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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材裡的新娘
在月港，權勢顯赫的稅吏邱九成家中的千金
小姐花容，竟嫁給了當地最窮的後生九代窮，你
說怪不怪？
九代窮連他自己也說不出姓甚名誰，反正祖
祖輩輩都是窮漁夫，過著“一條破船載破網，一
家三代擠一艙”的窮日子，到了九代窮這一代，
已經到了有上頓沒下頓的地步。九代窮性子很倔
，他天天把破船搖到九九灣下撒下三大網，不論
捕到的魚蝦多少，從不低聲下氣求人。月港人見
他窮得這樣子，都稱他“九代窮”。
有一回，九代窮的舅舅來探望他。本地習俗
：“天上天公，地下母舅公”，那是十分敬重定
要好好款待的。可是他摸摸口袋，只剩下四文錢
！舅舅說：“嗐！隨便煮碗豆腐炒韭菜請我吧！
”
四文錢只夠買一塊豆腐，卻少了韭菜。他邊
走邊想，開春時被稅吏邱九成派差到他家幹了十
幾天工，如今後園裡的韭菜也該有七、八葉了。
對！我何不向管園的石大伯要一把韭菜呢？九代
窮來到邱家後園，園門半掩，連喊幾聲沒人應。
他踟躕了一下，心想，一把韭菜值不得幾文錢，
我先割它一把，往後再告訴石大伯就是了。
正當九代窮割韭菜時，背後來了兩個人，原
來是邱九成的千金小姐和丫頭春紅。她倆是來後
園散散心的，見九代窮在園子外“石大伯，石大
伯”地喊，兩人就躲在石榴樹後觀看。後來看見
九代窮在割韭菜，春紅就想拿他開心。
她故意上前扭住九代窮，說他偷韭菜，要把
他送到縣衙去嚴辦。俗話說“頭回拾豬屎，偏遇
豬拉稀”。九代窮此時滿身是口也難分辯，只好
低聲下氣哀求，千萬別把他送官，要不然蹲半年
大牢也沒人送飯。
春紅說：“不送官也行，那就趴著從我們小
姐的石榴裙子下爬過去。”九代窮滿臉通紅地說
：“這韭菜，還是我親手種的，我辛苦了多少天
，連一文工錢也沒拿到，你們家為什麼這樣欺負
人？”
花容小姐聽了九代窮和春紅拉拉扯扯的對話
，頓生憐憫之心。咳！爹爹平時敲詐了多少人，
連這忠厚的小夥子也被坑得這麼苦，她真想割幾
叢韭菜親手送給他。
可是，她畢竟是個未出閣的姑娘，讓人看見
難免招惹是非呀！於是她紅著臉掉頭跑進繡花樓
裡，讓丫頭春紅把九代窮請進繡房。
春紅這丫頭十分精靈，她見小姐對九代窮有
好感，馬上熱情起來。她特地備下幾樣菜，從廚
房偷來一瓶酒，請九代窮喝個夠。
九代窮從來沒喝過酒，如今礙于花容小姐和
春紅的盛情，連喝三杯。三杯酒落肚，九代窮立
即昏頭轉向，迷迷糊糊醉倒在花容小姐的繡房裡
。
這下把花容小姐主婢二人嚇得驚慌失措、手
足發抖……夜色已深，把一個陌生男子留在繡樓

早晨，阿 P 去社區綠化地帶，伸伸腰揮
揮手踢踢腳……突然聽到背後有人吵架。有
位大媽在玩小狗：“小寶貝，媽媽抱！”有
位大伯說：“喔喲喂，小狗的爸爸是狗啊！
”大媽聽此一說，厲聲吼道：“你是怎麼說
話的？這不是侮辱人嗎？”大伯當然不讓：
“假如小狗的爸爸是人，豈不是地球上出奇
跡了啊！”就此兩人各不相讓……
聽得阿 P 暗好笑，他轉過身來擺擺手勢
，說：“大家別抬杠了，你們兩位都沒錯。
大媽對小狗說‘媽媽抱’是出於對小狗的寵
愛；大伯說‘小狗的爸爸是狗’，也沒說錯
。問題是大媽誤解了！”這時大媽悄然臉紅
