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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兒子女兒

人以教育為本，有的人卻望子成龍，下“苦功夫
”去教育，卻無意中把小樹苗給折彎了腰，最後釀成
了嚴重的後果……
話說李貴，人稱李老頭，他四十五歲時，妻子為
他生下了一個兒子叫李新。
李新從小就好動頑皮，在學校裡是天天打架鬥毆
，欺負女生，真給老師是頭痛，同學恨之入骨。天天
有人上門去跟李老頭告狀，李老頭對付兒子的武器：竹枝條、棒頭
都不知道了打斷了多少，最後李新在小學五年級時被學校開除了。
步入社會後，他又變得偷雞摸狗，摔碗砸鍋，打爹罵娘，真是
無法無天。李老頭最後除了用暴力，還是暴力，但都以失敗告終。
老伴被兒子鬧騰的不知所措，曾多次去請求幹部來調解，然而
不但沒有絲毫作用，兒子卻更加懷恨在心，說自己的壞名聲都是父
母給造成的，從此李新成了全村出了名的孽子。 不久，李新因偷
竊入獄，被判三年。
李老頭的老伴氣恨交加，終於病倒，而且一查是晚期食道癌。
不久便離世了。在離世前，始終沒得到兒子的一個笑臉，更別說在
床邊孝敬可言。
李老頭性情好氣量大，他始終不信這個邪，慢慢地等待，這個
孽子會在某天某日被他的真情感動，會懂事起來的。
李老頭的老伴走了之後，他並不算太孤單，因為他膝下還有一
個小女兒叫李麗，比李新小四歲，李麗就像是老伴走後的一夜間長
大了。從此她與李老頭相依為命，堅強地生活下去。
轉眼兒子出獄後已近三十歲了，李老頭依然希望兒子能娶妻生
子延續香火，他始終兒子雖然走了彎路，但一定會有出息的。
他到處托人，還給女兒施加壓力，讓她在出嫁之前一定要為哥
哥的婚事出把力。
或許李新有他與眾不同的一面，雖然本村有不孝之子的惡名，
又曾勞教過，相貌也一般，但李老頭委託的介紹人去幫忙說媒，鄰
村的一個漂亮女孩還真就選中了他。
李老頭可高興了，簡直比自己結婚還開心幾倍。他忘記了一切
的不愉快，為了娶媳婦，他拿出了一輩子的積蓄，還違心地收取了
女兒的男朋友一大筆彩禮錢，他不管女兒嫁過去還要肩負銀行的債
務，他也不想管，兒子能有今天，那才是他最重要的。
女兒嫁在鄰村，兒媳從鄰村娶進門，這是李老頭一輩子在人家
面前最露臉的一件事。
兒媳娶進門後，很快有了身孕，並生下了一個女孩。但是，暫
時忍住性子的兒子卻還是露出了本來的面目，而且比以前還變本加
厲了。
對李老頭的折磨遠遠不止這些，政策有規定，戶主不納稅，家
中的工資就會被扣著。李新就故意不交，李老頭的工資就被扣了，
李新就威脅父親，如果拿不來工資，他就把父親宰了，再把屍體背
到村委會裡去。甚至有一次晚上，還光著身子偷偷摸進父親的房間
裡，把李老頭嚇出一身冷汗。
一次次地折磨，再堅強的意志也承受不住了，他終於覺得自己
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了。
當他快堅持不了時，就來到了女兒家，向女兒訴苦。女兒雖然
生活很貧苦，但她對父親的到來，很是開心，
她天天燒著父親喜歡吃的飯菜，幫他洗腳捶背，安慰著父親，
讓他安心在她家住著。李老頭在女兒家住了兩個多月，看見五歲的
外孫女那麼可愛，他又想孫女兒了，於是提出回家看看。
