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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债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刘宗慧

指导教师　　周维山

故事梗概

孔庆林和姐姐从小相依为命。姐姐孔秀珍为供养弟弟辍学在家种地。孔庆林学习十分

刻苦但却无缘大学。高考落榜后为帮姐姐分担重担去当卡车司机。

孔庆林工作十分卖力，导致睡眠不足，在一次出车返回途中发生车祸，对方当场毙命

。

经过与对方家属的反复协商，孔庆林最终将赔偿30万元。姐姐心疼弟弟，便同意嫁给

同村一直对自己有意思的智障，并筹到一笔彩礼钱。孔庆林为凑齐剩下的钱瞒着姐姐前往

卖肾据点，险些丧命。最终凑齐30万元之后，孔庆林竟意外地发现，当年自己落榜不是因

为自己成绩不够，而是被人动了手脚顶替自己上了大学，这个人就是车祸中死者的父亲。

孔庆林异常悲愤，决心讨回公道，却最终被自己的善良以及死者父母对孩子的伟大的

爱所感动，放弃将其告上法庭的念头。

Story Synopsis

Qinglin Kong and his sister were born in the countryside. His sister's 

name is Xiuzhen Kong. And their parents died when they were children. They 

are helpless, lived on each day.  To support brother, Xiuzhen dropped out of 

school and  farming  hard to make money for her brother go to school. 

Qinglin Kong studies very hard and the score is very good. But he 

wasn’t admitted to the university. 

In order to share the burden of family, he made a truck driver. He had 

worked for six or seven years until he was 27 years old . 

He worked very hard, leading to a lack of sleep. In a car accident, the 

other died on the spot. 

The deceased parents insisted on putting him to court.

After consultation mediation, Qinglin Kong will pay the dead parents 

300000 ￥in compensation.  He is too poor to pay so much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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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 is no money. His sister loves him. And his sister married with a 

weak-minded to get a high price.

But he didn't raise the money. Finally he chose to sell the kidney.

After rounding up than the high compensation, Qinglin Kong found, who 

was killed in a car accident is the substitute for him to go to college. 

He was very angry and he decided to bring the father of the deceased to 

court.

After intense ideological struggle, he was moved by the great parents' 

love.

剧本创意

在众多题材的影视剧中，大多数都是围绕都市生活、情感类或者是红色剧、青春爱情

。相对于这点而言，抛弃已经被大家讲烂了的友情爱情，而单纯的体现人性的宽容大度、

至善至美，这类题材的影视剧其实是少之又少的。所以开始构思这样一个题材的剧本。

在故事中，核心事件是在八九十年代经常发生的情况：冒名顶替上大学这样一个事件

，围绕这个事件把主人公陷入到两难的境地。

刚开始主人公处于被动状态，一步一步被紧紧相逼。故事发展到中期，当他经过各种

努力终于把钱凑齐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原来把他逼到现在这种境地的元凶竟然就是一

直紧紧把他逼到绝路上的人。这时候就是考验主人公的时候了。是冷酷无情以牙还牙的还

击，还是站在感性的角度审视那一对丧子的夫妻？

剧本大纲

出生在农村的孔庆林和姐姐孔秀珍的父母在他们很小的时候相继去世了。年纪尚小

的姐弟俩无依无靠，无人问津，过起了相依为命的生活。姐姐孔秀珍为了供养弟弟，自己

初中毕业后就没再接着上学，而是在家种地赚钱供弟弟继续求学。

孔庆林学习十分努力，成绩也一直很好，但高考的时候还是落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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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和姐姐分担养家的重担，孔庆林不顾姐姐让他复读一年的劝说，毅然找了一份长

途卡车运输司机的工作。到孔庆林二十七岁的那一年，开卡车的工作他也已经做了六七年

了。

孔庆林工作十分卖力，领导也挺喜欢他，但由于工作卖力，导致孔庆林的睡眠不足，

在一次长途出车中发生事故，对方司机当场毙命。

受害者的父母在得知儿子去世后，对孔庆林不依不饶，坚持要把他告上法庭。

孔庆林几次努力想要和解，都被无情的拒绝。就在孔庆林一筹莫展的时候，受害者的

父亲却忽然提出同意与孔庆林和解，方式就是孔庆林要赔偿人民币30万元。

这虽然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家境贫寒的孔庆林来说，无疑又陷入到了另一个困境中

。

孔庆林想了很多办法都凑不齐这笔钱。姐姐孔秀珍心疼弟弟，便同意嫁给镇上第一大

户的智障儿子，并理所当然的凑到一笔彩礼钱。

看着姐姐为了自己嫁给一个智障，孔庆林心如刀绞。反倒是姐姐孔秀珍不住的安慰开

导孔庆林。为了凑齐剩下的钱，孔庆林瞒着姐姐找到一个卖肾的据点。

终于凑齐这笔高昂的费用之后，孔庆林拖着刚刚做完手术的身体去给受害人父母送

钱的时候却发现，原来当年自己落榜不是因为成绩不够，而是被人顶替上了大学，而顶替

他的人就是在车祸中丧命的受害人。

孔庆林悲愤至极，不甘于自己正常的生活轨迹被别人打破，毅然决定将当时乱用职权

的受害人的父亲告上法庭，为自己和姐姐讨回公道。

在经历激烈的思想斗争之后，看着丧子的受害人父母，对于儿时父母的怀念之情使得

孔庆林在面对权益和人性的抉择上，最终还是人性的至真至善更胜一筹。孔庆林最终还是

放弃了把李父告上法庭的念头。

人物小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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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周围认识他的人都叫他林子。男，27岁。身高1米85，胖瘦匀称。长相一般，单

眼皮，高鼻梁，方正脸，皮肤略黑，典型的山东大汉的豪爽，给人一种正直的感觉。为人诚

实、厚道，做事勤恳，相信任何事情都得经过努力才能有收获。有责任感和正义感，是某公

司的卡车司机，工作时兢兢业业，从不马虎，也因此得到了公司领导的信任和重用。父母

在其很小的时候就相继因病去世了，只有他和姐姐孔秀珍相依为命。知道生活的艰辛，上

学时的孔庆林学习十分刻苦，学习成绩也一直很优秀，但最终还是与大学无缘。高考后为

了分担姐姐的压力，不顾姐姐让他再复读一年的劝说，主动出去找工作，担负起家庭的重

担。心思细腻，凡事都先为姐姐着想，但遇到自己的事情却常常不管不顾，经常将自己的

事情抛在脑后。通过相亲认识了女朋友孟丽，并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孔秀珍，女，30岁，是孔庆林的姐姐。因生活的重压，并无心思和精力打扮自己，穿衣

朴素干净整洁，即使没有过多的修饰，也能看出她的五官长相精致甜美。身高1米65，身材

瘦削。从小无父无母与弟弟孔庆林相依为命的生活造就了她不温不火的性格。温柔善良，

遇事求安稳，能忍，不惹事。经常抱有息事宁人的态度，没什么大的期望，只求和弟弟能安

安稳稳的过日子，踏踏实实的。父母去世后，长姐如母，又当爹又当妈的抚养弟弟长大，因

此对弟弟孔庆林疼爱有加。为供弟弟上学，初中毕业后就告别自己挚爱的学校，在家种地

、攒钱为弟弟交学费。适婚年龄一到，就有不少媒婆为她张罗对象，但由于家境问题，男方

条件都太差，再加上怕自己出嫁后无人照料弟弟，孔秀珍便多次回绝媒婆的好意。

李爸，李岩的爸爸，男，50岁。身高1米75，虽不胖，但却有挺出来的啤酒肚。是某市教

育局已退休的局长，年轻时是学校思想政治课的任课教师，后来转为教育局任局长一职。

安静、低调、严肃，多年的工作经验使他周身都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质。但有点急性子，遇

事有时会冲动，但慢慢的自己就会冷静下来。善于思考，为人正直，讲道理。爱穿西装，虽

然已经退休，但依然是以西装为主。爱看书，书房里收藏了许多书籍，经常在书房一待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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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天。三口之家，育有一子，取名李岩，对儿子虽疼爱有加，但也对儿子有严格的要求，

是家中最有威望的人。儿子大学毕业后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李爸也没有什么烦心的事，