了。有人這樣解說，兩人有了臺階，便各自
走了。
阿 P 和他們同處一個社區，平日裡沒有
交往，只是面熟陌生。打那以後，大伯見著
阿 P 打個招呼，說有空來我家聊天；大媽對
阿 P 有點兒感激，分明是自己說錯了話，要
是沒有他當和事佬，肯定把自己弄尷尬！所
以她見著阿 P，總是笑眯眯地說聲“你好”
！
端午節快到了，大媽喜歡包粽子。那天
她見到阿 P，塞給他一袋粽子，阿 P 要推辭，
她將粽子往他身上一塞，轉身走了。阿 P 拿
著粽子，沉思一會兒，想到了那個大伯，便
拿著粽子上門去了。
事有湊巧，今天大伯買回來四隻滾壯的
大閘蟹，剛好蒸熟。他見阿 P 上門，要他先
吃大閘蟹，阿 P 只好客隨主便。兩人邊吃蟹
邊嘠訕胡。此刻阿 P 發覺，這個單身大伯，
住了三室一廳，客廳三邊擺放三隻玻璃櫥，
櫥中擺放的是稀奇古怪的瓷器，銅質的古老
香爐、菩薩，還有許多紫砂壺……經過嘠訕
胡方才得知，這位大伯姓魚，曾經是古玩商
店的老闆。說起古董來挺有研究，出自哪個
朝代和歷史背景，說得頭頭是道。面對此等
老克勒，令阿 P 從心底裡佩服。
吃罷大閘蟹，接著把粽子當飯吃了。大
伯剝開粽子咬一口，原來是鮮肉粽，吃得津
津有味，並且有感而發：“啊唷，這粽子的
味道，簡直和我老婆生前包的一樣哪！”他
吃罷粽子，問是誰包的？阿 P 笑著說，這是
和你拌過嘴的大媽給的，她是向你表示道歉
呢！魚大伯聽此一說，有些感動，說啥時給
大媽還個禮？阿 P 說，還禮無須你操心，有
我呢。
時隔不久，這天阿 P 下班回家走進社區
，見大媽抱著小狗，倚在小河邊的欄杆上發
呆，便隨口問道：“大媽，你咋的啦？”大
媽回過身來說：“唉！我想跳河了！”阿 P
驚疑異常，問她出啥事了？大媽紅著眼圈，
訴說一番——
原來大媽姓水，多年前是從棚戶區動遷
過來的，她的老伴三年前西去了。按照她的
退休金，一個人生活足足有餘。由於她輕信
兜售保健品者的哄騙，花光了多年的積蓄，
連一些金銀飾品也全都賣了，至今還欠下一
筆債，無法償還，不如跳進小河，一了百了

上過夜，讓人家知道，就是跳進大海裡也洗不清
了。可不留他又怎麼辦？九代窮已醉成一攤爛泥
，推也推不走，扶也扶不動，花容只好讓春紅守
著繡樓樓梯口，別讓任何人進來，她自己也不敢
睡，忐忑不安地坐在門口，想等他醒來時讓春紅
帶走。誰知春紅坐在樓梯下，背靠著扶手，呼呼
地睡著了。
等到天濛濛亮，春紅才醒來。她趕緊細步輕
聲登上樓，卻看到小姐繡房門閂得緊緊，裡面有
說話的聲音。於是她貼在門縫裡偷看。
“這些銀子，是我的積蓄，你拿去用吧。”
花容小姐說。
“哎，不……不行，我怎麼能拿你的錢……
”
“怎麼不能？你為我家做了那麼多天的工，
我爹卻克扣你的工錢，本來就虧待了你。”
“不行，不行，要是你爹爹知道了怎麼辦？
”
“他根本不是我的爹爹，不久前我的母親偷
偷告訴我，我的父親名叫陳世恩，原來在月港城
裡開一間‘聚寶成’珠寶行。八年前，邱九成還
是溜溜蕩蕩的無賴，他得知我父親出海貿易正要
歸來，就招了幾個海盜搖船到島嶼外海攔路搶劫
。海盜們把我阿爸和船工打死後扔到海裡，又把
我們母女抓起來。邱九成這個惡棍看我母親長得
很好看，就強迫我母親嫁給他。我母親不肯，他
就要殺死我。我母親為了我只好忍辱答應，想尋
機會告官。誰知邱九成勾結了高采這貪官，威逞
