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十三章 幫忙照看魯三嬸 

雲朵和魯鐵杵回到家後，雲朵便去廚房燒了一鍋熱水，端了一盆進去給他，「快

用熱水泡泡腳吧，解乏，你今日走了很多路吧。」 

魯鐵杵脫了鞋，把一雙大腳泡進木盆裏，一股暖流自腳掌滲入，沿著四肢遊走，

似乎把整個身體都泡得通透了。 

「習慣了，不累，尤其是想著家裏還有媳婦等著我，就更不覺得累了。」 

雲朵抿著小嘴笑笑，交給他乾淨柔軟的擦腳布，讓他自己擦腳，自己也重新打了

一盆也洗了洗，小倆口吹滅蠟燭躺到床上。 

魯鐵杵這一天的確很辛苦，不過心裏很歡喜。以前他對掙錢多少不是很在意，反

正家裏夠吃夠喝的，石匠的手藝只是農閒時節賺個零花錢罷了，不是用來養家餬

口的。 

可是成親以後，他的想法慢慢變了，有媳婦了，以後也會有孩子，他結實的肩膀

上有了一種無形的壓力，他想多掙錢，越多越好，讓媳婦孩子過上好日子，讓爹

娘放心，不必為了孫輩省吃儉用。 

「朵兒，我選的這兩塊石料都挺大的，可以裁成三十個硯臺的石胚，就算雕的過

程中壞掉幾個，咱們按二十個算吧，如果真的能賣五兩銀子一個，那就是一百兩

呀。一百兩……養大一個孩子，蓋房子娶媳婦，買上幾畝地，都花不了這麼多。

如果這條路能走得通，咱們就是生十個、八個孩子也不用愁了。」他越說越激動，

把懷裏的嬌媳婦越抱越緊。 

雲朵緩緩睜開眼，藉著淡淡的月光看向他含笑的嘴角。「我才不要生那麼多呢，

你以為我是豬啊。」 

魯鐵杵哈哈大笑，帶著薄繭的大手撫上她細軟的小腰，「朵兒，妳的腰這麼細，

真能生出一個孩子來嗎？我都有點不敢想。」 

雲朵噘起小嘴哼了一聲，「就是啊，我們女人十月懷胎多辛苦啊，以後變醜了還

要遭男人厭棄，老天爺好不公平，我也想做男人。」 

魯鐵杵笑個不停，翻身而上，「我知道媳婦辛苦，所以妳放心吧，我肯定會好好

疼妳的。」 

雲朵抬起雙臂圈住他脖子，嬌聲道：「那你要怎麼疼我？」 

「媳婦兒，妳用這麼嬌嫩的聲音跟我說話，我骨頭都酥了，我今兒不好好疼妳一

回，我都要睡不著了。」 

「可是你今天不累嗎？」 

「有點累，不過還是想要，那咱就速戰速決，半個時辰就夠了。」 

雲朵心裏一直惦記著上次回去嫂子跟自己說過的話，兩次月事之間的這幾日是最

容易懷孕的，所以昨晚她特意勾著自家壯實的男人折騰了一晚上，今天她原是有

意還要和他親熱的，只是想著他在山上跑了一天肯定累了，這才決定直接睡下。 

可他有興致，體力也足，勁頭並不比往日小，雲朵這才知道壯碩男人的好處，心

底有些小小的驚喜。 

雲收雨歇，雲朵找了個小棉墊子悄悄墊在屁股底下，乖乖地偎在他懷裏睡了。 



 

次日吃過早飯，小倆口回到自己的院子裏，魯鐵杵從大石塊上敲下一塊適合做硯

臺的石料，捧在手裏細細端詳，考慮雕個什麼樣的造型合適。 

雲朵在屋裏弄好了炭火爐子，燒上油茶，叫他進屋裏琢磨。 

而後雲朵也提了些建議，魯鐵杵確定了大致的思路，用細鋼釺和小鐵錘開始捶打。 

房門「吱呀」一響，魯鐵蛋挑開棉門簾走了進來，「二哥，剛剛大夫給我娘瞧過

了，說不是急病，一時半會兒要不了命，可也不容易好，得慢慢喝藥調養著。我

現在要把大夫送回清水鎮，我媳婦想跟著一塊去抓藥，順路回趟娘家，讓我問問

二嫂能不能幫忙照看我娘一會兒。」 

雲朵趕忙起身，「當然可以，我也沒啥事，那我現在就過去。」 

魯鐵杵也站起身來，「我跟妳一起去，兩個人照看著也好有個照應。」 

「可你要抓緊雕硯臺呀，我一個人去就行。」 

魯鐵杵笑笑，把工具和石料都收進一個大籃子裏，毫不費力地提了起來，「我去

三嬸家裏雕硯臺不也一樣嗎？走吧。」 

雲朵見魯鐵杵堅持，也不再阻攔，封上炭火爐子，三人一起去了魯三嬸家。 

魯鐵蛋趕上馬車，大夫宋濟和胡牽娣都坐到了馬車上。 

魯鐵杵瞧了瞧宋濟和宋扶頗為相似的臉龐，沒有說話。 

胡牽娣朝著雲朵笑道：「那就謝謝二嫂了。」 

這話本沒有什麼問題，可她的語氣略帶了幾分陰陽怪氣，魯鐵杵肅著臉看了過

去，這才發現馬車上還放了兩袋米。 

魯鐵蛋一甩鞭子，馬蹄踏開，「噠噠」地走了。 

雲朵扯扯魯鐵杵的袖子，叫他進屋。 

魯三嬸側躺在床上，眼睛睜著，目光渾濁。 

雲朵蹲下身子，輕聲問道：「三嬸，您有哪裏不舒服，要不要我給您揉揉？」 

魯三嬸嘴角抽了抽，沒說出話來，只伸出舌頭舔了舔乾澀的嘴唇。 

雲朵估計她是渴了，去倒了一杯溫水來，讓魯鐵杵扶起人，給她餵了幾口水。 

雲朵看看桌子上剩下的小半碗白米粥，歎了口氣，「昨天就是白米粥，今天怎麼

還是呀？我看三嬸像是沒吃飽，我去瞧瞧家裏有什麼，給她做點吃的吧。」 

她搬來幾條被褥，排得整整齊齊，讓魯三嬸倚在上面，而後去了廚房，見籃子裏

有兩個雞蛋，就做了一碗滑嫩鬆軟的雞蛋羹，出鍋後又放了幾滴香油，趁熱端進

臥房，用調羹慢慢餵給魯三嬸吃。 

「好香啊，媳婦兒，妳做了什麼好吃的？」魯鐵杵好奇地探頭望了過去。 

雲朵舀起一調羹放在嘴邊吹了吹，又餵了魯三嬸一口，這才回道：「我見廚房裏

有兩顆雞蛋，就做了一碗雞蛋羹，你想吃嗎？中午咱們回家我給你蒸一大碗。」 

魯鐵杵笑笑，繼續在桌邊雕硯臺，「我哪有那麼饞，連三嬸的雞蛋羹都要搶。」 

雲朵淘氣地朝他撇撇嘴，「你小時候肯定饞，要是不貪吃，能長這麼大個子？」 

「哈哈哈……瞧我媳婦說的，好像還挺有道理的。」 

小倆口有說有笑，屋裏的氣氛輕鬆愉悅。 



魯三嬸這幾日都是喝幾口又涼又稀的白米粥，沒吃飽，身上自然也沒力氣，此刻

清香撲鼻、嫩滑的雞蛋羹入口，她的胃口都變好了。 

吃完了一碗雞蛋羹，又喝了幾口水，不知是因為吃飽了，還是因為剛才大夫針灸

的緣故，魯三嬸漸漸覺得身上有力氣了，躺了幾日，已是腰酸背痛，她想起來走

走，就撐著床板起身。 

雲朵趕忙幫她穿好了鞋，扶著她胳膊，幫她用力。 

魯鐵杵瞧見了，也過來幫忙，笑呵呵道：「朵兒這雞蛋羹簡直是靈丹妙藥啊，竟

治好了三嬸的病。」 

雲朵輕輕啐他一口，「你少笑話我，明明是因為剛才大夫來過，三嬸才好起來的。」 

魯三嬸來回走了幾步就累了，又回床上坐下，拉著雲朵的手想說些什麼，嘴角抽

得厲害，卻始終說不出來。 

魯鐵杵回到桌邊繼續雕刻，過了一會兒朝雲朵招招手，讓她過來幫自己參詳參

詳，一塊突起的石稜該雕成什麼樣好看。 

魯三嬸倚在被摞上，默默瞧著這對小夫妻。他們頭挨著頭，神情認真地看著桌上

的石頭，她指指這，他點點那，畫面溫馨和美。 

漸漸地，眼前的畫面看不清了，魯三嬸被淚水模糊了雙眼。她雖然說不出來，可

她心裏不糊塗，胡牽娣是個什麼樣的人，這些天她算是全看明白了，她真後悔當

初沒聽魯鐵杵的勸，不該找這個潑辣的女人當兒媳婦。 

 