因此退休后生活安逸，经常在房中练字看书。与妻子结婚28年，相敬如宾，尊重妻子。是下

属眼中的好领导，妻子眼中的好丈夫，儿子眼中的好爸爸。家境虽算不上太富，但也是中

等以上的生活水平，有车，有带院子的房子。

李妈，女，47岁。李岩的妈妈，李爸的妻子。身高1米60，虽年纪大但依然能看出精致

的五官。体态略显丰腴，穿衣打扮很讲究。年轻时也是知识分子，并有一份文员的工作。与

李爸是自由恋爱，结婚后怀有身孕，便辞职在家专职相夫教子，是个典型的家庭主妇。没

有什么社交圈子，把精力全部都放在家庭上面，对丈夫儿子照顾的周到体贴，特别是儿子

李岩，因为是独生子，把儿子视为自己的全部，一切都为儿子着想。李妈也是个急性子的

人，性格火爆，说话大嗓门，做事大大咧咧，容易冲动，不想后果。行事武断不理性，喜欢

大吵大闹，有时候会钻牛角尖，相信眼前看到的事。但也是讲道理之人，时间久了慢慢就

会看清事情的本质。作为退休教育局局长夫人，得到很多人的尊重。身体不好，有心脏病，

需要随时备着药。

剧本正文

1．高速公路上　日　外（冬）

一整条公路映在绿色的树林里，绵延不绝，像一条长蛇。

高速转动的卡车轮胎让人眼花缭乱。

卡车驾驶座上打哈欠的孔庆林显得有些疲倦。

隔着车窗玻璃看前面的路，时而追上一辆汽车，时而迎面开来一辆汽车，伴随着嗖嗖

的风声和汽车喇叭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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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速公路上　日　外

一辆飞速行驶的大众捷达。

李岩一只手握着方向盘，一只手握着手机讲电话。

李岩：爸，我一会就到……刚才去补办身份证的时候遇到了大学同学，就聚了聚…
…我知道，你放心吧啊，就这样，爸拜拜。

3．高速公路上　日　外

拐弯处，孔庆林熟练地挎了二档。

孔庆林又打了一个哈欠，他使劲揉了揉黑眼圈很重眼睛，却依旧难消困意。

李岩正低着头按手机。

卡车顺利拐了弯，孔庆林刚要拿起水杯喝水，却忽然看见了迎面而来的大众捷达。

他伸出去拿水杯的手赶紧缩回方向盘上，迅速扭动方向盘。

刚把手机放回口袋的李岩抬起头，看到前面巨大的卡车正迎面而来，脸上露出惊恐的

表情。他来不及做任何反应就已经撞了上去。

一声巨大的碰撞声。

4．派出所门口　日　外

派出所关着的电动铁门，门旁边挂着的木牌上写着：某某市派出所。

派出所电动铁门缓缓移动，露出一双穿着很脏的布鞋的脚。

孔庆林垂头丧气的走出来，身后跟着一名穿制服的警察。

警察：唉，回去吧。工作拼，是好事，但不能疲劳驾驶啊。

孔庆林无奈的搓了搓前额，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得憔悴不堪。

警察：行了，回去协调一下，最好你们两家都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商量解决的办法，
能自己解决就自己解决，最好别上法庭。

孔庆林：警官，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哪的人？

警察：具体还不清楚，身上没有证件，得等家属确认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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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派出所　日　内

李爸匆匆忙忙跑进屋里，看见办公桌旁边坐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赶紧走了过去。

李爸：（焦急）怎么回事？我刚才还跟我儿子打电话呢，刚才还好好的呢……
警察：您先别着急，这是一起普通的车祸事故，肇事者有点疲劳驾驶。

李爸握紧拳头。

李爸：（气愤）是谁？肇事者是谁？！我要让他偿命！

警察：您先冷静，您听我说，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你们双方尽量冷静下来采取民事

协调的方法解决。

李爸一拳头捶在了办公桌上，他瞪着眼睛，浑身开始哆嗦。

李爸：我要告他！让他做一辈子牢！他是谁？！
警察：他叫孔庆林，是孔家庄的。

李爸瞪着的眼睛忽然没了神，他惊讶的看着说话的警察。

李爸：（不敢相信的）你说什么？他叫什么？
警察：他叫孔庆林，是孔家庄的。

李爸惊讶的表情。

6．孔家院子　傍晚　外

四间平房和一个小院子静静的沐浴在夕阳的余晖里。村子里不时传来几声狗的叫声。

孔秀珍裹着洗的发白的蓝布棉袄，弯着腰往正在烧着的锅台里放柴火。烟囱里冒出的

烟使整个院子里的东西都模模糊糊的。

孔庆林推门进来，脸上掩饰不住的疲倦和沮丧。

孔秀珍：回来了，正好馒头快好了，鸡也炒好了，就等着你回来了，快洗洗，准备
吃饭。

孔庆林强打起精神看了看孔秀珍。

孔庆林：怎么还杀了鸡啊？

孔秀珍：你出一次车得那么多天，好不容易回来了，不得好好补补啊。再说了，现
在天那么冷，它们也下不了几个蛋，天天还得往里搭那么多粮食，不如杀了呢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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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不理会姐姐孔秀珍，径直走到屋门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眼睛望着地面发呆。

孔秀珍看了看孔庆林沮丧的样子，似乎意识到了什么。

孔秀珍：（走到孔庆林旁边）林子，咋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孔庆林：（使劲揉了揉眼睛，长出一口气）姐，我出事了……

西边天空的夕阳已经完全落下，村子里不少人家都已经开了灯，偶尔有狗叫的声音，

显得整个村子更静了。

7．李家　晚上　内

李妈面无表情的靠在沙发上，手里拿着李岩帅气的照片，不停地抚摸着。

李爸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坐在李妈旁边。

李爸：你别这样，难受就哭出来，别憋在心里。

李妈依旧面无表情的抚摸李岩的照片。

李爸一颗眼泪啪的滴落下来，他顾不上擦掉自己的泪水，双手扶住李妈的肩膀。

李爸：你别这样，别憋坏了，想哭就哭出来啊！

李妈毫无反应。

李爸急了，他猛地站起来，夺过来李妈手里拿着的李岩的照片。

李爸：（严厉的）行了！你醒醒吧！小岩已经死了！他已经死了，你别在这儿做梦了

！他已经死了！

李妈也猛地站起来，冲着李爸歇斯底里的叫。

李妈：（瞪着眼睛）没有！没有！我儿子没死！我儿子没死！他没死！

李妈的眼泪终于抑制不住的流出来，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汹涌。她抱住头坐在地上

不停地摇头。

李妈：小岩没死，我儿子好好地，他没死……

李爸心疼的看着李妈，蹲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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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爸：你别这样……

忽然李妈抬起头来，她瞪着李爸。

李妈：把人找出来，我要他偿命！我要让他死！

李爸：别这样，咱们，私了吧。

李妈腾地站起来，恶狠狠地喘着粗气。

李妈：不！我要把他找出来，我要让他偿命！

李妈说着浑身开始颤抖。

李爸赶紧扶住李妈。

李妈：我要为小岩讨回公道！

李爸：可是……唉！

8．孔家　晚上　内

孔庆林坐在桌子旁边不停地抽烟，烟圈升起来弥漫了整个屋子。

孔秀珍满脸愁容的坐在孔庆林的对面。

孔秀珍：人就这么死了？

孔庆林：嗯。

孔秀珍：（呼吸急促，紧张的）那咱怎么办？林子，你会坐牢吗？

孔庆林：他们说让咱两家自己协调，尽量不上法庭。

孔秀珍：那咱协调去，林子，你不能坐牢，你不能坐牢！

孔庆林：我知道，姐，你放心，我会解决的。

孔庆林把烟蒂扔在地上，用脚狠狠地捻了捻，走出了家门，走进了一片黑暗中。

孔秀珍：（着急的）你去哪？

门外黑黑的夜，没有人回答。

9．孔家门口　清晨　外 

空气中结了一层厚厚的雾，还没亮透的天更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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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孔家　清晨　内