可是任憑他怎麼心疼小孩，怎麼對兒子媳婦好，卻感動不了那
顆石頭般的心。李老頭也曾無數次地思量，兒子為什麼會對家人這
樣無情？但卻想不出個所以然來，只得默默地安慰自己：也許兒子
是上輩子家中的仇人，這輩子尋仇來了，幸好還有一個好女兒，還
好依靠，不然自己真的是活到頭了。
一天深夜十一點多，李新從外面賭博輸了回到家，就來到父親
房間裡無事生非，然後將李老頭推出門外，讓他自尋死路去。
老頭還只穿著單薄的內衣和女兒為他針織的毛線拖鞋。他站在
門外，寒露後的風吹著李老頭直打顫，屋裡卻傳來陣陣打鼾聲。李

老頭漫無目的地離開家，走在河邊猶豫不決，最後還是選擇了去女
兒家避難。
李麗鬧不明白，哥哥這是為什麼？母親在世時對母親也是這樣
折磨，對自己也毫無親情可言，要說父母沒教育好嗎，可進了監獄
去受教育應該會改變呀，他現在對別人都好，為什麼對家人會恨之
入骨呢？
父親說：不用想，我們都是他前世的仇人，我與你母親生養了
你們兩個，我們最清楚。他從你母親肚子裡下地就不正常，先是腳
出來，後來又是手出來，他就是個顛倒蟲，害得你母親當時就差點
沒命，安老輩人講，這叫難產，他應該活不了，可幸好，他與你母
親都保住，這難道不是命裡註定來折磨親人？父親又將故事重提。
“不，這是胎位不正，在你們那個年代，不會剖腹產確實危險
，這並不能解析什麼。冤有頭，債有主，世上不會有莫名其妙的仇
恨。”李麗認真的分析。
“有人在背後嚼舌頭，猜疑是我把他從小慣壞了，你比他只小
四歲，別人可以這樣認為，但你應該有點印象的，對他的嚴管我可
是多你幾倍。我無數次地把他吊起來打，往死裡打，多少次的把他
打暈過去，不就就是讓他長記性，他當時還說：你們給我記著，等
我長大了一定會報仇。他不就是天生的孽子嗎？我哪裡慣養他了？
”李老頭越說越激動。
聽著父親對暴打哥哥時的描述，望著父親的嘴唇上下翻動，李
麗的眼前仿佛出現了父母暴打哥哥，哥哥咬緊牙關，一聲不吭的一
幕幕畫面……。
“爸爸，不管怎麼說都是你在教育上出了差錯，難道你忘了人
之初，性本善……。我知道你一定不服氣，你確實沒有嬌慣他，但
他幼小的心理和肉體都受到了你慘忍的打擊，使心理扭曲變態，讓
他覺得你們心中只有我，而多餘了他，所以他才對全家人充滿了敵
意和仇恨，甚至對我更加懷恨。”女兒不顧父親的反對，依然分析
著這不解之迷。難道你也懷疑我？我打他也是過錯，不打他也是錯
？〞父親果然不服，父女倆各執已見，交談不歡而散。
過了兩三個月，李老頭在女兒家裡逐漸開心了。這幾天兒子卻
幾次叫人帶口信來，讓李老頭回家，不然就要讓他妹妹好看。女兒
讓父親別理他，安心住在她家，一切責任她願擔當。
也許李老
頭又想孫女了，或許是已過三個月了，氣也消了一大半。於是李老
頭還是回家了。
半年後，李老頭病倒了，這次李新和李麗一起帶他去醫院，檢
查結果卻是心臟病晚期，雖有換心臟的手術，但是還需有同血型的
心臟，還要近幾十萬的手術費，加上是晚期了，又已是七十多歲了
，成功的機會也少的可憐，醫生建議放棄治療，好好地讓他過完餘

生。

難過不能解決問題，老李頭病倒了，李新沒日沒
夜地在外賭博。李麗天天帶著孩子趕來他身邊照顧。
有一天，李老頭告訴李麗，等自己走後就把他埋
在妻子身邊，讓他去陪伴妻子，因為至從生下這兒子
，妻子就沒過上一天安穩日，他覺得欠妻子太多了。