臨近中午，杜氏給他們端過來八個大包子，香菇白菜肉餡的。魯鐵杵吃了四個，

雲朵吃了一個就飽了，給魯三嬸餵了半個，她就吃不下了。 

雲朵又扶著魯三嬸溜達幾步，就伺候她上床睡午覺。小睡一會兒之後，魯三嬸似

乎更有力氣了，一個人就能在屋裏溜達。雲朵不放心，亦步亦趨地跟著她，張著

手臂護著，怕她摔倒。 

魯鐵蛋進門的時候看到這一幕，瞬間呆住了，沒想到才一會兒沒見，娘就能走路

了。「二嫂，妳……妳怎麼讓我娘起來的呀？」 

雲朵抿嘴一笑，「我哪有那本事，應該是大夫針灸的效果吧。」 

胡牽娣今日心情不錯，翹著嘴角去廚房放東西。以前她沒轉過彎來，手頭沒錢就

不花了，今日忽然想起廂房裏還有不少大米，可以拿去賣呀，換了錢買了點肉，

還買了點零嘴，又讓雲朵嘗了嘗伺候病人的苦，真是一舉兩得。 

可她一看菜籃子就惱了，怒氣衝衝地進了堂屋，「雲朵，我們家就剩兩個雞蛋，

你們一頓午飯就給吃掉了，這哪是來我家照看病人，這是來要我們的命呀！」 

不管雞蛋能不能要回來，出出氣總是好的。 

雲朵眉梢一挑，一向好脾氣的姑娘怒了，「我們沒吃妳的雞蛋，我給三嬸蒸了一

碗雞蛋羹吃，我娘給我們送包子過來了，桌子上還剩兩個半呢。」 

雲朵一向溫婉柔順，極少有和人急紅臉的時候，今天她一發威，倒把胡牽娣給嚇

住了。 

魯鐵杵聽到動靜，放下手中的刻刀，快步走了過來，站在媳婦身後，一雙虎目睨



著胡牽娣。 

胡牽娣探頭望了一眼桌上剩下的兩個半大包子，心裏有點兒發虛了，不陰不陽地

說道：「哦，這樣啊。」 

魯鐵杵本就不待見胡牽娣，見她為了兩夥雞蛋罵雲朵，心裏更不痛快，冷冷地瞪

了她一眼，轉身去桌邊收拾石料和工具，帶著雲朵回家了。 

接下來的日子魯鐵杵幾乎一心撲在雕刻硯臺上，力求精雕細琢、精益求精，琢磨

著裏面的門道，漸入佳境，竟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要不是雲朵喊他喝水吃飯，

他都想不起來了。 

 

 

臘月初八，村裏的孩子們開始燃放鞭炮，年味兒越來越濃了。 

雲朵早早過去幫杜氏熬了臘八粥，吃完飯回到自己院裏，一邊看魯鐵杵雕硯臺，

一邊擺弄著手裏的竹篾，編了兩個小小的竹盒。 

只是今日的雲朵與往日略有不同，每隔一會兒她就要跑一趟茅廁，就連潛心雕刻

的魯鐵杵都發現了。 

「朵兒，妳是不是吃壞肚子了？」魯鐵杵抬起頭，關切的問了一句。 

「沒有，我沒事兒。」雲朵臉色微變，垂眸低下了頭。 

魯鐵杵沒有多想，繼續醉心於硯臺雕刻之中。 

晚上他挑燈夜戰，雲朵執意要陪著他，卻趴在桌子上睡著了。 

魯鐵杵瞧瞧愛妻恬靜的睡顏，挑唇一笑，輕手輕腳地抱起她放到床上，幫她脫了

鞋襪和外衣，給她蓋好被子。 

 

初九晚上，魯鐵杵依舊對著已經成型的硯臺細細打磨，不放過每一個能出彩的角

落。今日他再也不捨得讓雲朵陪著自己，監督著她早早梳洗躺下，他才安心地繼

續做事。 

初十早上，雲朵睜開眼的時候，見魯鐵杵躺在身邊依舊睡得很沉，看樣子他昨晚

很晚才睡。她捨不得吵醒他，又貪戀著他懷裏的溫度，便舒舒服服地閉目養了一

會兒神。 

直到紅日東升，她不得不起床去東院，但她沒有叫醒魯鐵杵，吃過早飯後給他帶

了一些回來，想等他自己醒來。 

可雲朵剛進屋，就見魯鐵杵穿著中衣站在堂屋裏，滿臉驚恐地問道：「朵兒，妳

可瞧見我雕的兩個硯臺？昨晚我明明把它們擺在桌子上，就挨著妳的竹盒子，怎

麼今天一早就不見了？」 

雲朵笑笑，放下食盒，把竹盒的蓋子打開，讓他看裏面，「你以為我編這竹盒是

編著玩兒的嗎？還有我做的這蓮花形的棉墊子，就是專門為你的硯臺準備的呀，

你看看，放在這裏頭是不是就不容易磕碰了？」 

魯鐵杵的表情瞬間變成驚歎和驚喜，「妳真是個手巧的好媳婦，能想出來這麼好

的法子，原本我還有些擔心周管家派來的小廝手腳笨，把我精雕細琢的硯臺弄壞



了，如今這樣一包裹，果然好多了，妳真是我的賢內助啊。」 

夫妻倆會心一笑，收拾妥當，外面響起了敲門聲。原以為是周管家派來的小廝，

沒想到竟是他本人親自來了。 

「我擔心小廝們手腳粗魯，弄壞了你的好手藝，就親自來了。」 

雲朵掀開竹盒的蓋子，讓周管家瞧瞧裏面被層層疊疊的蓮花形棉墊包裹的硯臺。

「管家您瞧，我自作主張做了這個蓮花形的棉墊子，就是怕精雕的硯臺被磕破，

只是有點醜，怕被您笑話。」 

周管家連連搖頭，「不醜不醜，真好看，這樣一放，顯得咱們的硯臺更加超凡脫

俗，返璞歸真呢。」 

周管家樂呵呵地拿了東西走了，圓滿完成任務的魯鐵杵一下子輕鬆下來，大白天

的就想抱著媳婦兒親熱親熱，可是雲朵卻笑著跑開了。 

 

 