一方，我們母女的冤情至今無處申訴。”
“這個壞蛋，總有一天會遭惡報！”九代窮
一怒，揮手掃了一下，正好打在花容小姐的肩上
。他不安地撫著小姐的肩頭，問道：“疼不疼
……”
“不疼，不疼。”小姐不但沒有怪他，而且
撲到他的懷裡。
春紅丫頭羞得不敢再看下去，悄悄地走到樓
下。
天剛亮，春紅趕緊跑到小姐繡房門口，小聲
地說：“小姐，天大亮了，要是老爺起來了，就
不好出門了！”
花容小姐從夢中醒來，一朵紅雲飛上了她的
臉蛋。她一邊穿衣起床，一邊推醒九代窮。
九代窮從床上爬起來，一身衣服破得像五彩
旗，一雙赤腳還帶著泥。丫頭春紅推開門，看了
差點笑出聲來。九代窮發呆似的看了看春紅和小
姐，低著頭忽然說了一句：“這是做夢吧？”
“不是夢，是真的。”小姐花容說。
雞啼了，丫頭春紅更急了。要趕他又不敢，
因為他已是千金小姐所愛的人，不趕又不成，等
會兒被府裡的人發現怎麼辦？春紅只好示意九代
窮趕快走！
九代窮明白他闖了大禍了，越想越怕，不管
三七二十一，沖出房門往樓下跑。九代窮出了後

當紅娘
……
面對如此情景，阿 P 勸說大媽，做人怎
可輕生，有困難總得想法解決，難道沒有別
的辦法可想了嗎？經此一問，大媽說我的家
裡，除了還有一箱垃圾貨，什麼都沒有了。
阿 P 說，什麼垃圾貨？如能變賣也是錢呀！
為了緩解緊張氣氛，阿 P 說，讓我去看看是
什麼垃圾貨？大媽便把阿 P 帶回家去了。
大媽從床底下拖出一隻陳舊的板箱，打
開箱蓋一看，裡面是亂七八糟的東西。仔細
一看，阿 P 倒是興趣來了——這類垃圾貨，
跟魚大伯玻璃櫥中擺放的古董相似啊！他問
大媽，這種物件是哪兒來的？大媽說，是她
老男人的爺爺，曾經是挑著擔子，走街穿巷
收破爛的，嘴上呼喊：“啊有啥個爛東西賣
！”其實就是破銅爛鐵，瓶瓶罐罐……人家
大掃除、或者要搬家，把垃圾清掃出來，賣
給收破爛的。老爺爺生前傳話給下代，說板
箱中的東西，就是從破爛中選出來的，不能
隨便賣掉……
阿 P 經過認真細看，拿出其中一隻積滿
污垢的銅菩薩。說我拿這件東西，幫你去請
教內行人，能否賣個好價錢？大媽一聽，便
說：“那就拜託你了，如能賣錢就好了，箱
子裡的全可以賣掉！”阿 P 臨走時說：“讓
我先去試試看吧！”
阿 P 吃罷晚飯，拿了銅菩薩去找魚大伯
。魚大伯一看銅菩薩非常驚奇，不禁“啊”
出聲來。魚大伯把菩薩擦拭乾淨，經過仔細
觀察，說這個東西不是銅鑄的，是純金打造
的，根據上面的記號，這是太平天國的文物
，乃是無價之寶也！他問這東西哪來的？阿
P 說是朋友托我來請教的。阿 P 聽到如此評價
，當即提問：“這尊金菩薩可賣多少錢？”
魚大伯嚴肅地說，這是國家的文物，只
能獻給國家，不可隨便出售。如果獻給國家
，倒有可能獲得獎勵呢！
阿 P 聽魚大伯這麼說法，隱隱約約想起
小時候，常聽當過教師的奶奶講故事，其中
講過太平天國的故事，說太平天國失敗，將
士們在逃亡時，送給為將士做衣服的裁縫師
傅一尊金菩薩，讓他趕快逃命去吧！這個師
傅歷盡艱險回到家鄉，本可以過安定日子了
，誰知這尊金菩薩被賊偷走了……從此憂鬱
成疾，不久死了。阿 P 憶起這故事，連想到
這尊金菩薩，是否就是裁縫丟失的那尊金菩
薩呢？阿 P 暗暗好笑，世間哪有這等巧事啊
！
阿 P 為了幫助大媽解決眼下困難，懇請
魚大伯去獻給國家，能獲得一筆獎勵。魚大