孔秀珍裹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安静的坐在床前，并不时发出几声叹息。

孔庆林坐在炉子前，眯着眼睛看着炉子上的水壶喷出的蒸汽发呆。手里夹着的烟已经

快烧到了烟蒂。

孔秀珍：明天你去把小孟接来，她快是咱家的人了，这事得跟她商量商量。

孔庆林猛吸一口烟，没说话。

孔秀珍：林子，要是赔钱的话，得多少呢？

孔庆林把烟蒂在地上捻灭。

孔庆林：姐，你别操那么多心了。

孔秀珍：（急）这是什么话，你叫我怎么不操心？爸妈死得早，家里就咱俩，我不操

你的心，你还能指望谁啊？（小声呜咽）

忽然门外一阵骚动，狗叫声、鸡叫声混在一起，还有人的叫骂声。

孔庆林和孔秀珍你望望我我看看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11．孔家门外　清晨　外

孔家门口聚集了许多人。大家都围着几个穿着非凡的人。在他们身后，停着一辆面包

车。

李妈站在人群中间，双眼红肿。

李爸站在李妈旁边，神色焦急。

李爸：（小声的）咱回去吧。

李妈不理睬李爸，往前走了两步。

李妈：我就不信了，你能当一辈子缩头乌龟？我儿子的命没了，你还能安生的睡觉

？你给我出来，你个王八蛋！你还我儿子的命！

李爸站在旁边沉默不语，他的手紧紧地攥成了一个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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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妈：（推李爸）你说句话啊倒是，你儿子的命就这么没了，你怎么不骂他们啊？你

骂啊，你骂啊！
李爸：（甩胳膊）行了！小岩已经死了！别再让别人看笑话了行嘛！

李妈：什么？看笑话？什么看笑话？现在是你儿子死了，你唯一的一个孩子死了，

你还管得了那么多？

围观的群众开始窃窃私语。

孔家紧关着的门打开了，孔庆林走了出来，姐姐孔秀珍跟在他的身后。

李妈停止了哭泣，围观群众的窃窃私语也停了下来。

孔庆林看了看门外站着的一群人，最后把目光停在了李爸和李妈的身上。

孔庆林走到李爸和李妈的面前，然后深深的鞠了一躬。

孔庆林：阿姨，叔叔，对不起！

李妈看着这个身材高大却深深弯着腰的和自己的儿子年龄相仿的小伙子，她咬咬牙，

忽然扑了上去，在孔庆林的头上身上拳打脚踢。

李妈：你这个王八蛋！你以为一句对不起就能换回我儿子的命吗？那是我儿子，我

儿子！

李爸站在人群中，看着李妈猛打跟前的这个年轻人。他站在原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抬

起手擦了擦眼角的泪水。

孔秀珍看着弟弟孔庆林被人猛打，赶紧跑上前把孔庆林拉了回来，并赶紧站在了孔庆

林的前面。

孔秀珍：阿姨，我们能理解您现在的心情，发生了这种事，这是谁都不愿意看到的
。况且，在这件事中，我弟弟也是一个受害者啊。事情既然已经发生了，咱就应该心平
气和的坐下来谈谈，想想解决的办法，不是吗？

李妈：（瞪眼）我呸！你家里死了人你心平气和一个给我看看！你儿子死了你心平气

和给我看看！别他妈站着说话不腰疼！
孔秀珍吓得往后退了一步。

孔庆林听到这句话，立刻攥紧了拳头。

孔庆林：（指着李妈）你说话别这么难听！

孔秀珍赶紧给孔庆林使眼色，并用力抓一下孔庆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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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观群众甲：林子，你别说话，让他们撒撒气得了，你忍忍。

围观群众乙：就是就是，谁遇这事心里都不好受，忍忍吧。

李妈：（瞪大眼睛）你对我狂什么狂？啊？（歇斯底里的大喊）我现在连吃你的心都有

！你们一家人都不得好死！

孔庆林：（努力抑制自己的愤怒，手握成一个拳头，大声的）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那

你们想怎么办？

李妈停止了哭泣。

所有的人的目光都移向了孔庆林。

李妈：（忽然大叫）我想让你偿命！你还我儿子！

12．李家　日　内

屋子里陈设着有着西式风格的家具，窗帘没有拉开，屋子里很暗，只有一片刺眼的光

从两扇门的玻璃上投射过来，安静的躺在地板上。

李妈头发凌乱的坐在沙发上，她深情的望着手中儿子的照片，不停地抚摸。她的眼睛

通红，眼泪就像蓄水池里蓄满了的水一样不停地涌出来。

13．李家门口　日　外

孔庆林神色疲惫的来到李家门口，他朝紧关着的大铁门内张望了一下，然后紧紧的攥

了攥拳头，推开了李家关着的大门。

孔庆林：（边推边喊声音中透出一种苍凉）阿姨，叔叔，你们在家吗？ 

14．李家院子　日　外

李妈猛地冲了出来，她瞪着那双血红的眼睛，呼吸急促的指着孔庆林。

李妈：你这个挨千刀的，你不得好死！你们一家都不得好死！你还我儿子的命！你

还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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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看着面前有些情绪失控的李妈，开始辩解。

孔庆林：阿姨，您先听我说……

李妈歇斯底里的叫骂，声音不因孔庆林祈求的话语有丝毫的减弱。

孔庆林：阿姨，您先别这样……

李妈依旧响彻的叫骂声。

15．李家门口　日　外

一辆轿车停在李家门口，李爸焦急的下车，然后就是一声响亮的关车门声。

16．李家院子　日　外

李爸走进院子，看了看院子里眼睛红肿情绪有些失控的李妈，又看了看孔庆林，叹了

口气，然后走到李妈旁边。

李爸：（无奈的对孔庆林）你来干什么？你快走。

李妈：（脸色惨白，指着孔庆林）你不得好死！你出门就被车撞死……

孔庆林看着院子中的两个人，扑通一声跪在了石灰地面上。

李妈已经停止了叫骂，却换成嚎啕大哭。

李爸背对着孔庆林，眼睛紧紧地闭着。

孔庆林：我知道，我欠你们的是一条命，我这辈子都还不清。但是我得赎罪，不管

这件事情最后怎么解决，我都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李爸依旧背对着孔庆林，他深吸一口气，声音有些缓和。

李爸：你起来。

孔庆林有些迟疑，然后缓缓地站起来。

李爸：你回去吧。

孔庆林：叔叔，我知道现在不合适，可事情得有个解决的办法，你看咱们要不要坐

下来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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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爸无奈的叹一口气。

李爸：你先回去。

李妈满脸泪水，她瞪着孔庆林，跺着脚。

李妈：没什么好谈的！你就等着偿命吧！

孔庆林看了看正背对着自己的李爸和气的浑身发抖的李妈，默默地走出李家。

李妈转身走进屋里。

李爸一个人站在李家院子里，他紧皱着眉头。

李爸：造孽啊！

17．李家　晚上　内

李爸披着一件外套从书房里出来。

李妈头发凌乱的坐在沙发上。

李爸坐在李妈对面的沙发上。

李爸：你吃药了吗？别忘了吃。

李爸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小瓶药，帮李妈倒了一杯水。

李妈接过李爸递过来的药和水。

李爸：（试探性的）我说，小岩那个事儿咱还是……

李爸还没说完，就被李妈打断了。

李妈：法院怎么说？需不需要找律师？

李爸：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这事儿咱能不能私了？

李妈刚喝下去一口水，听到李爸说这句话，气的把杯子猛地摔在了地上。

咔嚓一声杯子碎掉的声音。

地板上一滩碎玻璃和水。

李妈急促的呼吸，指着李爸。

李妈：你说什么？私了？凭什么？凭什么！小岩就这么死了？啊？就这么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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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爸一时不知所措。

李爸：你先听我说，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李妈：简单？老李你这说什么呢？什么叫我想得简单？（眼泪顷刻而下）小岩都死了

，死的是小岩！我怎么简单？我想的怎么就简单了？
李爸：你先别激动，我是说孔家，他们，他们不是你想的那么……

李妈：他们不简单是吧？我呸！杀人凶手！有什么不简单的？你去告诉他们，我不

管他们什么来头，就是黑帮老大，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大魔头，我也得让他给我偿命！就
算搭上我这把老骨头，我他妈也要替小岩讨回公道！