俗話說，過了臘八就是年，每到這個時候村子裏免不了有要做石磨、石臼的，以

往魯鐵杵要走街串巷去招攬生意，今年雖然剛掙了十兩銀子，不差那幾十文錢的

小錢兒，可他仍然不願意放下這個傳統，似乎只有這樣才算是過了一個完整的年。 

二十三糖瓜黏，二十四掃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燉羊肉……忙忙碌碌又熱

火朝天的臘月很快過去，轉眼就到了臘月二十九。 

晚上進了被窩，魯鐵杵再也按捺不住多日積攢的熱情，抱著雲朵一頓猛親，壓到

她身上就想狠狠折騰一宿。 

雲朵趕忙抵住他的肩膀，「別，你不要這樣。」 

興奮和笑意僵在臉上，魯鐵杵像霜打的茄子一般，蔫蔫的把頭偎在雲朵肩窩。「朵

兒，妳是不是不喜歡我了？」他的聲音還有點顫抖。 

「你瞎說什麼呀，我不過是這幾天收拾家務累了，等過了年不行嗎？」雲朵嬌聲

道。 

魯鐵杵搖了搖頭，「朵兒，妳記不記得咱們倆已經多久沒有親熱了？上次即便有

一回，也是草草了事，妳以前不是這樣呢，妳以前抱著我的脖子親我的時候，才

像我媳婦兒。」 

聽著他委屈巴巴的聲音，雲朵「噗嗤」一聲笑了，抬起柔軟的臂膀抱住他脖子，

在他唇上親了一口，「是像這樣嗎？」 

「嘿嘿！是啊，那妳肯和我親熱了？」壯碩的男人又要將身子壓下來。 

「不行。」雲朵趕忙制止。 

「妳……」 

雲朵湊到他耳邊輕聲道：「我不是不喜歡你了，而是肚子裏可能有小寶寶了，所

以你要小心些。」 

女人在被窩裏呼出的熱氣清新甜美，拂動了他耳朵眼裏細細的絨毛，讓這一股子

甜甜的味道一直鑽進了心裏，他短暫的恍神，而後蹭地一下坐了起來，驚問道：

「妳說什麼，有了？哎呀！」隨即他趕忙抬起大手，小心翼翼地放在她的肚子上，



放輕聲音問道：「沒嚇著妳吧？」 

「你幹什麼呀？還真嚇了我一跳！」雲朵噘起小嘴，把他的大手推開。 

魯鐵杵跪坐在床上，心急的問道：「沒事吧？妳別嚇我呀，要不要我去請大夫？」 

看他緊張的模樣，雲朵噗嗤一笑，「請什麼大夫呀，還沒確定呢。你還記得臘八

那天你問我為什麼總是跑茅廁嗎？原本小日子應該那天來，可是到現在已經遲了

二十天，我猜著八成是有喜了。」 

「那請大夫來瞧瞧不就能確定了嗎？」魯鐵杵按捺住狂跳的心，慢慢消化著這個

驚喜的消息。 

雲朵拉住他手腕，讓他躺下，「瞧什麼呀，明天就大年三十了，人家大夫就不過

年嗎？再說了，把了脈，若是有喜還好，若是沒有，豈不讓人笑話？不如再等等，

等過了正月初八，若還是沒動靜，咱們就去清水鎮的藥鋪讓郎大夫給把把脈。」 

魯鐵杵有點不放心，眼皮跳來跳去的，「那妳不會有啥事兒吧，用不用喝點保胎

藥什麼的？妳應該早點說的，這幾天打掃漿洗，妳可沒少幹活，不會傷到孩子

吧？」 

「打掃漿洗都費不了多少力氣，我自己注意著呢，反倒是你的力氣太大了，我才

承受不住。」 

魯鐵杵連忙笑呵呵地道：「好好，妳放心吧，我也不是非要跟妳親熱不可，我就

是怕……怕妳心裏沒我了。」 

「你就別胡思亂想了，我後半輩子都要依靠你呢，心裏沒你還能有誰？你還是想

點有用的吧，有喜這事八九不離十，你可以給孩子琢磨個好名字呀。」 

心潮澎湃的魯鐵杵連連點頭，「對呀，對呀，以後咱們就是一家三口了，嘿嘿！

想想就覺得好激動。我得給孩子取個好名字，我得多掙些錢，我還要……哎呀，

我還有好多事情要做呢。朵兒，妳先睡吧，我得好好想想。」 

雲朵被他逗得咯咯直樂，偎在男人溫暖的懷抱中睡了過去。 

 