第二天早上，李麗來到父親身邊，沒想到父親已經
摔得頭破血流，原來是昨晚上中了半邊風，使去了半身知覺。
李老頭已經不能起來吃喝拉撒了，也許人活在子孫面前都想多
看幾年。李老頭他不想死，他躺在床上總是胡思亂想？女兒只有安
慰他，別擔心，她去借錢看看能不能換個心臟。
此話讓牆外的李新聽見，他沖進來當著父親的面大罵李麗：騙
人，只會說漂亮話的騙子，給我滾回去！明明知道這是等死的病，
還要欺騙自己的父親，虛偽的騙子，父親得花幾十萬，或百萬元才
能動手術，這可能嗎？他這樣痛苦，我看還不如給他點安樂死，讓
他早日……
“混蛋！你還是人嗎？李麗不等他說完就憤怒直罵……”兄妹
兩開仗了，鄰居趕來拉開，然後勸李麗見機回家別管了。李麗哽咽
著：我不會離開父親的。
李老頭五歲的孫女在旁邊聽著大人們在說，沒錢給爺爺治病的
話，她拿著媽媽的手搖晃道：媽媽，快去地裡種些錢吧，讓它長出
好多好多的錢就可以給爺爺治病了。
李老頭一聽哈哈大笑，他已經好長好長時間沒有這樣真正的開
懷大笑過了，轉過頭對李麗說：你聽，我的小孫女多聰明呀，才五
歲就知道像你一樣孝順我了。”瞬間好像眼前的一切都與他無關。
李麗的孝心沒有感動病魔，過了兩個多月，李老頭還是走了。
當天，她和丈夫為父親守靈，那晚，李新的心好像異常平靜，
他問李麗：父親在走之前交代埋在哪了沒有……還當著妹妹、妹夫
的面說，等以後把父親的老房子賣了錢，與妹妹平分的話，這好像
是李新第一次能心平氣和同妹妹說得最多的一次話。
李麗也漸漸平靜了許多，父親走了，她什麼也不再乎、不重要
了。
有一天，聽到父親村裡的人對她說：你父母的墳墓上遭到
野豬前來翻了。李麗準備叫人去修墓，這時李新卻搶先叫人動工了
，花費了一萬多塊錢，為父母修建了一座豪華的墓地，他沒有去跟
李麗提起錢，也沒有叫李麗出點力。
那時村裡還沒幾家修得起豪華的墳墓呢！這讓村裡的人對李老
頭的兒子刮目相看，並議論紛紛：看老李頭的兒子變好了，多孝順
呀，為父母建造了那麼有氣派的房子，一萬多塊呢，比女兒還孝順
！
老李頭的老房子也全給李新賣光了，他對李麗食言了，當然李
麗早就忘記他說過的話，只要哥哥一家過得平安辛福就是她的心願
，或許這就是大家最好的結局。
李新家又添加了一個女兒，而兩個女兒最後都考上了名牌大學
。他從來不曾打過兩個女兒，即使女兒們犯了再大的過錯，他也不
會用暴力，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或許也是李新比誰都明白的結果。
而李紅的女兒只考了大專。
村裡的人更是對李老頭夫婦羡慕不已：看吧，都是李新把他父
母的墳墓修的好，才保佑兩孫女考上了大學。
李新再也不是從前的李新了，對妻兒非常恩愛，家庭過得非常
幸福，有幾次他還主動跟李麗打招呼，試著走的更親近。
每次給父母上墳，李麗看著豪華的墳墓，聽著耳邊對李新的讚
美，她不由感歎，這真是一個真實的幽默故事啊。
李麗堅定了自己的看法，李新形成孽子的原因，她曾經跟父親
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又能怎樣，父母錯了就是錯了，也許大
家都曾經活得太累、太糾結，難道非要等到這種結局才結束嗎？沒
有人知道為什麼。
有些事看別人的清楚，自己做得卻糊塗，所以處在糊裡糊塗之
中把責任推卸給前世去吧。

律師大廈