李妈的呼吸更加急促，脸色苍白。

李爸看见李妈的脸色，赶紧扶住李妈，帮李妈拍背。

李爸：你别激动，别生气，都听你的。

18．孔家　夜　内

孔秀珍一个人坐在凳子上，眼睛不停地看挂在墙上的钟表，八点五十五分。

门外传来当当当的敲门声，孔秀珍犹豫了一下，打开了屋门，站在门口。

孔秀珍：谁呀？

门外（画外音）：秀珍啊，是我，胖婶儿。

19．孔家　夜　内

屋子里很安静，炉子上一壶快要烧开的水发出嘶嘶的声响。

胖婶儿坐在炉子旁的凳子上，笑嘻嘻的看着坐在对面的孔秀珍。

胖婶儿：秀珍呐，你看你也都老大不小的了，是时候嫁人了。

孔秀珍：胖婶儿，您什么意思？

胖婶儿：你看，以前呢我给你说的那些婆家你都不愿意，你是不是已经有心上人了

？
孔秀珍有些莫名其妙。

孔秀珍：胖婶儿，您有事儿说事儿。

胖婶儿：（咳一声）秀珍，我就直说了哈，我呢今晚来，是咱村王二憨拜托的。

孔秀珍惊讶的抬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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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婶儿：你看你呢也老大不小了，这王二憨啊早就看上你了，我觉得你要是嫁给了

他，那你可就享了福了。

孔秀珍：（气愤的）他？那个傻子？

胖婶儿：你别看他是个傻子，他家里就是有钱，你没看他家那三层小洋房盖的，那

就是别墅呐！你嫁过去一点亏吃不着。再说他也不傻，他要是真傻的话，哪还知道娶媳
妇啊，你说是不是？（哈哈大笑起来）
孔秀珍：他还不傻？他不傻的话他能不管有人没人就在大街上大小便？谁爱嫁他谁

嫁，反正我不嫁！

胖婶儿：我说你这丫头！你看看你家这环境，没爹没娘的这日子都过成什么样了。

你这转眼就三十了，为了照顾你弟弟你都拖成老姑娘了，可不能再拖下去了啊！这王二
憨傻是傻点，可你说，不傻能当饭吃么？你想想，他家那么多钱，你能嫁给他那可是你
上辈子积了福了。你自己找的话又能找个什么样的？他们家可是咱镇上的大户啊！再说
了，你看你弟弟现在出的这档子事儿，这十村八店儿的没有不知道的了，谁还敢娶你啊
？谁要是还敢娶你那他就是真傻了……

孔庆林忽然推开门进来，脸色铁青的站在门边，瞪着胖婶儿。

孔庆林：谁他妈说我姐嫁不出去？！

胖婶儿：哦，林子回来了。你看我不是说秀珍嫁不出去，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

这王二憨他条件也不错，你们别想不开看不透的，再错过了。

孔庆林：他条件好，那你嫁去，别打我姐的主意！

胖婶儿：哎，我这可是一番好意啊。（小声嘟囔）都这年龄了还不嫁人，都成老姑娘

了，就你们家这条件，嫁给王二憨都算高攀了，还挑挑拣拣的。

孔庆林：（握紧拳头）你他妈再说一遍！

孔秀珍拉住孔庆林的胳膊。

孔秀珍：你快走！告诉王二憨，我孔秀珍就算一辈子嫁不出去也不嫁给他！

胖婶儿急急忙忙的跑了出去。

孔庆林看着胖婶儿跑出了门，垂头丧气的坐在炉子旁，伸出冻得发紫的手在炉子上取

暖。

屋子里又安静了下来，只能听到炉子上水壶发出的嘶嘶的声响。

两个人分别坐在炉子的左右两边，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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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秀珍先打破沉默。

孔秀珍：林子，你刚才去李家，怎么样了？

孔庆林挠了挠头，只是出神的望着水壶底下活跃跳动的火苗，没有说话。

孔秀珍看着弟弟孔庆林疲倦的样子，张了张嘴，却最终没能问出心里想问的问题。

屋子里又陷入了安静的状态，依旧是只能听到炉子上那壶快要烧开的水发出的嘶嘶

的声响。

彼此又沉默了一会儿，孔庆林平静的像一潭水的声音响了起来。

孔庆林：以后，姐，要是有事儿的时候别总爱挡在前面。

孔庆林伸手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盒烟，熟练的抽出一根，把烟头伸进水壶底下蹿出

的火苗里，烟头迅速闪耀着一点星光。

孔庆林：该疼自己的时候就疼自己。物色一下，找个人嫁了吧。

孔秀珍一直皱着眉头听着孔庆林平静的交待，终于她发出了疑问。

孔秀珍：你说这些干什么？

孔庆林丝毫不顾姐姐孔秀珍的追问，依旧自顾自的说着。

孔庆林：家里又没什么男人，你要是不快找个人，以后日子会更苦。

孔秀珍：（着急的）林子，到底怎么了？是不是李家人说什么了？

孔庆林吐出一个烟圈，依旧那么平静。

孔庆林：没什么。

孔秀珍：（呵斥）快说！

孔庆林被姐姐孔秀珍的呵斥声吓了一跳，他搓了搓手掌，把嘴里含着的烟拿下来扔进

水壶底下的火苗里，烟头瞬间被火苗吞噬。

孔庆林故作轻松的咳了一声。

孔庆林：姐，真的没什么。

孔秀珍的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就像掉进河里的人连最后一根稻草也被水冲走了一

样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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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秀珍：（绝望的）他们是不是要告你？

孔庆林呆呆的看着炉子里窜出来的火苗，没有说话。

孔秀珍：不能坐牢，无论如何都不能！咱老孔家不能有人坐牢！
孔秀珍的眼泪从眼角溢出。

忽然一阵急促的拍门声，砰砰砰的，打破了孔家一晚上的宁静。

孔庆林忙跑出去打开大门。

空荡荡的屋子里只有孔秀珍在默默地擦眼泪，还是那一壶还没有烧开的水发出嘶嘶

的响声，比之前的声音更大了一些。

紧跟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声音越来越清晰。

先走进屋子的是一个大约50岁的男人，铁青着脸。紧接着是一个与之前的男人年龄相

仿身材却有些发福的女人，脸色比之前的男人更难看。最后进来的是孔庆林和一个二十五

六岁的女人。女人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衣角，头一直低着，低垂下来的头发盖住了她一半

的脸。孔庆林忙把屋子里的凳子椅子都拿到这几个人旁边，嘴里还不停地让着。

孔庆林：孟叔，坐；孟姨，坐；来，小丽，坐。

最后和孔庆林一起进来的女人终于抬起了头，但在看见孔庆林的眼神的那一刹那又

迅速低了下去，手指依然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衣角。

孔秀珍迅速站起来，看到眼前几个脸色铁青的人，立即意识到了什么。

孔秀珍：哎呦，孟叔孟姨来了，快坐下，天怪冷的，坐这儿取取暖。小孟，快招呼
你爸妈坐啊。

孟妈咳了一声，清了清嗓子，却依旧铁青着脸。

孟妈：不了他姐。我们就来说个事儿，说完我们就走。

孟妈说完冲着孟丽狠狠地递了一个眼色。

孟丽看见自己的妈妈递的那个眼神，往前走了两步，头却一直低着。终于她开口说话

了，声音却小得出奇。

孟丽：林子，那个，嗯，我看……你……

炉子上的水壶响声更大了，壶嘴冒出一串白色的水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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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爸：你这孩子，什么我看你看的，直接说不就完了！声音小的跟个苍蝇似的，没
吃饭啊！

孔秀珍和孔庆林一直站在孟家三口的对面，眼神里充满了疑问。

孟丽：（猛地抬起头，看着孔庆林用比刚才大好几倍的声音说）林子，你看咱俩一没领

结婚证，二没办订婚宴，咱们两家的关系，其实也就是明面上的摆设。你现在又摊上了
这么一档子事儿，我们没必要跟你一起下水。

炉子上的水壶已经沸腾了，壶盖不停地上下浮动，碰撞时发出清楚地铝的碰撞声。之

前的嘶嘶声已经变成了扑通扑通的水的翻滚声。白色的蒸汽已经不单单从水壶嘴里冒出，

壶盖的四周也冒出团团白雾，弥漫了炉子的四周。

孔庆林已经明白了孟家的意思，他站在一边长长的舒了一口气，然后神色淡然的笑了

。

孔秀珍却没有孔庆林那么淡定。她赶紧走上前去拉住孟丽的手。

孔秀珍：小孟啊，你这是在说些什么呐？什么下不下水的，咱不都是一家人嘛。前
些日子你们不是还在商量结婚的事儿吗？林子的事儿咱想办法解决了就行了，以后不会
再发生了，你们俩好好过日子就行了。小孟啊，可不许再说胡话了哈。