大年三十，按照魯家河村的風俗，一家人是要湊到一起吃年夜飯的，若家中長輩

還在，就去長輩院裏湊齊，若是長輩已經去世，就到大哥家裏吃團圓飯。 

魯勤光是老大，午飯後，魯二叔、魯二嬸和魯鐵松夫妻倆、魯鐵樹一起過來了，

魯鐵蛋和胡牽娣也扶著魯三嬸緩慢走了過來。 

魯鐵杵把買好的鞭炮放進大竹筐中，兄弟幾個要一起去祖墳祭拜，女人們則是留

在家裏做晚飯。 

魯二嬸把繫著圍裙的杜氏拉到一旁，「大嫂，今年咱們家娶了三個兒媳婦，妳就

別忙活了，讓她們給咱們露一手，咱們享享福，看看哪個媳婦最伶俐。」 

杜氏看一眼雲朵，有點猶豫，「做飯也不累，咱們一起忙活忙活吧，這樣還能早

點做好。」 

「大嫂，妳這是心疼兒媳婦，不捨得讓她多幹，還是怕一會兒二郎回來不依呀？

我家那個懷著身子我都捨得使喚，妳還有什麼不捨得的？」 

魯二嬸死拉硬拽地把杜氏拉走了，廚房裏只剩下三個年輕的媳婦。 



第二十四章 魯二嬸心急兒子親事 

作為魯家長房的媳婦，雲朵自然要主持大局，徵求了兩個弟妹的意見，決定每個

人做三道菜，加上大鐵鍋裏燉的胖頭魚和瓦罐裏的燉鴨子，最後上一道丸子湯，

連菜帶湯十二道，能擺滿一大桌子，足夠一大家子十二個人吃了。 

雲朵拿出大嫂的風範，讓她們倆先挑，鐵松媳婦就挑了最拿手的涼拌豆腐、燉大

白菜、炸蘿蔔丸子，雖然都是普通的家常菜，可是因為天天做，她知道該怎麼掌

握火候，就算不是最好，起碼也不是最差。 

胡牽娣一瞧她選的食材就笑了，一看就是在娘家沒怎麼吃過肉的。肉菜多香呀，

大過年的弄些素菜誰愛吃？於是她選了糖醋里肌、紅燒肉、臘肉炒蘿蔔，她自信

滿滿，覺得自己的手藝肯定能得到眾人的讚賞。 

雲朵一瞧，剩下的食材已經不多了，只有兩塊藕、幾根肥腸，還有一些散碎的鴨

血、豆芽、雞心之類的東西，就打算做個涼拌藕片、臘八蒜溜肥腸、泡椒一鍋鮮。 

魯鐵杵一進家門，就見雲朵在廚房裏忙活，其他女人卻坐在堂屋裏喝著茶水，他

馬上沉了臉，大聲說：「朵兒，怎麼只有妳一個人在做飯，要我幫妳燒火嗎？」 

他聲音洪亮，語氣中帶著明顯的氣憤，屋裏的幾個女人都感受到了他的不悅，但

只有杜氏站了起來，「二郎，你快進來坐吧，雲朵說就剩最後一道涼菜了。」 

雲朵聽他說話的語氣不對，猜想他是誤會自己被欺負了，趕忙把他喊進了廚房。

「這是最後一道菜了，馬上就好，你洗洗手進屋坐著吧。」 

「怎麼就妳一個人幹活兒？」魯鐵杵臉上的怒氣還沒消。 

雲朵莞爾道：「我們妯娌三個說好了，每人做三道菜，她們先做的，已經擺到桌

子上去了，你別亂生氣。好了，這個藕片裹上花椒油可以出鍋了。」 

魯鐵杵趕忙從旁邊拿過盤子，雙手捧到鍋邊，等雲朵盛好菜，就端去堂屋裏。 

「哎喲！二哥，以前沒看出來你這麼賢良啊，真是二嫂的好幫手。」魯鐵樹打趣

道。 

魯鐵杵穩穩地放下盤子，飛起一腳踢向魯鐵樹，「就剩你一個光棍了，還好意思

笑話別人。」 

魯鐵樹又高又瘦，人也十分靈活，輕鬆閃開，繞到桌子的另一邊，「別提我，別

提我。」 

眾人圍坐到桌邊，一起吃團圓飯，魯二嬸瞪了魯鐵樹一眼，打開了話匣子，「這

個老四可愁死我了，非要找個識字的閨女當媳婦，我託孫媒婆尋了半年，不是年

齡不合適，就是看不上咱們村裏的。哎喲，這得什麼時候才能娶上媳婦呀？」 

杜氏勸道：「妳別急，這種事靠緣分。妳看，春天鐵樹成親的時候，二郎偏說要

過兩年才相親，我都要急死了，後來碰上雲朵，哭著喊著要把媳婦早點娶回

來……」 

話沒說完，魯鐵杵大聲地咳嗽一下，「娘，您嘗嘗這鴨血，鮮香滑嫩，可爽口了。」 

魯家幾個兄弟全都爆笑出聲，紛紛笑話魯鐵杵哭著喊著要媳婦。 

一向厚臉皮的魯鐵杵頓時紅了臉，趕忙塞了一口泡椒在嘴裏，此地無銀三百兩一

般的說道：「好辣好辣！」 



雲朵忽然想起一個人來，放下碗筷認真說道：「二嬸，我倒認識一個識字的姑娘，

人也好看，性格也好，只不過她爹娘去得早，眼下她跟著叔叔嬸嬸過日子，恐怕

沒什麼嫁妝。」 

魯二嬸一聽，雙眸一亮，「好啊，咱們家不圖嫁妝，人能嫁進來就行，是哪個村

子的？」 

「是縣城裏的。」 

一聽這話，魯二嬸的心涼了半截，飯都吃不下去了，「城裏的姑娘怎麼肯嫁到村

裏來？」 

雲朵一笑，「我也不知道行不行，過幾天咱們可以去一趟城裏問問，那姑娘能吃

苦，愛幹活兒，她肯定不會嫌棄咱們在村子裏住，只要問問她叔叔嬸嬸的意思就

行。」 

「真的呀，那太好了！我家這最後一個光棍要是解決了終身大事，咱們魯家就是

真正的大團圓了。大哥、大嫂，你們可真是娶了一個好媳婦呀，連我們家都跟著

沾光。」魯二嬸歡喜地笑了起來。 

魯鐵杵大言不慚地道：「那當然了，我媳婦最好了。」 

雲朵在桌子底下輕輕踢他一腳，不好意思地紅了小臉，輕聲道：「吃菜，吃菜。」 

胡牽娣默默觀察了一會兒，發現大家沒少夾自己做的菜，就開口道：「既然今天