這裡是繁華的城市中心，寬闊的林
蔭大道上，車水馬龍，行人更是川流不
息。大道的一側是中級人民法院。另一
側矗著一座 10 層樓的律師大廈，正上
方一個巨型的電子螢幕，變幻著色彩，
醒目地映出字幕，每打出一行大字，都
吸引著眼球，震撼人心：官司不贏不收
費，擁有廣泛社會資源，專攻重大疑難
案件，多位資深律師辦案，免費法律諮
詢，為百姓做事，全年無休日。律師代
理範圍：更是包羅萬象，無所不能其及
。說的是服務宗旨，好比如來佛祖從天
而降了。而且報紙和電視臺輪番播出這
個廣告。
樓上有一人高的 6 個金字：民生律
師大廈。門前筆直地站立著兩個高大威
猛的保安，目不斜視，像二尊塑像威嚴
莊重。陽光下，萬物生輝。
讚賞的眼光目睹這一切，足以讓請
律師申訴的人刮目相看。人們好奇地駐
足觀望。人群觀望中有一個人名叫趙升
的，心事重重。他為弟弟被謀殺死亡打
官司，拼爭了 10 年，竟然得不到立案
。多次申訴被公、檢、法拒之門外，請
律師都搖頭不予受理，到省、市信訪局
上訪，都應付了事，泥牛入海，無人問
津。到處受到冷落，備受煎熬。他站在
這裡凝視許久，毅然走了進去。
大廳門內一字排開 10 余名青年男
女，穿著筆挺的西裝，白襯衣，一起向
他鞠躬，並齊聲說道：“歡迎光臨。”
最醒目的地方有一個視頻，是省電視臺
著名主持人，趙晰在反復播送著律師大
廈的〈服務宗旨〉。趙升聽的最悅耳的
是官司不贏不收費。其中一位年輕女士
上前來說：“您請律師嗎？”
“是的。”趙升答到。
“您跟我來吧。”在她引領下走進
一個裝修闊綽的辦公室。 這樣的辦公
室有 10 多個，人們絡繹不絕地被接待
員領進去，熱情地交談，案情被詳盡地
記錄下來。還有一些人坐在大廳的長椅
上等候接待。
趙升詳談了案情，同時還遞交了一
份案由、案情、證據、申訴請求的控告
狀。接待他的女士姓劉，看來是學過法
律的行家裡手，對案情的分析很在行。
趙升覺得從沒受過這樣的禮遇，過去上
告有的甚至稱他為刁民、瘋子。這位女

士告訴他：“這個案情屬於疑難大案，
初步看來我們可以受理，並有打贏官司
的把握，估計對方要賠償百萬。官司不
贏不收律師費，打贏官司收賠償的百分
之 10。這一切得樓上資深的律師全隊
要徹夜研究辦理方案，你須交研討費
1000 元。”趙升覺得如魚得水，一身
輕鬆。索性在這位女士陪同下去交款。
沒料到四個交款視窗都排隊交款，趙升
排了 10 分鐘，1000 元交上了。又被那
位女士客客氣氣的送到門外，並說：
“等我的電話。”
第三天那位女士給趙升打來了電話
，讓他來一趟。還在那個辦公室，對他
說：“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團隊研究可
以受理此案，並有勝訴的把握。如果你
同意將報北京總部，由總部專家律師研
究，拿出辦案的決策意見，並請高層政
法領導批示處理意見。這樣這個案件就
通天了。你還得交 1000 元的手續費。
你放心，官司不贏是不收律師費的。”
趙升似乎看到了曙光，既然這裡這麼認
真負責，態度誠懇，便又排隊交了
1000 元。又回家等消息去了。沒過兩
天又是一個驚喜，北京總部批准辦案了
。需交 10 萬元律師辦案押金，案件勝
訴控告人可得百萬賠償金，如果得不到
賠償，返還抵押金。趙升一愣神覺得進
退兩難了。便無奈地將存摺中的 2 萬元