孔秀珍的话音刚落，孟妈就冷笑两声，对刚才孔秀珍的话表示极度的不满。

孟妈：我说他姐啊，怎么解决啊？林子现在是害了人命了，得怎么解决？就算不坐

牢恐怕也得赔上个二三十万的吧。这还没结婚呢，就欠了一屁股的债了，以后日子怎么
过？我可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闺女受罪啊！
孟爸：行了，我们今天是来给你们通知的，不是找你们商量的。你们知道了就行了

，我们走了。（转身往门外走）走了小丽，走走走……

炉子上的水壶依旧在火苗的催促下发出阵阵响声，伴随着白色的蒸汽，似乎是绝望的

哀号。

20．饭店　日　内

李爸心事重重的坐在靠着窗户的桌子旁边，因为还没到饭点，饭店里人很少。

窗外下起了雪，雪花零零散散的飘落下来。

孔庆林走进来，李爸冲孔庆林招了招手，孔庆林朝着李爸的方向走来。

李爸：你阿姨她情绪一直不好，你别太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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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叔，你别这样说。

窗外的雪花不停的飘落。

 21．孔家　夜　内

孔庆林满身是雪的推开屋子的门，走进来。

孔秀珍连忙站起来帮孔庆林拍打身上的雪花。

孔秀珍：去哪了，现在才回来。

孔庆林：他们同意私了了。

孔秀珍正拍打雪花的手忽然停住，抬起头看着孔庆林。

孔秀珍：真的？

孔庆林长出一口气。

孔庆林：可是得赔他们钱。

孔秀珍：只要不告就行，钱，咱再想办法。

22．李家　日　内

李妈和李爸坐在沙发上，李妈眼睛红肿。

李妈：起诉的事怎么样了？法庭的人怎么说？他能判几年？

李爸正在倒水的手停住了，他慢慢放下水壶。

李爸：（咳嗽一声）那个，去了，他们说还得等开庭才能决定判多长时间。

李妈：（擦眼角的泪水）活生生一个人就这么没了！就算活剥了那个王八蛋也不为过

！要不是他疲劳驾驶，小岩现在还好好的呢！

李爸：（试探性的）其实，与其真的上法庭让他去坐牢，还不如让他赔钱呢。单就惩

罚他这个理，坐牢的话也就判个七八年最多十年，要是赔钱的话，他家情况啥样咱那天
也见了，咱随便要点钱就够他还受的了。你想想是不是，让他赔钱他的日子也好过不到
哪去。

李妈：（猛地站起来）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拿儿子的命换钱是不是！李刚啊李刚，

我到现在才看清楚你！你真是个混蛋！儿子都死了，你就只想着钱，你还有一点儿人情
味儿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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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爸：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那孔家……

李妈：（气愤的大吼）你就向着他们家！他们家给你什么好处？啊？我不管什么三七

二十一，李刚，我告诉你，就算天塌下来，我都得告他们！
李爸：你把我说成什么了！小岩不是我儿子啊？

李妈捂着心脏急促的呼吸。

李妈：（大声的）我不管，小岩是我儿子，我不会让他就这么白白的就没了！

23．孔家　日　内

孔秀珍一边把水壶里的水倒进暖瓶里，一边听孔庆林说话。

孔庆林：姐，我把咱这房子卖了。

孔秀珍装满了一壶，把水壶放在地上，看着孔庆林。

孔秀珍：什么时候的事？

孔庆林：刚才，卖给我以前的哥们了。

孔秀珍：卖了咱去哪住？

孔庆林：他是我以前挺好的哥们，说好了再让咱住几个月。

孔秀珍：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孔庆林看着脚下的门槛不说话。

孔秀珍：这几间平房，是咱爸妈留给咱们唯一的东西。

孔秀珍眼框里噙满了泪水。

孔秀珍：卖了多少钱？

孔庆林：三万。我一会儿去趟县城，再跟几个哥们借借凑凑。

孔秀珍：李家那三十万什么时候要？

孔庆林：个把月吧。

24．孔家门口　夜　外

孔庆林站在漆黑的夜里往家的方向走。

夜很黑，他模模糊糊看到了家的轮廓。

家里没有亮光，漆黑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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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加快了步伐。

来到了家门口，孔庆林看了看大门上上着铁锈的锁，坐在了门口的石头上，怀里紧紧

抱着一个布包。

不一会儿，孔庆林听见不远处有脚步声，还有女人说话的声音，但他听不清楚在说些

什么。他调整了一下坐姿，往手上哈了几口气，搓了搓快被冻僵的手。

脚步声渐渐地近了，他也听见了女人的对话，其中一个是姐姐孔秀珍。

孔秀珍（画外音）：那二十万明天就得要，别拖拉。

胖婶儿（画外音）：（大声的笑）哎呦，秀珍呐，你还不信胖婶儿啊。你放心，他们老

王家说话算数，再说了，还有我胖婶儿在呢，钱跑不了！（哈哈的笑）
孔秀珍（画外音）：别定亲了，直接结婚就行。我不在乎什么订婚流程，但是结婚得

尽快。

胖婶儿（画外音）：你看你看，那天还说不急呢，现在倒急上了。不过也是，到底是

老大不小了，哪能不急呢，是不是？
孔秀珍（画外音）：胖婶儿，我这是跟你说正事儿，你别不当回事儿。

胖婶儿（画外音）：我知道，不就是你弟弟那事儿嘛，我明儿就去催着，让你们快点

完婚。
孔秀珍（画外音）：还有钱。

胖婶儿（画外音）：知道了知道了，到底是花钱买的。你看人家老王家人多好，还没

过门呢就答应你这20万的彩礼钱，20万呐，啧啧啧，你嫁过去可别生什么事，好好给他
们老王家生个大胖小子。行了我走了。

孔庆林坐在石头上，姿势都僵硬了也没动一下，只是他浑身在哆嗦。

天太黑，孔秀珍没看见坐在石头上的孔庆林，直接开了锁，进了屋。

25．孔家　夜　　内

孔秀珍打开屋里的灯，疲倦的坐在凳子上。

孔庆林面无表情的推开门，走到桌子前，把手里的布袋放到桌子上，然后转过身看着

孔秀珍，像小孩似的哀求。

孔庆林：姐，你不能嫁给王二憨，不能啊……

孔秀珍：（惊讶的）你怎么知道的？



22

孔庆林：姐，你嫁给他这一辈子就毁了！别嫁，别为了我嫁给他！

孔秀珍鼻子一酸，眼泪啪嗒啪嗒的掉了下来，她转过脸去不让孔庆林看见自己的眼泪

。

孔庆林：不就是钱吗？我去筹就行了，姐你不用操心，我去筹！

孔庆林跟个孩子似的哭起来。

孔秀珍偷偷擦干眼泪，回过头来，抱着自己的弟弟，拍着他的背。

孔秀珍：（故作轻松的）行了行了，怎么还跟没长大似的。我嫁给他有什么不好？他

家里那么有钱，我嫁过去就再也不用下地干活了，平时还能吃好的喝好的，这么便宜的
事儿哪找去？你说是不？呵呵，就算没有你这个事儿我也早就考虑过他。其实他不傻，
真的，挺好的一个人儿，对我挺好的也。你别想那么多，哪有那么多事儿啊，是不是？

26．李家　日　内

孔庆林把一个装的鼓鼓的布袋放在沙发上。

孔庆林：这是二十万，剩下的我再想办法。

李妈坐在沙发上呼吸有些急促，脸色有点发白。

孔庆林没有注意到李妈的情况。

孔庆林：不会少了你们的，我一定会尽快凑齐剩下的那十万。

李妈的呼吸更加急促，她捂着自己的左胸。

李妈：你什么意思？什么二十万十万的？

孔庆林纳闷的抬起头。

孔庆林：就是赔你们的那三十万块钱，我现在只能凑到二十万，剩下的，我会尽快

……

李妈：放屁！（指着门口）你给我滚！我不要你的臭钱！我们李家不缺你这点钱！你

给我滚！滚！

孔庆林呆呆的望着李妈，不知所措。

李妈脸上开始冒冷汗，脸色惨白的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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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忽然反应过来。