大家吃團圓飯，不如評選一道最好吃的菜出來，給做菜人一個小小的獎勵如何？」 

這個提議得到了眾人贊同，杜氏拿了一包糖炒栗子出來，「這是你們大伯今日上

午買的，我原是想晚上守歲的時候大家一起吃，既然眼下沒有合適的彩頭，就拿

這個當彩頭吧，誰的菜做得好，就讓她拿回家吃個夠。」 

三個年輕的媳婦都笑了起來，心裏也有點忐忑。 

鐵松媳婦最先撇了撇嘴，冷眼掃過胡牽娣，心道這傢伙心眼子真多，知道人們愛

吃肉菜，專挑肉菜做，怎麼自己當時就沒想到呢？ 

大家敞開肚皮吃了起來，把每道菜都吃過幾口之後，紛紛指出自己最喜歡的菜。

得票最多的是雲朵的泡椒一鍋鮮，酸辣爽口、十分開胃，其次是紅燒肉，再來是

涼拌藕片。 

很明顯，雲朵大獲全勝。 

魯二嬸笑著打趣杜氏，「大嫂，妳這分明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呀，這包栗子還是你

們家的。」 

眾人哈哈大笑，鐵松媳婦見自己做的菜一道都沒被選上，臉上有些掛不住，捂著

肚子說道：「我今日肚子有點不舒服，這才失了手，沒把菜做好。」 

魯二嬸一聽就害怕了，趕忙追問：「妳沒事吧？怎麼突然肚子疼？」 

「沒事，娘，您放心吧，我這肚子結實著呢，保證給您生個大胖孫子出來。」鐵

松媳婦得意地揚起了頭。 

原本有些興奮的胡牽娣低下頭去，默默吃菜。雲朵夾起一塊紅燒肉放進嘴裏，也

裝作沒聽見，可是肉太肥膩，湯汁收得也不夠好，讓她忽然一陣噁心。 

一直悶頭吃飯的魯三嬸卻不知為何突然激動了一下，把調羹一放，想說什麼，卻



沒能說出來，只噴了幾粒飯粒出來。 

今天胡牽娣使了個心眼兒，坐下的時候特意選在魯鐵蛋的左邊，他右邊是魯三

嬸，這樣雲朵就挨著魯三嬸坐了，那幾粒飯粒剛好噴在她身上。 

雲朵本就努力壓抑著胃裏的噁心，被魯三嬸一嚇，那股子反胃感忽然竄了上來，

壓不住了，她趕忙捂著嘴往院子裏跑，蹲到牆角裏乾嘔了一會兒，卻沒有吐出東

西來。 

魯鐵杵大步追了出去，連筷子都沒來得及放下，蹲在雲朵身邊輕輕幫她拍背，「朵

兒，妳沒事吧，是不是今天幹活太多，累著了？」 

雲朵等那股噁心勁過去了，慢慢站起身子，扶著他粗壯的手臂平復呼吸，低聲說

道：「我沒事，跟幹活兒沒關係，或許真的懷上了，聽說懷孕以後都會噁心的。」 

魯鐵杵嘿嘿一笑，「好，那就好，咱們進去吧，妳多吃點。」 

小倆口歡歡喜喜地回到屋子，眾人詢問，她也只說胃裏突然有點不舒服，已經沒

事了。 

胡牽娣挑挑眉，心中暗笑，這倒是一個絕佳的報仇機會呀，就捅了捅魯鐵蛋，「快

給二嫂陪個不是吧，要不是咱娘噴了二嫂一身飯，她也不至於跑出去吐。咱們伺

候慣了病人，人家可不習慣呢。其實今天娘已經是身子好了，能自己用調羹吃飯，

前些日子一直要人餵的，要是二嫂像我一樣每天伺候病人，那不得天天吃不下飯

了。」 

魯鐵蛋實誠，老實巴交地說道：「對不住了，二嫂。」 

雲朵粉白的小臉一下子紅了，這不就等於說自己嫌棄老人，不孝順嗎？ 

她不好意思說什麼，魯鐵杵可憋不住了，清了清嗓子，朗聲說道：「我家朵兒不

是嫌棄三嬸，是因為有喜了，才噁心的。」 

大家都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驚呆了，杜氏瞠目結舌的問道：「真……真的？這麼

快就懷上了？你們成親才三個多月就有喜了呀，太好了！」 

鐵松媳婦的優越感一下子就沒了，像隻洩了氣的公雞，不敢跟人爭高低了。 

胡牽娣就更別說了，懊惱得恨不能抽自己一巴掌。現在好了，三個年輕的媳婦只

有自己沒懷上，要承受眾人同情的目光。 

「啊……」走神之際，胡牽娣突然咬破了嘴裏的軟肉，鑽心地疼。 

 

雲朵有喜，魯勤光夫妻倆高興得很，守歲的時候，一直笑得合不攏嘴，可是臨近

半夜送眾人各自回家之際，他們又忍不住雙雙掉了淚。 

雲朵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以為自己做錯了什麼，魯鐵杵卻清楚得很，溫和勸道：

「爹、娘，你們也別哭了，肯定能找到大哥的，只是緣分還沒到罷了。」 

頭髮花白的杜氏抬起顫巍巍的手抹了一把淚，哽咽著點了點頭。每年都忍不住要

哭出來，大家說著各種安慰的話，其實並不能緩解他們內心的痛楚，可是為了不

讓二郎擔心，他們也只能裝作雨過天晴的樣子，送他們出門。 

拴上門之後，老倆口回到屋裏，再次抱頭痛哭。 

二郎家馬上要有孩子了，可大郎現在長得什麼樣子他們都不知道，在他們印象



中，大郎還是小時候的模樣，這些年也不知道他是否能吃得飽、穿得暖，是不是

遭了很多罪？ 

越是想念丟失的長子，越是對次子格外疼愛，對雲朵也是如此，老倆口甚至暗暗

盼著雲朵能生出一個跟魯鐵亮樣貌相似的孩子，就像走丟的長子又回到家裏一

樣。 

 

