改队的管理人员告诉她那个人早已经满刑回家，他用胶鞋骗

了将近十个女人。她肚子里的孩子就这样成了没有父亲的东西。她还在幻想，她觉得有一天，

那个人会亲自找到自己家门上来，带上她以及女儿到城市里去。但是她等了整整十八年，那

个男人也没有出现过。 

发福是她认识的劳改犯里年纪最大，面貌最善良的一个，在发福被她押着送会劳改队的

那一次她就有一种感觉“这个老犯人一定是一个可以信靠的人”。一想起这样的问题她就感觉

到脸发烫，年轻时的那一股子火飘火撩的感觉也就莫名其妙的在心里升腾。她一次又一次地

询问过自己“难道我真的喜欢上这个人了？” 

六 

起初鸟儿只是跟着发福，才会时不时地到她所在的地方来盘旋一阵，那时雅菊会给鸟儿

喂一些玉米。后来很久也没有看见发福的影子，那鸟儿到是每一天都飞到她家院子里的那一

棵树上哇哇的叫，她知道鸟而肚子饿了，她便给鸟而喂一些它喜欢吃的食。发福不来，只是

鸟儿来，她感觉是出了什么事，可她又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但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

兆。 

她记得很清楚，那一天，发福来向她要一匣火柴，后来矿井就发生了爆炸，再后来发福

就再也没有出现过。她开始觉得这件事不对头，每一天那鸟儿都会来，但她看得出鸟儿一天

比一天焦急，她知道鸟儿是想告诉她什么，可她无法清楚鸟儿的心思。直到最后的一天中午，

她再一次听见了鸟儿比以前任何时候都要凄厉的叫声，她感觉到事态已经相当的严重，她从

屋里向鸟儿停歇的那一棵树跑去。一切已经来不及，她看见鸟儿就在她跑出屋门的那一刻，

从那树上掉了下来。她从地上捡起鸟儿，鸟儿满身是血。她抚摸着鸟儿余温尚存的身子，还



有血从鸟儿身上的孔洞里流出来，但是鸟儿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发福出事了，就连鸟

儿也被人用气枪打起了多窟窿。不，他们不能这样对待发福” 

其实她喜欢发福不只是这个人心地善良，更重要的是，她觉得这个人需要她的爱，需要

她的帮助；因为她早就听人说过发福现在已经不是劳改犯。发福的案子本来就是一个冤案，

但是当他的改判通知书下发到监狱的时候，正遇上监狱整理档案室，工作人员不小心弄丢了

这份通知。结果后来已经七八年了，发福当地的法院到劳改队来办一桩别的案子，监狱的人

向他们提起照理张发福的案子属于改判的案例，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张发福的案子却没有得到

改判。法院在听说这样一个案例之后，回去就调查，结果发现八年以前张发福的案子就已经

改判，而且当时就向监狱发了通知。监狱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清理档案，最后在狱政科长

桌匣子的缝子里找到了那封信。监狱没有办法，又不敢向上面报告，只好告诉发福原属地的

法院，是他们自己弄错了。事实上这个人已经在八年以前释放，监狱考虑到他的年岁已高，

在他释放的时候将他招收成了监狱的就业人员。这是监狱对外的一种托词，它不仅见不得天，

更不敢让张发福本人知道这件事的真相。张发福仍然被关押在他原来所在的监舍里，只是时

常狱吏会让他去上上街，或者是让他一个人到山上扯猪草。但是纸总是包不住火，张发福的

事也就在狱吏和当地的老百姓中间流传开来。张发福本人早已听到这样的传闻，他不相信，

他一点也不相信，在他看来“现在这些家伙，连毛主席都快反完了，我这样一个热爱毛主席，

并且因为热爱毛主席而坐牢的人难道还会得到他们的宽免？” 