孔庆林：阿姨你怎么了？什么？

李妈：抽屉里……有药……小……小瓶……子……

孔庆林迅速拉开抽屉，在里面乱翻，终于找到一个小瓶子。

孔庆林：是这个吗？

李妈不停地抽搐，她的手紧紧地捂着胸口。她看了看孔庆林手中的药瓶，不停地点头

。

孔庆林晃了两下药瓶，却没听见声响，他连忙打开瓶盖，里面是空的。他把药瓶扔掉，

背起李妈。

孔庆林：里面没药了，我送你去医院。

27．医院病房　日　内

 

李妈躺在雪白的病床上，手上打着点滴，一根塑料胶管通向鼻子。

李妈安静的躺着，脸色白的像张纸，呼吸微弱。

孔庆林帮李妈掖了掖被角，然后轻轻地关上了病房的门。

28．医生办公室　日　内

孔庆林：大夫，她怎么样啊？

医生：真搞不懂你们这些做子女的！你们到底关不关心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啊？你
知不知道这样有多危险啊！心脏病患者，身边是离不开药的。你为什么不提前检查一下
你妈妈的药还有多少啊？你知不知道刚才再晚一会儿，你就有可能再也见不到你妈妈了
！

孔庆林不停地搓着手掌，不停地点着头。

29．医院花园　日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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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花园里许多长椅都空着，人很稀少，只有来来往往的病人家属从正坐在一张长椅

上发呆的孔庆林身边经过。

孔庆林坐在长椅上，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

不远处一对母子缓缓走来。

孔庆林看着他们，听着他们的对话。

儿子：妈，你以后不准不听医生的话乱吃东西了。

母亲：（幸福的笑）知道啦，臭小子！

孔庆林看着他们幸福的从自己身边走过去，然后他站起来，像是忽然想到什么似的跑

进了住院部的楼里。

30．医院走廊　日　内

李爸从病房里出来，关上门，看见坐在病房门口的孔庆林。

孔庆林：叔叔，那钱的事儿……

李爸：你别在意，你阿姨她还是转不过来。毕竟我们只有小岩这一个儿子。我们都
不容易，就一个孩子，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他的身上。你阿姨更是，她把小岩看做自己
的生命。唉！

孔庆林入神的听着。

孔庆林：我明白，天下父母都一样。

李爸：你阿姨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你就权当让她发泄发泄。

孔庆林不住的点头。

31．孔家　夜　内

孔秀珍把衣橱里孔庆林的衣服全部拿到床上，然后一件一件帮孔庆林叠好，抚平衣服

上的折皱，然后按照上衣、裤子、春夏秋冬分类。

孔庆林走进屋，不可思议的看着床上乱七八糟的没叠的衣服。

孔庆林：姐，你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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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秀珍：你看你，这些衣服都乱成什么样了。以后啊这些衣服都叠好，不同季节的
别堆在一块儿，找都不好找。自己不学着点，你还指望我一辈子都给你叠衣服啊。

孔庆林伤感的低下头，不说话。

孔秀珍忙碌的手停下来，看着孔庆林低下去的头，忽然想起什么。

孔秀珍：林子，来，你看。

孔秀珍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对耳环递给孔庆林。

孔秀珍：今天王家人送来的，好看吧？你看，他们对我多好啊，我嫁过去肯定很享
福，天天大鱼大肉的，吃成胖婶儿那样，呵呵。你也别想那么多了。再说了，就在一个
村里，还能天天见到，多好啊，是不是？

孔庆林低着头看着耳环，还是不说话。

孔秀珍：对了，钱送给李家了吗？

孔庆林：嗯。

孔秀珍：那就行。

继续叠衣服。

孔秀珍：对了，林子，咱这房子，别卖了，跟你哥们说说，再要回来，行吗？剩下
的钱，咱再想想办法，怎么说，这也是咱爸妈留给咱的。

孔庆林的眼睛湿润了，他紧紧地把耳环攥在手心里，不停地点头。

32．医院病房　日　内

李妈在病床上熟睡，点滴瓶里的点滴有规律的一滴一滴的流到针管里。

孔庆林从病房外面透过房门上的玻璃往里面看。在确定李妈正在睡觉之后，他轻轻的

打开了房门，慢慢的走进病房，手里拎着一大袋水果和一个保温壶。

孔庆林把东西放在旁边的桌子上后，轻轻地给李妈掖了掖被角，然后坐了下来。他看

见桌子边上一个用完还没刷的饭盒。

刚坐下的他忽然又站起来，拿起饭盒走了出去。

一会儿，孔庆林又轻手轻脚的走了进来，把已经刷干净的还湿漉漉的饭盒放在桌子上

，又一次帮李妈掖了掖被角，然后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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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孔家　日　内

屋外吵闹的唢呐声，锣鼓声，还有大人小孩的笑声、闹声。

孔庆林坐在屋里，看着屋里简单的贴着的红喜字，他咬紧了牙，攥紧了拳头。

屋外的吵闹声渐渐地远了，屋子里整个院子里都又恢复到往日的平静。

孔庆林坐在冷清的屋子里，看着那些大红的喜字，他握紧的拳头狠狠地砸在了桌子上

。

34．医院门口　日　外

孔庆林把打包好的东西放进李家的车里，然后把李妈扶上车，自己也上了车。

李爸发动车。

一辆小轿车开进了来往的车流里。

35．李家　日　内

李爸扶着李妈进了卧室。

孔庆林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李爸从卧室出来，坐在沙发上。

孔庆林：李叔叔，这些天我想了很多。

李爸叹一声气，没说话。

孔庆林：我知道失去自己至亲的感觉。我爸妈都去世了，我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

。叔叔，这些天跟您和阿姨在一块，我忽然觉得就好像我爸妈又回来了，我又可以孝敬
我爸妈了。虽然阿姨还不能原谅我，可你们给我的感觉就是父母的感觉……你们以后有
什么事就找我吧，您就把我当成你的儿子，小岩他做不到的，我都会替他做，替他孝敬
您二老。

李爸：（脸色很难看）你说什么？

孔庆林：以后您就把我当成您儿子，我会替小岩尽孝道……

李爸：（怒斥）你放屁！



27

李妈闻声连忙从卧室出来。

李爸：（指着孔庆林）你凭什么当我的儿子？啊？你是谁啊？我儿子是死在你手上的

！替我儿子尽孝道，你不配！

李妈：（对李爸）你说什么？他要替咱儿子尽孝道？（气愤的，对孔庆林）你想的美！你

算什么东西！你凭什么跟我们小岩比？

孔庆林：你们别激动，我的意思是以后我会向你们赎罪的，我做牛做马都会向你们

赎罪……
李爸：你别以为我不告你了，你就可以得寸进尺了！你快走，马上给我走！

孔庆林有些沮丧的离开。

李爸眼里蓄满了泪水。

李妈不停地擦眼泪。

李妈：李刚，你说说吧，到底是为什么你非得不让我告他们。

李爸抹掉眼泪。

李爸：没什么，你快歇着去，别想这些事儿了。

李爸说完朝屋外走去。

李妈气的坐在沙发上，眼泪夺眶而出。

36．孔家　夜　内

孔庆林失魂落魄的坐在炉子旁。

炉子上的水壶呼呼地冒着白气。

门开了，孔庆林慢慢的抬起头，是姐姐孔秀珍。

孔秀珍：吃饭了吗？

孔庆林一直低着头，听到姐姐的话，他抬起头来。

孔庆林：嗯。

孔秀珍：你又去李家了吗？

孔庆林：（皱着眉头）嗯。

孔庆林一直皱着眉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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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秀珍：林子你怎么了？