取出來交上了。那位劉女士說：“餘款
8 萬元七天內交齊，我們律師就啟動辦
案了。”趙升下了決心，就是砸鍋賣鐵
，親朋好友中去借也要鐵心把官司進行
到底。劉女士笑著說：“進行到這一步
了，您可以獲得殊榮，同辦案律師見面
了。”趙升覺得打 10 年官司，頭一次
這麼客氣的受到接待，便興致勃勃地跟
著乘電梯上了 9 層。劉女士說：“10 層
是我們老總辦公室，是禁入的。”
我們禁入律師辦公室，是一位中年
女性，高挑個，披肩髮，黑西裝，白襯
衣，很時尚的女律師。經劉女士介紹，
熱情地同趙升握手，寒暄過程中，律師
強調儘快交齊抵押金，儘快辦案。我們
有百名律師團隊，有廣泛的人脈關係，
強大的社會資源。拿下你這個案子是小
菜一碟。趙升心裡頓時產生狐疑，靠人
脈關係打官司，豈不是靠走後門辦案。
從而反詰到：“中央領導是你姐夫嗎？
”律師答到：“這事只能你知道，對外

可別說。”趙升一笑了之。不知她這話
是認真的，還是開玩笑。給趙升的認象
，盡是吹噓說大話，沒有律師的氣質。
從辦公室出來，劉女士問到：“我們的
律師怎麼樣？”趙升隨口說到：“我看
她是家庭婦女，老娘們。”
又回到一樓辦公室，趙升覺得很難
預料，辦案過程中還會出現收費的新花
樣，便對劉女士說：“我還有個疑問想
問一下。”劉女士說：“問吧。”趙升
沉思了一下：“我交齊了 10 萬元抵押
金，還有什麼費用要交嗎？”劉女士是
個實在人，她說到：“辦案中調查、取
證、應訴發生的食宿費、差旅費，都是
有票據的。你們必須及時付款，律師本
人不能墊付，可不能影響案件進展。”
說到這裡趙升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這
意外的費用可是沒有限額的，報銷的票
據好弄，花多少錢是個無底洞，不由得
心火上躥，頭上冒汗了。自己遇上的是
迷魂洞，踉蹌了一下，身子驟然抖了起
來。劉女士急忙問：“您怎麼了？”趙
升鎮靜地說：“有點感冒，回家吃點藥
就好了。”趙升回到家滿肚子悶氣。律
師的水準他信不過，靠的是人脈關係，
走後門辦案。更不靠譜。官司沒打就收
了許多錢，打官司過程中的花銷還是個
未知數，打不起這個官司，讓他苦不堪
言。不僅眼前還差 8 萬元拿不出，今後
的費用更是承擔不起。眼淚奪眶而出。
寧願不告了，盤算著怎麼退回那 2 萬 2
千元錢吧。那可是唯一的積儲。滿腦子
的傷心、懊悔、絕望。第二天一點精神
也沒有了。找到劉女士，便得逢場作戲
了，述說心臟病復發須住院治療，官司
不打了，退錢去看病，以後有了錢再請
你們繼續打官司。趙升近 80 歲的人了
，身子虛弱得臉色蒼白。劉女士好言好
語地勸說，不要半途而廢，剩下的 8 萬
元錢，以後慢慢湊也可以，退錢很難辦
了。趙升急火攻心，心跳加速、煩躁、
不安，臉色變得紙一樣白，心像刀絞痛
得渾身顫抖，眼裡噙著淚水，暈在了地
上。

劉女士嚇傻了，慌忙給領導打電話
，說明了問題的嚴重性。劉女士把領導
的決定轉告趙升：“答應給你退款了，
一個月以後你來取款，現在資金緊張。
”
一個月以後，趙升跌跌撞撞地來到
律師大廈，答覆是領導出門了，過二天
再來。又過了二天，答覆是再等二天。
趙升氣得臉上烏雲密佈，鼻子都氣歪了
。勃然大怒，罵到：“你們而言太冷酷
無情了，不打官司還收費，你們不是民