她其实不止一次对发福讲过他的案子，但是无论她怎么说发福都认定这是骗人的谎言。

“你放心，象我这么死心塌地的人，无论在哪一个朝代都是被打击的对象，我都幻想过许多

次了，结果每一个幻想都一一落空，所以现在任何人给我讲什么改判释放的事，我都不可能

相信。”她没有想到一个人会对自己如此地丧失信心，只是发福越这样，她的心里越是喜欢



发福，她正是从自己与发福的接触以及随之出现的心理反应里面感觉到，自己原来是一个喜

欢执著的人。 

七 

她手里捧着鸟儿，血水浸过她的指缝，她心里相当的难受“即或是人犯了什么错误，可这

鸟儿难道也犯了什么错误？这些人那么凶，你还是把鸟儿留在我们这里养算了。”那一天，

当发福招呼那可爱的鸟儿到他的肩上，她伸手抚摸着鸟儿的羽毛对发福说，发福没有答应，

他说只有他才懂得如何与这些东西交朋友。这鸟儿有灵性，如今是他最亲近的。不过那一天

发福对鸟儿讲了如下的话“小强，如果哪一天我不能够保护你了，你就飞到这里来，她会保

护你。” 

很显然，这应了发福的话，鸟儿在这个时候到这里，是来寻求保护的。但是鸟儿死了，

发福没有了任何消息，她只是在心里隐隐感觉有一种埋藏了许多年的疼痛就象希望见到阳光

的种子的嫩牙一般，在她的心里疯狂地生长。“难道发福已经被他们释放了？或则真的象人

们传说的那样是发福与王强合伙制造了矿井爆炸案？”这样的念头在她的心里一闪而过，她

立即感觉自己不能再想下去，她觉得越是往下想，自己越是会陷入一种迷茫之中。“无论怎

样我得先把这可怜的鸟儿埋下了再说，我不能够辜负发福当初的嘱托。” 

她找出了工具，她要把这可怜的鸟儿埋在先前它曾歇息过的那一棵树下。就在她把鸟儿

放在地上开始挖坑时，一行人如从天而降一般，把她围在了中间，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是监狱的警察，由于监狱里有些事情与你有牵连，我们想问你几个问题。” 

她疑惑地抬头看了看那个发话的大个子。 

“你是不是认识张发福？” 



“认识。” 

“他是不是给你过一只胶鞋，你又给他过一匣火柴？”她没有开腔，她不想回答他们的问

题，她只是轻蔑地看了看那个向她发话的人“你们有啥子事，等我把这只鸟儿埋了之后再说。” 

这些人似乎还讲道理，他们就这样围着她，一直等到她把鸟儿放进坑里，再把土掩上，

他们才告诉她“由于有一些事情与你有关你得跟我们走一趟，不过你放心我们只是希望你协

助我们调查一些事情。”   

她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这一帮人没有给她出示任何证件就搜查了她的家，他们带走的

不只是一个女人，而且带走了那双胶鞋。 

八 

那是监狱的禁闭室，他们直接把她关了进去。他们告诉她，由于她与犯人勾搭成奸最终

使得两个犯人为她而争风吃醋；为了徇情，一个犯人在矿井制造爆炸案，一个犯人从监狱的

楼上跳下去并且成了植物人。现在摆在她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配合政府，把她自己的

事讲清楚。可她向这些人讲什么呢？从他们到她家里找到她时，她就感觉自己被弄糊涂了，

那些人告诉她，如果不是跟着那只鸟儿，他们说不定还找不到她。他们要她好好交代 

“你什么时候跟这两个犯人勾搭成奸的？” 

“那一天晚上你为什么要给张发福火柴？” 

“你家里的那一双胶鞋为什么一只是现在生产的，一只是十八年前出厂的？你把这两只不

同时期的鞋子配成一双鞋子究竟是什么目的？” 



她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她只是哭，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触犯了什么，她只是哭。她只是问

他们 

“你们把张发福咋个了？他出了啥子事？” 

在这漆黑的屋子里，她担心的只是发福，因为她明白，既然这些人连她这样一个普通的

老百姓都可以随便拘禁，那么对于发福，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可想而知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

陷入了一种灾难之中，但她更担心发福。 

监狱的警察拿这样一个人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办法，为了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向上级交差，