 

正月十五是縣城裏鬧花燈的時候，魯二嬸想催促雲朵去城裏找那個識字的姑娘，

又念著她懷了身孕不好說，只能努力忍著。忍到了正月十六，她實在熬不住了，

陪著笑臉，說著好話，讓魯鐵杵套上馬車，帶著他們一起去城裏。 

好幾個月沒瞧見甜妮了，雲朵還挺想她的。 

進了城，找到那棵標誌性的香椿樹，雲朵和魯鐵杵互望一眼，確定了位置。 

「我去敲門吧，你們在車上等著。」魯鐵杵自告奮勇地說道。 

他大步進了胡同，走到最裏頭那一家門前，「咚咚」地敲起門來。過了好一會兒，

院子裏才響起輕微的腳步聲，有人來打開了破舊的木門。 

「誰呀？」甜妮打開門，乍然看到一個大鐵塔般的人物，嚇得退後兩步，下意識

的想把門關上。 

魯鐵杵大手一伸，「砰」的一下撐住門板，「妳不記得我了？不是我要找妳，是雲

朵找妳，她在胡同口的馬車上呢，妳瞧。」 

一聽，甜妮灰暗的眸色一亮，再次抬眸打量魯鐵杵，驚喜道：「原來是石匠大哥，

剛才沒仔細看，竟沒想起來。雲朵姊姊來看我啦，太好了，我正想她呢。」 

她邁出門檻就往前跑，卻像是忽然扭了一下腰，扶著腰側「哎喲」一聲，深深吸

了一口氣，待緩過勁來才又接著往前跑。 

雲朵已經下了馬車站在胡同口等著她，見她跑過來，立即迎了上去，「甜妮，是

不是沒想到我會來看妳呀？」 

甜妮二話不說，一把抱住雲朵，竟輕輕啜泣起來。 

雲朵察覺到不對勁，趕忙拉開了她，吃驚地問道：「妳怎麼了？是不是碰上什麼

不順心的事？」 

魯二嬸和魯鐵樹都站在一旁瞧著，這姑娘穿著一身洗得發白的舊棉襖、灰布裙，

頭上素淨得只有一支木頭簪子，身材不矮卻很瘦弱，本是長了一張討喜的娃娃

臉，卻因為太瘦，下巴冒出一個小小的尖兒來，瞧著讓人既喜歡又心疼。 

甜妮也發現了馬車旁邊站著兩個人，趕忙擦擦眼淚，拉著雲朵的手，扯出一抹笑

來，「姊姊，妳放心吧，我挺好的。你們大老遠的來了，快到我叔叔家裏坐坐吧，

我給你們倒杯水喝。」 

雲朵搖搖頭，溫柔笑道：「不了，我們正想去吃飯呢，妳跟我們一起去吧。」 

「這……這怎麼好意思呢？你們遠道而來，理應我親手下廚才是，只是……只是

今日有些不太方便。這樣吧姊姊，我剛吃了早飯，還不餓，我跟你們一起去飯館，

你們吃，我就在旁邊陪著妳說幾句話。」 



雲朵沒有再反駁什麼，拉著她的小手，一行五人一起進了不遠處的一間小飯館。 

點了兩個涼菜，要了一大盤包子，眾人吃了起來。 

雲朵把一個大肉包子塞進甜妮手中，用自己手裏的包子跟她碰了碰，笑嘻嘻說

道：「好久不見，來，乾了這個包子吧。」 

大家都被逗得大笑起來，手上的包子都沒法吃了。 

甜妮似乎也忘記了憂愁，開心地笑道：「雲朵姊姊，妳能來看我真好，我很想妳

呢。我這一輩子過得最高興的就是和妳在一起的那一個月。」 

「傻丫頭，瞧妳說的，人這一輩子還長著呢，妳才多大呀，就敢老氣橫秋地說一

輩子。」雲朵放下包子，笑個不停。 

甜妮眼睛紅紅的，一看就是哭過很長時間，但雲朵等四人都沒有追問的意思，而

是等她吃完了一個大包子，默默喝湯的時候，雲朵才開口問道：「妳是不是在家

裏碰上什麼煩心事了？跟姊姊說說，這回見了面，下回可不知什麼時候能見了。」 

這一次甜妮沒有哭，卻長長地歎了口氣，「姊姊，我也不瞞妳，我正為婚事跟家

裏鬧彆扭呢。今天妳來得正是時候，若是再晚些時候來，也許妳就見不到我了。」 

雲朵嚇了一跳，趕忙牢牢握住她冰涼的小手，「妳可千萬別說糊塗話，咱們夏天

在一起做工的時候多高興呀，不論遇上什麼難事，妳可千萬不能做傻事呀。」 

甜妮笑歎了一口氣，「雲朵姊姊，咱們倆只在相處了一個月，妳卻這樣惦記關心

我，可我叔叔嬸嬸呢，我是在他們跟前長大的呀，他們卻不管我的死活，非要讓

我嫁去閻老爺家裏做小妾。那閻老爺鬍子都白了，我才不要嫁給他呢。」 

「啊？」雲朵愣住了，「他們竟這般狠心，那妳打算怎麼辦？若有別人家願意娶，

妳可願嫁？」 

甜妮滿臉誠懇地說道：「若有好人家的小夥子願意娶我，我自是願意嫁了，只不

過妳不知道，我叔叔嬸嬸非跟人家要七兩銀子的彩禮。咱們附近這十里八村都是

五兩銀子的彩禮，甚至有不給彩禮的，他們想多要二兩，哪有人願意當這個冤大

頭？ 

「我想好了，以後我每天早早起來繡荷包，白天漿洗衣服，晚上藉著月光納鞋底，

總之我多幹些活，悄悄拿去換了錢，興許能攢出二兩銀子來，這樣我就可以去找

媒婆幫我物色一個好人家，我自己貼補那二兩銀子的彩禮錢，雲朵姊姊，妳說這

樣成嗎？」 

魯二嬸算是完完全全被甜妮驚到了，瞧著瘦弱可憐的模樣，原本還怕她想不開，

卻沒想到竟是個有主見的，哭過之後，替自己想好了出路。這樣的姑娘值得娶，

哪怕多花二兩銀子的彩禮她也樂意，至於以後她的叔叔嬸嬸想來魯家河打秋風，

啊呸！她魯二嬸可不是好欺負的。 

魯二嬸轉頭瞧瞧兒子，就見魯鐵樹正眼巴巴的看著人家，眼神裏既有欣賞也有憐

惜，看樣子是相中了。 

「這位姑娘，讓我說呀，說不定也有人家願意多出彩禮錢呢。妳雲朵姊姊訂親的

時候，我們魯家可是給了八兩銀子的彩禮呢。」 

甜妮轉頭看向魯二嬸，羞赧一笑，「這位嬸嬸，您說笑了，我怎麼能跟雲朵姊姊



比呢？姊姊好看又聰明，性子也好，我可不成，又粗又笨的，哪有人家願意為了

我出七兩銀子呀。」 

「我願意！」魯鐵樹忽然一拳捶在了桌子上。 

甜妮嚇了一跳，好奇地抬頭看向魯鐵樹。這個初次見面的男子，她剛才只是匆匆

掃了一眼，並不曾認真看過，此刻一瞧，這小夥子眉清目秀，身量高䠷，雖不像

魯鐵杵那般壯碩魁梧，卻也不是個搖搖欲倒的高粱桿，還頗有幾分玉樹臨風的模

樣。 

「這位大哥，你……你……是誰呀？」這個義憤填膺、英雄救美的小夥子讓甜妮

有些受寵若驚。 

雲朵趕忙介紹，「這是我家小叔，是鐵杵的堂弟叫鐵樹，是個讀書人，上次考秀

才差了那麼一點點，這次肯定能考上的。」 

甜妮心中根本沒生出什麼旖旎心思，定定地瞧著魯鐵樹，感激道：「大哥，謝謝

你的好意，你們魯家都是熱心腸又正直的好人，不過你真的別蹚這個渾水了，不

值當，你這麼好，還是找個門當戶對的好人家吧。」 

這姑娘太實在了，魯二嬸越看越喜歡，索性挑明了道：「姑娘，我就跟妳直說了

吧，我家兒子一直想找個識字、會看書的姑娘，那叫什麼來著？」 

「您是說知書達禮？」甜妮順著話道。 

魯二嬸拍著手笑道：「妳看妳看，你們讀書人就是不一樣，我這粗人就說不上來。

咱們能見面就是緣分，姑娘，我是他親娘，妳若是相中我家兒子了，咱們就去跟

妳叔叔嬸嬸說一聲，不就是七兩銀子嗎，我們家出得起。」 

甜妮驚得直了眼，「嬸子，您要是能救我出苦海，我以後一定拿您當親娘伺候，

做牛做馬我都願意。」 

魯鐵樹聽了忍不住笑了，「誰要妳做牛做馬，我們家又不缺牲口，是要妳做媳婦

呢。」 

「嗯嗯，做媳婦，做……」甜妮一愣，這才後知後覺的發現，自己竟然跟兩個陌

生人談論起了婚嫁，好像還糊里糊塗答應了人家。「哎呀！我怎麼跟人家談婚

事……」她抬手把臉一捂，不好意思地朝雲朵懷裏栽。 

魯鐵杵趕忙一把揪住她，「別亂動，小心我家小寶貝兒。」 

這一句可把甜妮嚇住了，顧不上臉紅，也忘了捂臉，滿腦子都是震驚。以前石匠

大哥也疼雲朵姊姊，卻沒有這麼直白過呀，看來成了親的人真是不一樣。 

第二十五章 新婚夫妻要相隔兩地 

魯二嬸和魯鐵樹對甜妮都很滿意，吃過飯後他們一起去了水家。 

甜妮在路上很誠實的道：「我叔叔嬸嬸的脾氣不是很好，不過他們也只是對待我

的時候比較硬氣，跟別人是不敢囂張的，你們有什麼話儘管說，對他們不用客氣。」 

距離本就不遠，很快馬車就到了胡同口的香椿樹下。 

「妳這死丫頭跑哪兒去了？也不做飯！」 

一道尖刻的女人聲音傳來，眾人轉頭，見一個中年婦人朝這邊走來。 