伯當場拍胸，願意陪同文物的主人一起去。
阿 P 經過思考，感到不妥，大媽文化不高，
倘若知道銅菩薩是金的，萬一不願獻出去，
豈不是妨礙文物歸國家了。他腦子一動說道

花園，跟管園子的石大伯撞個滿懷。石
大伯以為是賊，扭住九代窮不放，春紅
丫頭氣喘吁吁地趕來說：“小姐說，你
就讓九代窮回去吧！”
“小姐？九代窮？天沒亮……唔，
唔……”石大伯會意地笑了，放九代窮
走了。
俗話說“雞蛋再密也有縫”，九代
窮在花容小姐繡樓過夜的事不知怎地就
傳開了。這事很快就傳到邱九成耳朵裡
，邱九成差點兒氣昏了！
原來這個舐痔聞屁的小人正打算把
花容獻給高采，想撈個金山銀山。高采
這個太監在月港權勢炙手可熱，不少貪官豪紳都
千方百計獻媚，誰知女兒卻私通九代窮，這豈不
是打亂了他的如意算盤？他考慮再三，還是先下
手為強，把花容小姐送進高府，反正不是他的親
骨肉！
這件事讓花容的母親知道了。八年前邱九成
殘害了她親夫，如今又來殘害女兒，她又急又恨
。趕緊把這件事告訴了女兒。
花容一聽，真是晴天霹靂，禍從天降！如今
母女倆住在人家屋簷下，兩條小命都捏在人家的
手裡，呼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與其進高府當
高采的玩物，倒不如一死了之。
丫頭春紅卻急著尋找九代窮，她希望九代窮
搶在前頭趕緊把小姐娶走。可是，九代窮卻突然
失蹤了。
原來，九代窮聽到風聲，邱九成要抓他去掛
牌遊街示眾，然後剝皮下油鍋，他只好暫避一時
，在九龍江出口處捕魚，每天到海滄賣魚，偷偷
地打聽花容小姐的處境。
花容小姐被邱九成逼得緊，又無法見到九代
窮的面，只好絕望地懸樑自縊了。邱九成隻落得
竹籃打水一場空。
花容小姐的母親美娘，哭得死去活來，幾乎
發瘋。她自從被邱九成強佔之後，一直忍氣吞聲
，把唯一的希望寄託在女兒花容身上。如今花容
死了，她的希望破滅了。
她恨死了這個如狼似虎的邱九成，恨不得一
把火將邱家燒個精光。半夜裡，她叫丫環春紅把
她和小姐所有金銀珠寶值錢的東西裝進小姐的棺
材裡，準備等女兒下葬後一把火燒光。
這時，邱九成帶著抬棺材的工人來了，美娘
趕緊把棺材蓋上，讓他們抬走。
邱九成讓人把小姐的棺材運到九龍江對岸的
亂墳崗去埋。這天夜裡，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
雷聲轟轟，電光閃閃，天上嘩嘩地下著急雨。載
著棺材的小船在江水中上下顛簸，突然一個大浪
把小船掀得半天高，棺材與眾人一起掉進江水裡
。幾個工人游上岸來，但小姐的棺材被江水沖走
了。
卻說九代窮聽說小姐自縊而死，痛哭了一整

，這是朋友托我的，還是由我和你一起去吧
。
這天，阿 P 拿了金菩薩，跟隨魚大伯去
了有關文物單位。對方的經辦人是個老同志
，他看到金菩薩，說法與魚大伯相同，他捧
起金菩薩看了一遍，讚歎道：“這尊裁縫失
竊的金菩薩，終於回來了！”這時的阿 P 十
分驚奇，問老同志：“您怎麼知道這是裁縫
失竊的金菩薩？”老同志說：“這事我們的
同行都知道的！”老同志說，太平天國的歷
史短暫，文物便更可貴，如今誰有太平天國
的銅錢，也很值錢呢！他開了接收文物的收
據，付出一筆可觀的現金，說這是作為獎勵
的。
阿 P 和魚大伯，在回家的路上，說說笑