他们只能够把这个女人留下来，他们必须结案。于是经过慎重地思考，监狱决定强制性地留

置这个女人 

“现在涉案的人员里面，一个已经畏罪自杀，一个又成了植物人，只有这个女人是唯一的

活口，我们不论花怎样的代价都要她开口。” 

这是一个只关押男重型犯的监狱，为了万无一失，监狱的几个领导在商议之后，作出以

下决定。采取攻心的方式，先把那个女人关进监狱的禁闭室，然后再带她去医院看一下病床

上人事不醒的张发福，并告诉她现在张发福已经成了一个植物人。反正外面的人也没有任何

方式可以知道监狱里面的事，再说那些犯人见了女人一个比一个狼，她只要是多被犯人那绿

阴阴的眼睛看几眼，保准她会把一切都交代清楚。于是一个不是犯人的女人，被关进了监狱

的禁闭室。他们派了一个女警察去，在医院看了张发福之后，这个人从各个角度去谈张发福。

最后她感觉实在是磨不过这个女警察，便将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 

“我其实早就知道张发福是你们非法关押的，但是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把他释放了，结

果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我根本不象你们所说的那样与你们的两个犯人勾搭成奸，我不认识



哪个叫王强，只不过那一天，张发福来问我要一匣火柴，我便给了他。如果你们要凭此给我

定啥子罪的话，我觉得你们太没有道理。现在既然你们已经把我关进了监狱，这么多年了，

我们这里的百姓早都晓得，你们监狱要想对哪一个人做啥子，谁也拿你们没有办法。我现在

已经没有别的想头，我只是希望你们正确对待张发福这件事。我不可能是什么煤矿爆炸案的

同伙，张发福也更不可能与那个王强勾结，我只是觉得，监狱发生的这件事情你们自己应该

在你们自己身上找原因。” 

“的确张发福是一个已经刑满了的人，但是事实证明监狱把他仍然关押在监狱里是正确

的。如果不是在监狱里，这一次他唆使犯人搞爆炸的事要是发生在社会上，你想没有想过，

我们的党和国家将会受到多么大的危害？所以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给我们提啥子张发福旧案

的事，你只是把你们之间如何勾搭成奸的事情交代出来就行了。” 

这其实是一块不好啃的骨头，无论怎么威吓，无论怎么引诱，这个女人就是不向监狱提

供他们希望知道的东西。黑屋子不起作用，那些狼一样的犯人的目光也不起作用。他们只好

就这样把她关在禁闭室里面 

“关她三个月，我不相信她不说”这是监狱领导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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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告诉她，发福是畏罪自杀，自己从监狱的楼上跳下来才摔成这个样子的，她不相信，

无论这些人怎么说她都不相信发福会畏罪自杀从楼上跳下来。 

“他被你们非法关押，他根本就没有啥子罪！” 

她想起了那只鸟，想起了那只被他们打中之后飞到她家里来的鸟。 

“难道是监狱的人对发福干了什么？” 



过去她无数次听发福给她讲述过监狱里犯人与警察的黑暗，她相信发福成为现在这个样

子，一定是监狱里的警察对他干了什么，但她又无法弄明白发福究竟是怎样成为这个样子的。

难道是监狱里的人把发福打成了这个样子，她想起了发福头上的绷带，。 

屋子很黑，只有到了晚上，那只昏暗的灯泡才会通电，整个白天，这个屋子都处于中黑

暗之中。每一天，那个给她送饭来的人总是会对她说一些不三不四的甚至是挑逗性的语言，

好在那人不能够进到屋里来，就是放风，也是那个女警察来开大门。她不知道现在自己可以

为发福做什么，但她感觉得到，发福此刻最大的需要就是得到尽快的医治，早一天醒来。 

她已经没有别的什么企求了，每一顿饭菜从风门递进之后，她只是装模做样地吃上几口，

然后便趁着洗碗的机会将大部分饭菜倒入下水道，她明白，现在自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跟这

些人斗，她只有一个方式，渐渐地绝食，然后让这一切结束。这样的念头是那一天当她被带

到医院，那个医生告诉她发福已经是一个植物人，基本上没有醒来的可能之后就产生的，现

在她在等待最后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