甜妮朗聲說道：「嬸嬸，有個姊姊來看我，帶我出去吃了飯，雲朵姊姊還有話跟



您說。」 

水二嬸走到近前，上下打量站在甜妮身旁的雲朵，見她貌美端莊，身上穿著簇新

的棉襖棉裙，又看一眼旁邊的大馬車，心中暗暗猜測是出身有錢人家。 

「想不到我們家妮子還認識這麼闊的姊姊呢，這是哪門子的親戚啊，怎麼我竟不

知？」水二嬸一向拜高踩低，瞧見街口要飯的，恨不能啐上幾口，可若碰上穿戴

打扮比較體面的，她便如現在這般陪著笑臉客客氣氣的。 

雲朵朝她一笑，「嬸子，我們是在周家的園子裏認識的，今日來是想給甜妮介紹

個好人家，這是我婆家的小叔，叫鐵樹，是個識文斷字的，一直在學堂裏念書，

學究誇他學問極好，必是能中秀才的。我和甜妮極為投緣，將來她嫁過來，我們

倆互相照應著，也能有個伴，只是不知道嬸子是否樂意？」 

水二嬸順著她的指引瞧瞧魯鐵樹，心裏頭暗暗感歎，沒想到妮子這個傻丫頭還有

這個福分，這小夥子面貌清秀，個頭也高，還是個能中秀才的，這可真真是天上

掉下來的好姻緣。 

她和水二叔想把甜妮嫁給閻老爺當小妾，不過是貪圖那七兩銀子的聘禮，只盼著

甜妮嫁進一個有錢人家，將來他們還可以不斷的去打秋風。 

只不過她爹娘早已過世，做叔叔嬸嬸的把她嫁給一個老頭子，這是要被街坊鄰居

唾棄的，這事其實他們也糾結過，但最終還是決定頂著罵名要些實惠。 

可如今不一樣了，天上掉下來一個有錢人家願意娶甜妮為妻，他們已經吃過一頓

午飯了，估計這丫頭也跟他們說了要七兩銀子彩禮的事，想必這家人不在乎多出

來的這二兩銀子，這樣好呀，這樣豈不是名利雙收了嗎？ 

水二嬸臉上綻放出燦爛的笑容，趕忙領著大家往家裏走，「來來，進屋坐，咱們

慢慢說，姑娘呀，妳長得這樣俊，說話還這麼好聽，我們家妮子是上輩子修了什

麼福，竟能碰上妳這尊活菩薩。」 

雲朵跟魯二嬸互換了一下眼色，看樣子水家這是同意了。 

進屋落坐，水二嬸趕忙吩咐甜妮去泡壺好茶來。 

眾人觀察一下屋中擺設，發現水家也不是特別窮困潦倒，看來只是叔叔嬸嬸待這

個孤苦的侄女太過刻薄罷了。 

寒暄幾句後，水二嬸終於按耐不住了，「不瞞你們說，為了養大妮子，我們家可

沒少花錢糧，這孩子什麼活都會幹，又是個極孝順的，我們都捨不得把她嫁出去

呢。若你們真心想娶，我們自然也不能攔著，只是這彩禮嘛，最少也要七兩銀子

才成。我們鄰居家的三丫頭年前成的親，人家可是給了八兩銀子的彩禮，若再少

了，我們臉上實在不好看呀。」 

甜妮聽她如此說，有心想再爭取一下，就小聲說道：「三鳳的婆家的確給了八兩

銀子的彩禮，可是她娘家給了五兩銀子的陪嫁呀。」 

水二嬸見她插話，臉色馬上沉了下來，狠狠瞪了她一眼，「我和妳二叔辛辛苦苦

把妳拉扯大，教妳洗衣做飯、識文斷字，這麼多年給妳花的銀子豈止五兩？」 

「讀書寫字是我爺爺教的，而且這幾年我沒日沒夜的幹活，也沒少給你們掙錢。」

甜妮實在覺得委屈。 



雲朵怕甜妮再挨罵，趕忙把她推到裏屋去，「傻丫頭，哪有自己親自談婚事的，

還是我們給妳談吧，快進去歇會兒。」 

魯二嬸點點頭，「既然咱們有心做親家，您又開了這口，這事兒我們也不是不能

答應，只不過是不是要等她二叔回來一塊商量，不知您可否做得了主？」 

水二嬸一見這事有門兒，馬上笑著點頭，「做得做得，只要你們應了這七兩銀子，

別的我們也沒啥要求，布匹糧食都按咱們本地的風俗來便可。二叔疼侄女，只要

是能嫁個好人家，我們自然是十分樂意的。」 

既然在彩禮這一條上沒有異議，雙方算是談定了婚事，說好二月二龍抬頭那天便

來下聘。 

甜妮送他們出來，拉著雲朵的手熱淚盈眶，「雲朵姊姊，妳真是我的大救星呀，

救了我一輩子。」 

雲朵笑道：「瞧妳說的，我救妳什麼呀？又不是我出彩禮錢，妳要謝就謝二嬸吧，

是二嬸相中了妳這個媳婦。」 

甜妮紅著臉看向魯二嬸，誠懇地說道：「嬸子，以後我嫁進魯家，一定拿您當親

娘伺候，我會拚命幹活掙錢，不會讓您白白多花二兩銀子的。」 

一句話把大家都逗笑了，魯鐵樹朝她擺了擺手，「行了，妳一個女人，哪用得著

妳拚命掙錢，我們魯家的男人都是會掙錢還會疼媳婦的，是不是二哥？」 

這個馬屁拍得十分到位，魯鐵杵得意一笑，扶著媳婦上馬車，「那當然了，嫁給

我們魯家的男人就等著享福吧，是不是媳婦兒？」 

雲朵不好意思的瞋他一眼，既甜蜜又有些難為情，「行了，快走吧。」 

見媳婦兒害羞了，魯鐵杵哈哈大笑，等三個人都坐好了，就揮動鞭子開始趕車，

「走，給媳婦兒買最愛吃的千層糕去。」 

魯二嬸但笑不語，以為魯鐵杵只是說著玩的，沒想到馬車真的停在了糕點鋪子門

口。沾雲朵的光，她也吃到了一塊剛出鍋的千層糕，又甜又軟，入口即化，真好

吃呀！ 

「雲朵，妳來縣城了呀！」 

他們正要離開，身後突然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雲朵回頭一瞧，發現是自己的好

朋友朱丹。 

「阿丹，好久不見了，初二回門的時候怎麼沒看見妳呢？」雖說縣城算不上他鄉，

可好久沒見的好朋友見了面，還是十分親切的。雲朵下了車，走到朱丹面前。 

朱丹手裏也捧著一塊千層糕正在吃，另一隻手拎了一小包用油紙包好的糕點，見

雲朵吃的跟自己一樣，略有些意外，拉著她走開幾步，望了一眼魯鐵杵，低聲道：

「妳男人肯給妳買這麼貴的糕點呀，那他還真是疼妳。雖說來城裏的鄉下漢子不

少，可是捨得花錢買這糕點的卻沒幾個。」 

雲朵抬手摸摸自己尚未隆起的肚子，「平時他對我就挺好的，如今我有了身孕，

自然要多給我買些好吃的，這也不全是為了我，還不是為了他孩子著想。」 

朱丹吃驚地瞪大了眼，「這麼快就懷上了？你們成親才幾個月，連半年都不到，

我這成親都快一年了，肚子卻一點動靜都沒有，哎，沒辦法，老男人不中用呀。



對了，妳不是問我初二為什麼沒有回門嗎？就是因為我家那老男人病了，我得在

床邊伺候他，這糕點也是因為他想吃才讓我來買的，店家見我經常來買，才肯多

給我一塊，讓我在路上吃。」 

朱丹的婚事本就是強扭的瓜，雲朵對前後過程十分清楚，沒再多問什麼，只是叮

囑她看開些，不要因為男人病了有太大的壓力，冬季天冷，總是容易生病，也許

春天一來，他的身體就好了。 

朱丹爽朗的笑了笑，「妳放心吧，我都明白，嫁雞隨雞，嫁狗隨狗，這日子還是

要往好處奔的。」 

告別朱丹，馬車出了縣城，閒來無事，魯鐵杵便調侃魯鐵樹，「老四呀，你這親

事能成，頭功是你二嫂的，要不是她引薦，你也找不著這個姑娘，這第二份功勞

嘛，就應該是我的。你想呀，人家初次見你，對你的人品性情都不瞭解，卻滿口

答應嫁給你，就是因為當初在周家園子裏，她見過我對雲朵好，才覺得咱們魯家

的男人都是好男人，是二哥提前給你樹立了一個好模範。」 

魯鐵樹對甜妮很滿意，此刻心情也不錯，笑著捶了他一拳，「二哥，能要點臉不？

哪有自己誇自己好的，得我二嫂說你好才算真的好。二嫂，你覺得我二哥好嗎？」 

雲朵本不想參與他們的話題，可這兩個人偏偏把話題往自己身上扯，瞧著他們共

同看過來的眼神，她臉上一熱，低聲道：「好，可好了。」 

她本想搪塞一下就算過去了，誰知魯鐵杵聽媳婦誇自己聽不夠，厚顏無恥地追問

道：「這麼說話不明白，妳得仔細說說我哪裏好，讓鐵樹學著點是不是？」 

雲朵無奈地瞧著這個要糖吃的大男人，有點哭笑不得，當著二嬸和鐵樹的面，她

好意思說什麼？ 

雲朵一向臉皮薄，可是瞧著他那期待的眼神，估計自己若不說點什麼，他會糾纏

不休，便輕聲說道：「你自然是哪裏都好，既能幹又顧家，有擔當又細心，還會

照顧人。」 

「嘿嘿！」這下魯鐵杵滿意了，滿臉洋溢著幸福的笑容，甩了一記響亮的鞭子，

朝著家的方向趕。 

回到魯家河，魯二嬸便開始準備聘禮。 

 

 