孔庆林：（抬起头）姐，我现在好难受！

孔秀珍抬起头，看见孔庆林满是泪水的眼睛，心疼的流出了眼泪。

孔秀珍：林子，别想那么多了，咱快点凑齐剩下的钱，快点还给他们，咱好好的过
日子，不想这些事儿了。

孔庆林：姐，我就是想咱爸妈了。

孔秀珍看着孔庆林，勉强的笑了。

孔秀珍：想爸妈了，行，咱明天包些饺子，咱一块儿去看看他们。

孔秀珍低下头去拿布包。

孔秀珍：林子，看，王家又给我三万，让我拿回来给你还债的。

孔庆林又流出了眼泪。

孔庆林：姐，他们对你好吗？

孔秀珍：嗯，他们对我很好，他们都很好。林子，姐现在过上好日子了，你也赶快
解决完这件事，赶快过上安稳日子。

37．孔家庄　日　外

孔庆林锁上家门，沿着门口的小路往西边走去，背后有刚升起的太阳照射下来的阳光

，影子就投在前方的小路上。

孔庆林走着走着，忽然停下了脚步，他看了看旁边的一堵破墙，有阳光照着，显得明

晃晃的，异常温暖。

他的眼前渐渐的浮现出父亲靠着这堵墙晒太阳时慈祥的笑容。

孔庆林走到破墙边上，转过身靠着墙蹲了下来，像他父亲曾经一样把手插进袖管里，

看着对面天空上刚刚升起的那一轮投射着刺眼阳光的太阳，眼睛里慢慢的噙满了泪水，却

怎么也流不出来。

远处走来两个牵着手的小孩，小孩的对话清晰地传入孔庆林的耳朵。

小孩甲：哥，昨晚我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电视演到哪了你给我讲讲。
小孩乙：祥子去卖肾了。
小孩甲：卖肾干什么？
小孩乙：换钱救他娘呗。
小孩甲：哦。（忽然）哥，肾很值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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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乙：不知道，反正能救他娘的命。
……

小孩从远处走来，然后经过孔庆林的身边，又一直走到远处去。

孔庆林看着两个小孩走去的背影，忽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站了起来，然后快步朝着那

条小路向村外的方向走去。

38．医院前台　日　内

孔庆林站在咨询台旁边和前台的护士交谈着什么，因为焦急，孔庆林的声音越来越大

，引得周围来来往往的病人、护士纷纷侧目。

孔庆林：护士小姐，我不要很多钱，就10万就行，你帮我跟你们领导好好说说行吗

？

护士：先生，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们这里是正规医院，我们不做这种交易

的，卖肾这是属于违法的事情。

孔庆林：（因着急声音变大）是我自愿的，你就帮帮忙行吗？我身体很健康，什么病

都没得过……

护士：先生，先生，你先别激动。我再跟你说清楚一点吧，我们是正规的医院，你可

以捐赠身体器官，但我们这里是不做交易的……

周围的人都边走边往孔庆林这边张望。

孔庆林：（沮丧的搓搓额头，叹一口气）不好意思，真的不好意思，我刚才情绪有点…

…

护士：没事没事，先生你现在好点了吗？

孔庆林点点头开始朝大门的方向挪动步子。走出两三步忽然又转过身回到咨询台。

孔庆林：护士小姐，你知道哪里可以允许卖肾吗？

护士看着孔庆林为难的笑笑，摇了摇头。

孔庆林点点头，继续朝大门的方向挪动着步子。

从取药处走来的李爸站在原地看着孔庆林毫无生气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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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医院大门外　日　外

正是中午医院探视的时间，医院门口不停的有手里提着营养品的人从出租车上下来，

也有开着私家车的。

孔庆林眼神空洞的站在医院门口，正午的阳光很好。

一个穿着黑色羽绒服的30岁出头的男人，一边点着一根烟一边拍拍孔庆林的肩膀。

男人：（右手将刚点燃的烟夹下来，嘴里鼻子里喷出一股白色的浓烟）哥们，刚才看你

在里边干嘛呢，要卖肾？咋啦，遇着难处了？

孔庆林看看男人，叹了口气，不再说话。

男人从羽绒服口袋里掏出一盒烟递给孔庆林一支，并给孔庆林点燃。

男人：（一边点烟一边说）你看你傻了吧，医院是什么地方，你跑来这里卖肾！（看看

左右没人，凑近孔庆林，压低声音）我跟你说，他这里就是想买你的肾，你这么高调，人

家也不好要啦。你要真有难处，我可以带你去个地儿，卖不卖的出去不能保证，得看你
运气怎么样能不能配上型。

孔庆林把嘴里的烟拿下来，一个烟圈顺着风的方向一下子消散了。

40．李家　夜　内

李爸若有所思的坐在沙发上发呆。

李妈走过去拍了李爸一下。

李爸吓了一跳。

李妈：想什么呢？

李爸：我今天去医院给你拿药的时候看见那个林子了。

李妈：那又怎么样？

李爸：他去医院要卖肾。

李妈：（吃惊的）卖肾？哼！

李爸：（犹豫的）咱，是不是有点儿过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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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妈：过什么过！咱小岩没了！别说一个肾了，就是拿他的命换我都不嫌过！李刚

你别搞不清楚状况！我已经让步很大了，你不清不楚的就不告他们了，到现在你也不跟
我解释一下，行，我让步，既然你都跟他说了，那就按你说的，不告了，赔钱！现在呢
，你别又发慈悲，再搞出什么名堂来！

李妈说完转身去了卧室，留下李爸一个人在客厅里。

李爸无奈的叹一口气。

李爸：唉，这是造的哪门子孽啊！

41．孔家　日　内

孔庆林坐在炉子旁取暖，孔秀珍进进出出，往一个背包里塞着东西。

孔庆林：姐，你别忙活了，就去两三天。

孔秀珍：你那个朋友靠不靠谱啊，就这一趟就能给三万？

孔庆林：这菜是他家自己大棚里种的，跟一个食品加工公司签了合同，能赚不少呢

。我帮他把菜送过去，就能凑到三万了。

孔秀珍停下手里的动作，直起身转向孔庆林。

孔秀珍：林子，我不想让你再开车了。

孔秀珍的眼里闪出了泪花。

孔庆林一愣，随即呵呵一笑。

孔庆林：没事姐，这次我保证没事！

孔秀珍不再说话，低头继续整理背包里的东西。

42．孔家庄　日　外

天晴的不是很好，阳光虚虚渺渺的飘落在孔家庄的地上，光秃秃的树的光秃秃的影子

也落在了地上、墙上。

虽然是大白天，但整个孔家庄却安静至极。

43．李家院子　日　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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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来到李家门口，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子。

他的面色憔悴不堪，头发凌乱，下巴上长出了又短又密的胡子渣，衣服皱皱囊囊，整

个人看上去不止是沧桑憔悴，甚至有些邋遢、虚弱。

一个骑着摩托车的邮递员停在李家门口。

邮递员：请问是孔庆林家吗？

孔庆林泛黄的脸上出现惊讶的表情。

李妈从屋里走出来，朝邮递员走去。

李妈：是。

李妈看见了站在门口的孔庆林。

李妈：（惊讶的）你，你怎么在这儿？

孔庆林急促的呼吸，眼睛瞪着邮递员和李妈，不说话。

邮递员：这是孔先生前段时间补办的身份证，请签收一下。

李妈接过装着身份证的包裹，犹豫了一下，签上了名字。

邮递员扬长而去。

李妈悲伤的走回院子，一边走一边拆包裹。

一张崭新的身份证，右边是小岩帅气的照片，左边写着“姓名：孔庆林”。

孔庆林将布袋扔在地上，伸手从李妈手里抢过身份证。

李妈感觉莫名其妙。

李妈：你干什么？

孔庆林看完后青筋暴起。

孔庆林：（质问）小岩不是姓李吗？他不是叫李岩吗？这怎么写着孔庆林？

李妈从孔庆林手里拿过身份证，不停地抚摸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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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他不是姓李吗？

李妈：（厌烦的）小岩姓什么叫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孔庆林：告诉我怎么回事！

李妈：你是不是就是喜欢问人家的隐私然后就想要取代别人啊？啊！你别以为你能

取代我儿子！好啊，你想知道是不是？那我就告诉你！反正人已经不在了，也没什么好
瞒的了。小岩从小到大都叫李岩！高考的时候他爸爸想办法，让他顶替了一个名叫孔庆
林的人上了大学，所以从那以后他在外面的名字就是孔庆林，在家里我们还叫他小岩。
这下一五一十的你都搞清楚了吧，你满意了吧！

孔庆林更加急促的呼吸。

李妈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李妈：（自言自语）孔庆林……孔家庄，林子……（忽然抬头看孔庆林）你……你叫什