笑很開心。這時的阿 P，便把金菩薩的來源
，以及前因後果，說了個詳細，聽得魚大伯
頻頻點頭，稱讚阿 P 既是個愛國者，又是個
助人為樂的漢子。緊接著，魚大伯提出，想
要看看板箱中所有東西。阿 P 拍胸答應：
“你不提，我也會這樣做的。先把這筆獎勵
金去交給大媽，讓她解決困難，然後請她把
板箱搬到你家裡來，讓你再幫她一把！”聽
得魚大伯呵呵歡笑。
大媽接到這筆獎金，不禁破涕為笑，再
三感謝阿 P 救命之恩，差一點要雙膝跪下呢
。乘此機會，阿 P 把魚大伯從中幫助的經過
，說個詳詳細細。大媽得知這個魚大伯，是
曾經和她拌過嘴的大伯，不免有些慚愧，問
阿 P：“我咋樣謝他呢？”阿 P 說：“謝不謝
不在乎。魚大伯是心直口快的熱心人，如果
你把板箱中的垃圾貨，搬到他家裡去，請他
看看，說不定還能賣些錢呢！”此話說得大
媽無比興奮，她笑顏逐開地說：“先讓我做
些準備，明天請你帶我過去好嗎？”阿 P 說
聲可以，就此揮揮手走了。
大媽的所謂準備，是籌辦謝禮。她對於
包粽子非常在行，去買了糯米和五花肉，包
了許多鮮肉粽，當晚就在鍋中燒粽子。第二
天阿 P 來了，她請阿 P 幫忙拎起垃圾板箱，
自己端起熱烘烘的粽子鍋。
兩人來到魚大伯家。大媽把粽子鍋放在
桌上，隨即走進廚房間，拿了餐具出來，說
：“快快快，大家趁熱吃粽子吧！”這時候
最受感動的是魚大伯，眼見大媽的這副模樣
，活像離世多年的妻子回來了……聰明的阿
P 早就軋出苗頭，一邊吃粽子，一邊說味道
好極了。
緊接著，魚大伯細看箱中的物件，說這
些東西，大多數是可以賣錢的，由我負責去
賣掉……果然通過魚大伯的操心，三天兩頭
通知大媽，去魚大伯家拿錢。次數一多，大
媽成了魚大伯家的常客，還幫助魚大伯做家
務，燒菜做飯呢。
有一次，魚大伯遇見阿 P，笑眯眯地和
阿 P 耳語一番。讓阿 P 興奮地感到：啊！我
這個阿 P 居然當上了紅娘啊！他在回家的路
上，一邊走一邊想，這真是有心栽花花不開
，無心插柳柳成蔭。

天。他得知小姐將要埋在亂墳崗上，就劃著漁船
前來等棺木，期待能和小姐見上最後一面！下半
夜，風雨止，月光如水。九代窮似醒非醒，忽然
看到花容小姐出現在岸邊，對他說：“九代窮，
你怎麼把我忘記了？”
九代窮道：“小姐，你錯怪我了。我每天晚
上都到你家後花園找你，可是邱九成派人看得嚴
，我進不去呀！”
花容小姐嫣然一笑，說：“現在好了，我母
親做主，將我許配與你為妻，嫁妝金銀珠寶價值
千金，用棺材裝來了。”
九代窮說：“我愛的是你，有沒有嫁妝無所
謂。”
九代窮心裡卻感到十分奇怪，世上哪有用棺
材裝嫁妝的？他跳起來向花容小姐跑去，才發現
原來是一個夢。
九代窮醒來已是旭日東昇了，這時他看到從
上游漂來一件東西，遠看像是小木船，奇怪的是
怎麼小木船上沒有人？九代窮睜大眼睛，想看個
仔細，突然大叫起來：“啊，棺材！”
說也奇怪，這口棺材順流而來，朝著九代窮
的漁船靠來。九代窮心想：這是哪個可憐的人，
死後棺材都沒得下葬！我應該把棺材打撈起來，
埋個好地方。
九代窮費了好大力氣，才把棺材拖上岸。忽
然他發現棺材蓋鬆動了，接著一位少女頂著棺蓋
，坐了起來。她穿著紅色上衣和石榴裙，頭上插
著鮮花，正是自己心愛的花容小姐。
原來，花容小姐自縊之後沒有完全斷氣，裝
進棺材在激流裡經過搖晃撞擊，又活過來了。
她疑惑地問：“這是做夢嗎？”