生律師大廈，是坑民大廈！今天不退款
我去市政府告你們。”當時前來辦理委
託律師打官司的正十分火爆，周邊幾家
律師事務所門庭冷落，想打官司的人都
集中在“大廈”這裡了。“大廈”的領
導怕影響他們的生意，急忙將趙升安排
在辦公室進行了一番安撫，而後說：
“為了你這個案子我們沒少花費人力物
力，造成了一些損失，而且是你違約在
先，扣你 5000 元錢，減少一些我們的
損失，如果你不同意，錢退不了。你若
控告我們，敗訴的是你，你一分錢也得
不著。”
趙升覺得最怵頭的就是打官司，面
臨走投無路的地步，見好就收吧，點頭
同意了扣款。財務的會計說：“先收那
2000 元的研討費已經花掉，抵押金扣
除 5000 元退返 15000 元。你在收條上簽
字取款吧。”趙升顫抖著手，歪歪扭扭
地寫上了自己的名字，取錢回家了，白
白損失 7000元大病了一場。
半年以後，短命的“民生律師大廈
”人去樓空，老總馬鼎臣攜兩億款失聯
了。原來這是一個以各種名堂只收款不
辦案詐騙錢財假冒的辦案坑民大廈。
趙升聽到這個消息後，恨得咬牙切齒，
同時慶倖自己收回大部分投資。拄著拐
杖腳步蹣跚地來到律師大廈，想看一眼
如今敗落的景象。沒料到 2000 多人義
憤填膺地在這裡集結，人們惶恐不安、
暴怒地打著討還血汗錢的橫標，高呼著
口號，憤怒的人們用石塊、磚頭投向緊

鎖的大廈門窗，發出玻璃的破碎聲。人
群中發出駭人的叫喊聲。門前大道上人
越聚越多，被人們裡三層外三層堵得水
泄不通，對流的車輛停滯在大道的兩端
有數千輛。這時傳來警車的笛聲，武警
部隊、防爆部隊和員警有一千多人一起
擁過來維持秩序、疏通車輛。可是毫無
作用，聚集的人越來越多，情緒像海浪
風起雲湧。局面很難控制。
這時一台警車的高音喇叭響起：
“市長來跟大家講話，肅靜！”警車旁
站著一個人，一個凝重的聲音說到：
“我代表市委、市政府鄭重地向大家宣
佈：一、律師大廈事件被正式定位詐騙
案，已經發出緊急通緝令，開始追逃大
廈的犯罪老總和有關犯罪嫌疑人，嚴加
懲處。二、現已查封律師大廈的銀行帳
號和所有資產。所得財務返給受騙人，
減少人民群眾的損失。三、此案由市公
安局經偵大隊處理，成立了專案組，有
任何訴求到那裡反應，設置有接待室。
四、有政府辦案，不要採取擁堵馬路，
群體集會的形式影響正常秩序。五、對
於個別擾亂正常秩序，不聽勸阻的，要
依法處理。有異議的不同意見者到公安
局經偵大隊解決。”…… 這時武警部
隊、員警和防爆部隊開始疏散群眾，不
出 10分鐘就疏通了汽車通道。
一年之後。電視臺和當地報紙，同
時報導了一則新聞，全市人民關注的律
師大廈詐騙斂財案，經中級人民法院審
理，大廈老總馬鼎臣屬於黑社會性質，
涉嫌謀殺人命案五起，在律師大廈及其
它詐騙活動中斂財非法資金近 10 億元
。馬鼎臣因罪行嚴重，判處死刑。 趙
升最為興奮的是被謀殺的五人中就有弟
弟趙光，揭開了死因真相，，經濟上得
到了撫恤。趙升突然收到公安機關的電
話：告之在律師大廈被詐騙的 7000 元
錢，除了被大廈揮霍之外，只能返回
2000 元，請來領款。 趙升滿臉喜色咬
牙切齒得說到：“2000 元我不要了，
多買些子彈打在馬鼎臣身上，以解民憤
。”他掛了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