半個月很快就過去了，二月二這天天氣陰沉，卻沒有下雨，雲朵按照當地的風俗，

做了龍鱗餅擀了龍鬚麵，還在每個碗裏盛上一個荷包蛋。 

一家人高高興興的吃完午飯，魯鐵樹就過來還馬車了，並笑嘻嘻的告訴他們親事

已經定了下來，成親的日子定在六月初六。 

吃完飯，小倆口一起回自己的院子，剛邁進門檻，就聽身後有人叫著魯鐵杵的名

字，回頭一瞧，是個雲朵沒見過的中年男人。 

「鐵杵，沈家送信來啦，明天就讓咱們去幹活，你今日收拾收拾，明兒天一亮咱

倆一起去吧。」 

魯鐵杵看一眼自己的小嬌妻，悶聲說道：「曹大哥，你自己去吧，我不去了，我



家裏有事兒。」 

曹木匠一愣，「你有啥事兒呀？要不我先跟沈家說說，讓他們寬限你幾天，等你

把事辦完了再去？」 

「謝謝曹大哥好心，不過我這事兒一時半會兒辦不完，你自己去吧，讓他們找個

別的石匠做活兒也是一樣的。」魯鐵杵一點都不想去沈家幹活。 

「可是咱們去年就答應人家開春去給人家幹活啊，人家沒找別人，一直等著咱們

呢，怎麼能說不去就不去呢？你以前最守信諾的，如今怎麼變了？」曹木匠有點

著急了。 

雲朵有些詫異地看向自家男人，家裏明明沒什麼事，春耕也得等到下個月才開

始，她不解地問道：「這位大哥是誰呀？他叫你去幹什麼？」 

魯鐵杵趕忙給她介紹，「這是咱們鄰村兒曹家河的木匠大哥，我們倆經常一塊兒

去給人家做活兒，那沈家是縣城裏的大戶，去年秋天他們家本想修葺一下園子，

後來因為一些事耽誤了，就說好過了年以後再弄，我們就應了他今年二月去給他

家做活兒。可是眼下妳懷了孕，我怎麼能把妳一個人丟在家裏呢？我就不去了，

我在家守著妳和孩子。」 

曹木匠笑道：「我以為你家有什麼大事呢，原來是弟妹有喜了呀，這生孩子是女

人的事，你留在家裏有什麼用？沈家的工期也就一個來月，耽誤不了你家孩子出

世。」 

魯鐵杵固執的搖了搖頭，「那我也不想去，我媳婦頭一次懷孕，我不放心，我得

在家裏守著她。」 

曹木匠無奈的搖了搖頭，「你們這些年輕人呀，只顧著眼前，想得不長遠，你想

想將來家裏有了孩子，不得花更多的銀錢養嗎？你不去做工，怎麼掙錢養孩子

呀？再說了，咱們早就答應了人家，你如今失信於人，還是因為這麼個理由，豈

不是要被人笑話？」 

雲朵聽明白了因由，趕忙勸道：「曹大哥說的對，明天你趕緊跟他一起去縣城吧，

我在家裏沒事兒，誰家的女人不生孩子呀，你瞧你，好像我是紙糊的似的。」 

「哎呀，朵兒，我不去，我不放心。」魯鐵杵態度堅決。 

曹木匠也在一旁勸道：「你呀，就別倔強了，明天趕快跟我一起去吧。如今你是

縣城裏口碑最好的石匠，若因為這事失了信，以後會丟很多生意的，再說了，你

若因為弟妹懷孕不肯去，將來村子裏的人會怎麼議論她呀？人家不會說你心疼媳

婦兒，只會說她這樣那樣的不好，這事我是經歷過的，你聽大哥的話沒錯。」 

魯鐵杵抬起頭來，氣呼呼說道：「我不去是我自己的事兒，村子裏頭誰敢亂嚼舌

根，我饒不了他。」 

雲朵無奈地瞧著他，有點生氣了，「你怎麼這樣呢？你這表面上是為我好，其實

是在害我呀，曹大哥，你先回家去吧，一會兒我勸勸他，明日定讓他跟你一塊兒

去縣城做工。」 

曹木匠這才笑著點點頭，「好，弟妹果然是個明事理的好媳婦，石匠娶了你，真

是他的福分。那我就先回去了，明天吃過早飯我就過來。」 



「好，那你路上慢點兒。」 

送走了曹木匠，雲朵扯著魯鐵杵的袖子往屋裏拉，一進門就氣呼呼的噘起了小

嘴，委屈的拿眼瞪著他。 

「你怎麼這麼不懂事？我知道你疼我，想在家裏守著我，可是你這樣會讓我被全

村人笑話的，我以後還怎麼抬頭見人，便是爹娘，我也沒臉見了。」 

魯鐵杵受不了嬌妻帶著埋怨的小眼神，低聲囁嚅道：「我不是不懂事，我也知道

別人家的媳婦懷孕了，那些男人該幹什麼還幹什麼，可我不是不想掙錢養孩子，

我在家裏也能做活兒啊，我做好了再拿出去賣也是一樣的，我可以起早貪黑的趕

工，興許比去沈家還能多掙錢。朵兒我求妳了，妳別讓我離開家行不行？我肯定

惦記妳惦記得晚上都睡不著覺。」 

雲朵聽了這話，既感動又無奈，長長地歎了口氣，「我也不願意讓你離開家呀，

可是你既然已經答應人家了，怎麼能反悔呢？這樣吧，沈家的活兒你該幹就去

幹，不過是一個來月麼，下個月你就回來了不是？之後若再有人找你，你不應他

們就是了。」 

魯鐵杵還是不想去，幾番討價還價，雲朵見他如此固執，氣得趴到桌子上不理他

了，他這才拉著她的小手低聲求饒，「我去就是了，妳別生氣了，氣壞了身子可

怎麼辦？」 

雲朵這才起身給他收拾包袱。 

魯鐵杵在她身後亦步亦趨地跟著，心裏頭酸酸的，很不是滋味。「朵兒，妳自己

在家可千萬要小心，力氣活一點都不能幹，我會跟爹說好，讓他每日給咱們這邊

挑兩桶水，妳可千萬不能因為怕麻煩公婆就自己去挑水，知道嗎？」 

自成親之後，兩人還沒有分開過，他要去縣城裏做一個月的工，雲朵也捨不得，

可是她明白，不管自己多不想讓他去，也不能把他扣在家裏。 

男人對自己好，公婆對自己也好，不能因此就失了分寸，得意忘形。 

小倆口心裏都不好受，躺進被窩裏也睡不著，在這即將分離的時刻，本想做點什

麼，可是雲朵的肚子剛剛鼓起一點點，胎還沒坐穩，他們不敢做親密的事。 

魯鐵杵抱著心愛的媳婦，聞著她清新的髮香，再次低聲哀求，「別讓我去了行嗎？

我真的不想去。」 

雲朵假裝睡著，不肯回答他。 

魯鐵杵見媳婦不肯應聲，抬手輕輕捏了捏她的臉頰，「妳這麼狠心，等我出去了，

就去找個野女人，看妳後悔不後悔！」 

屋子裏靜悄悄的，沒有人跟他對話，外面春雷滾滾，春天的氣息越來越濃。 

半夜裏下了一點寶貴的春雨，孕婦嗜睡，雲朵終究是睡了過去。魯鐵杵輕輕摩挲

著她的秀髮，睡不著。 

 

次日一早，庭院濕滑，兩人牽著手要去東院吃早飯。 

魯鐵杵氣哼哼地看雲朵一眼，「真的不留我？」 

雲朵緊緊抿著唇，低頭瞧著腳下的路，輕聲道：「去是肯定要去的，我不會讓你



留下，可是，你真的會去找野女人嗎？」 

魯鐵杵一看媳婦當真了，心馬上抖了抖，「朵兒，我跟妳開玩笑的，妳還當真呀？

我是那樣的人嗎？妳在家裏頭千萬別胡思亂想，不過……妳要是不放心，那我就

別去了吧。」 

「我都說了你是一定要去的，至於找不找野女人，你自己看著辦吧。」雲朵有點

兒生氣，他昨晚怎麼能說那樣的話呢？害得她一宿都沒睡好，總在作噩夢。 

吃早飯的時候，雲朵跟公婆說了魯鐵杵要去沈家做工的事。 

早先杜氏懷孕的時候，魯勤光也是照舊外出做工的，他們並不覺得這有什麼不

對，只告訴魯鐵杵放心家裏，他們會好好照顧兒媳婦的。 

這下實在沒指望了，魯鐵杵只能再三叮囑爹娘千萬千萬看好了雲朵，別讓她做重

活兒。 

吃完飯出來，曹木匠已經趕著驢車走近了。 

雲朵進門把收拾好的包袱拿出來，魯鐵杵套好了馬車，滿臉鬱悶的看著自己的嬌

媳婦。 

「我不在家，妳千萬照顧好自己，不能出一丁點兒的事，知道嗎？要不然我……

算了，還是別說這些沒用的了，我能把妳怎麼樣？我只能起早貪黑的趕工，盼著

能早點回來。」 

曹木匠笑呵呵地甩了一鞭子，「快走吧，別黏糊了，剛成親都這樣的，以後慢慢

習慣就好了。」 

雲朵不敢抬眼看魯鐵杵，怕自己會哭出來，只揪著他的袖子輕聲說道：「你也要

照顧好自己，幹活不要磨蹭，早點幹完，早點回家。」 

魯鐵杵無奈地歎了口氣，握了握她有點發涼的小手，難捨難分地說道：「妳快進

去吧，這天氣還冷呢，沒事少出來，別染了風寒。鐵慶有時會去城裏賣糧食，妳

要想我了，就跟他的車來看看我，記得讓他趕車慢點兒，別顛著了。」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雲朵有點哽咽了，從心裏覺得自己這般強迫他去，

卻又極為難捨，實在有點矯情，便轉身快步進門。 

魯鐵杵無奈地趕著馬車去追曹木匠，走到街口的時候一回頭，就見雲朵又站在門

口眼巴巴的望著這邊。 

這個傻媳婦呀，就是太懂事了，其實他寧願她任性一些，就讓自己在身邊陪著，

大不了被別人說幾句不夠賢慧，可那又算得了什麼呢？身上又不會因此少塊肉，

他也會一如既往地寵著她。 

馬車轉過街角再也看不見了，雲朵的眼淚便刷地一下掉了下來，怕被人瞧見太丟

人，她趕忙進院，關上了兩扇大門。 

院子裏空蕩蕩的，屋子裏也空蕩蕩的，春雨過後，屋裏顯得特別冷，她把炭火盆

弄好，像以前一般煮上了油茶，可是以前她坐在火盆邊，一轉頭就能看到坐在八

仙桌旁雕硯臺的丈夫，而此刻，什麼都瞧不見了。 

雲朵進了裏屋，趴在床上默默哭了一場，恨自己沒出息。 

當天晚上，她鑽進被窩，覺得特別冷，又從櫃子裏拿了一條薄棉被出來做壓腳被，



這才勉強睡了過去。半夜裏熱了一身汗，她想掀掉第二條被子，又怕一冷一熱染

了風寒，影響肚子裏的孩子，就縮在被窩裏沒敢動。 

好想他呀，想那個熱呼呼的大爐子，雲朵有點後悔了，幹麼非要讓他去呢？不讓

他去又能如何，反正是他自己不想去的。 

如今說什麼都沒有用了，人已經去了，她也不可能特意跑去城裏把他叫回來，便

只能掰著手指頭數日子，盼著他快點完工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