九代窮答：“不，不是夢，是真的……”花
容小姐飽含熱淚，與九代窮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過了一天，傳來花容小姐的母親放火燒了邱
府，與邱九成同歸於盡的消息，兩人大哭了一場
，燒紙錢祭奠這位可敬的母親。
從此，九代窮與花容小姐一條漁船一張網，
夫妻雙雙以打魚為生，過著自由自在的幸福生活
。

免費試住
東子新來到一座城市打拼，想找一套合適的出租房落腳。這
天，他在街上看見一張招租廣告，上面寫著：“好房出租，價格
低到你無法想像。”他立馬打了個電話過去。
房東很熱情，約了東子去實地看房。東子看下來很滿意，便
問房東能否再便宜點。房東聽說東子剛從外地過來，爽快地同意
了降價，只不過他有個要求。
東子一聽，喜出望外，忙問：“什麼要求？”
房東說他之前碰到好幾個租客，素質都不太高，把房子弄得
亂七八糟的，所以他這次想找一個好一點的租客。為此他設立了
七天的免費試住期，在這期間，他會在房間內安裝攝像頭，考察
租客的一舉一動，當然，廁所這種隱私場所是沒有攝像頭的。等
試住期滿了，如果房東覺得合適，就把攝像頭拆了，兩人簽訂正
式的租房合同。
東子想，哪怕到時房東覺得不合適，自己也能白白住七天，
就點頭答應了。
搬進出租房後，東子為了給房東留一個好印象，不僅每天打
掃房間，而且行動起來也是小心翼翼，生怕把屋裡的東西碰壞。
很快，七天時間就到了，東子本以為房東會很滿意自己的表
現，沒想到房東卻一改之前熱情的態度，說他不合適，要求他儘
快搬離。
東子有些不解，不過還是收拾好東西走下了樓。這時旁邊走
來兩個居民，其中一個說：“你聽說了嗎？這幢樓裡那套凶宅之
前賣了一年都沒賣出去。最近那房東不知從哪兒找來一個小夥子
住在裡面，足足七天啊，還搞了個試住直播，結果房子很快就賣
出去了，價格還不低呢！”

都是新的
阿瘦的生活處處不如意。他經濟拮据，家裡都是二手貨；老
婆是二婚，脾氣很兇悍，隔三岔五地揍阿瘦一頓。
這天晚上，阿瘦開著一輛二手車上路，車況太差，出了意外
。來到地府，阿瘦越想這輩子越覺得虧，哭哭啼啼，反反復複向
閻王申請：“再投胎，家裡樣樣東西都要新的！”
閻王被阿瘦糾纏得心煩意亂，只能點頭答應。
終於，阿瘦要投胎了。臨行前，他不放心地對閻王說：“別
忘了我的要求啊！”
閻王揮揮手，說：“安排好了。”話音未落，阿瘦就投胎到
一戶人家。
不到一天，阿瘦居然又來到了地府，他抱怨閻王食言。閻王
很確定地回答：“你家裡的東西都是新的！”接著，他問阿瘦，
“車子是不是新的？”
阿瘦答：“全款提的新車。”
“那房子是不是新的？”閻王又問。
阿瘦頭也沒抬：“嶄新的房子。”
閻王一股腦兒地問：“沙發是不是新的？鍋灶是不是新的？
電視是不是新的？是不是，是不是……”
阿瘦發狂似的說：“不要再問了，我投胎到一戶剛成立的家
庭，家裡的一切都是新的！”
閻王切齒道：“那你鬱悶啥？”
阿瘦心灰意冷地說：“我投胎到這戶人家，正趕上這對新人
結婚。新娘在婚禮上突然臨盆，著急地生下了我，我一看新娘，
活活嚇死了。”
“怎麼，新娘長得那麼嚇人？”閻王還是不明白。
阿瘦怒吼道：“她是我原來的老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