么？

孔庆林瞪着血红的眼睛，双手握成拳头，手臂上青筋暴起。

孔庆林：（一字一顿的）我叫孔庆林！

李妈一下子傻了眼，她瞪大了眼睛，说不出话。

孔庆林把刚才扔在地上的布袋重新拎起来然后重重的摔在李妈脚边。

孔庆林：这是欠你们的那十万，全在这儿，一分也不少，是我拿肾换的。车祸这件

事就这样解决了，我不欠你们什么了。（咬牙）从今天起，你们要还欠我的了！

孔庆林说完转身离开。

李妈愣愣的站在院子里，看着地上静静躺着的大布袋和孔庆林远去的背影。

44．孔家庄　日　外

孔庆林握着拳头走在孔家庄的小路上，他的步子迈的很缓慢，每走一步眉头都会紧皱

一下。伴着越来越急促的呼吸声，额头上渐渐冒出细密的汗珠。

孔庆林靠在路边一棵光秃秃的树上调整呼吸，僵硬的把刚才紧握着的拳头打开，捂着

肚子左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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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路的另一边走来的孔秀珍看见靠在树上的孔庆林，狂奔过来。

孔秀珍：（带着哭腔，一边打孔庆林一边说）林子，你死哪去了！不是说就去两三天吗

，这都一个多星期了！你死哪去了！我都被吓死了……

孔庆林咬着牙痛苦的闭上眼睛，刚才细密的汗珠一颗一颗在他憔悴不堪的脸上滑落

下来。

孔秀珍说着眼泪流了出来，丝毫没有注意到面前孔庆林的异常。

孔庆林：（呼吸越来越急促）姐！

孔庆林身体一飘，没了重心，重重的摔在了地上，没了知觉。

孔秀珍被吓得惊叫一声。

45．李家　日　内

李爸懊悔的闭着眼睛。

李妈：（喃喃自语）怎么会这么巧……

李爸：该来的早晚都得来。

李妈：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你要私了是不是就是因为这个？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李爸：你当时情绪那么激动，我怕你受刺激心脏病发，没敢说。

李妈：你这辈子没干过什么坏事，就这么一件……咱们小岩已经没有了，我再也经

不起折腾了……

46．医院病房　夜　内

孔庆林安静的躺在洁白的病床上，脸白的就像他头下边枕着的白色枕头一样。周围其

他的病床上也各自躺着不同的人，他们有的在睡觉，有的在吃家属给削好的水果。

孔秀珍坐在床边双手紧紧的握着孔庆林的手，哭的红肿的眼睛里还在不住的往外冒

眼泪。

孔庆林痛苦的呻吟一声，眉毛紧紧的皱了起来。

孔秀珍顾不上擦眼泪，赶紧站起来，握着孔庆林的手没有松开。

孔秀珍：（焦急的）林子，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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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慢慢睁开眼睛。

孔秀珍破涕为笑，泪水砸下来。

孔秀珍：太好了！你等着，我叫大夫来。

孔秀珍依旧不舍得松开握着孔庆林的手，眼睛盯着孔庆林，在病房里就大声喊着：大

夫，大夫……

其他病床上的人都被吵醒，翻来覆去表示不满。

孔庆林被孔秀珍紧攥着的手往下坠了坠孔秀珍的手。

孔庆林：（虚弱的）姐，嘘！

孔秀珍这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态，赶紧闭了嘴。

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两个人赶过来，给孔庆林量体温做检查。

孔秀珍：（紧张的）大夫，怎么样？

医生：没什么大问题了，烧退了就行了，是刀口没有处理好，感染了，以后一定得
注意！

孔秀珍：（不住的点着头）好，好，好……

孔秀珍重新坐在病床前的凳子上。

孔秀珍：（埋怨的）你翅膀硬了是不是！卖房子不跟我说，卖肾也不跟我商量，还骗

我是给朋友送货！你不知道我有多担心！（说着又哭了出来）

孔庆林：（笑笑）哎呀姐，我又没事，再说一个肾就够了，要那么多干嘛。我错了还

不行吗，以后什么事都先跟你说，快别哭了，我都饿了。

孔秀珍赶紧擦干眼泪。

孔秀珍：饿了，等着哈。

47．孔家　日　内

孔庆林紧握着拳头坐在凳子上。憔悴的面容好了很多。

孔秀珍将一只鸡放入炖锅中。

孔秀珍：你真的要告他们？

孔庆林：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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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秀珍：我看还是别告了。他们家权势大，当初能那么顺利的就顶替了你上了大学
，现在，人家稍一走走关系，咱这官司就得败。

孔庆林：凭什么！他随便动用关系就能改变他儿子的一生，那我呢？我的这一生呢

？如果不是他们，姐你就不用嫁给那个傻子让人嘲笑到现在！我也不用天天白昼不分的
给人开卡车。

孔秀珍低着头不说话。

孔庆林：如果不是他们，我就不会熬夜开车疲劳驾驶，也就不会有今天的车祸，咱

们也不用沦落到这个地步！我为什么不告他们？这官司，我告到底！

孔秀珍：你别气，刚出院，别动气！

48．孔家庄　日　外

李妈站在路口，看见孔庆林由远及近的身影，她走了上去。

孔庆林看见了李妈，脚步慢了下来。

李妈走上去。

李妈：（小心的）你想要我们怎么还欠你的债？

孔庆林看着路对面光秃秃的杨树枝干不说话。

李妈：以前是我太苛刻了，是我错了。（哽咽）我就小岩一个儿子，他走了，我就糊

涂了，我懵了，我傻了……

孔庆林依旧盯着杨树枝干看，不说话。

李妈看着孔庆林沉默的表情，急了。

李妈：你真的要告我们吗？

孔庆林：没错。我是要告你们！怎么，你们害怕了是吗？你们有钱人都是这样是吗

？敢做不敢当！

李妈的眼泪从眼眶中流出来。

李妈：不是的，我们不是的。我们只是想让儿子生活的好些，我们没想那么多，没

想那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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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林：（大声的）你想让你儿子生活的好些，所以我就得做那个牺牲者是吗？我就

得把我拼了命考上的大学让给你儿子上是吗？就得让你儿子替我享受我所应得的一切，
是吗？

李妈不停地摇头，眼泪哗哗的往下掉。

孔庆林不屑的看了李妈一眼。

孔庆林：收起你那一套吧！你的眼泪能够感动我一次两次，甚至更多次，但感动不

了这一次！

李妈：（恳求的）那毕竟是以前的事儿了，别再计较了行吗？

孔庆林：没错，那件事是你们以前做的，可对我的影响却是一辈子！

李妈：我们可以给你钱，咱们别上法庭，小岩已经死了，他的名声不能毁！求你了

……

孔庆林：（嘲讽的笑）我不要你们的钱，你知不知道你们手里的钱，是我姐一生的幸

福和我一生的健康换来的？那么烫手的钱，我不敢拿！请你们等法院的通知吧。

孔庆林说完扬长而去。

李妈站在空无一人的小路上，风吹的树干左右摇摆。

49．饭店　夜　内

已经很晚了，饭店里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孔庆林板着脸坐在李爸的对面。

李爸给自己和孔庆林倒上酒。

李爸：来，喝！

孔庆林：（不屑的）不好意思，我刚做完手术，不能喝酒。

李爸尴尬的端着酒杯。

李爸：好，那别喝。我喝。

李爸一饮而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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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爸：庆……庆林，（低下头哽咽的笑）自己的儿子叫了这么长时间这个名字，我却

一次都没有喊过。

倒酒，又一次一饮而尽。

孔庆林：想说什么就说吧。

李爸：你是不是觉得我是来求你撤诉的？

孔庆林：我已经起诉了。

李爸一边倒酒一边不住的点头。

李爸：现在想想，可能这就是注定的。命运这一说，还真有。

孔庆林不说话。

李爸：我做了半辈子老师，后来去教育局当局长。这一辈子，我从不把命运当回事
，可现在，我后悔了！

李爸一饮而尽。

孔庆林：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我就是那个被你偷换了人生的人？

李爸：我帮小岩抢了你的人生，你又结束了小岩的生命，你们兄弟俩，呵，命运这
玩意儿，真可怕！

孔庆林：是，这就是命运！如果不是你滥用权力交换了我和小岩的人生，我的生活

就不会这样一塌糊涂！我也不会沦落为一个卡车司机，为了生活不分白天黑夜的开车。

孔庆林拿过酒瓶，给自己倒上酒，一饮而尽。

孔庆林：我也就不会疲劳驾驶，就不会发生车祸，你儿子，也就不会死！

孔庆林又将一杯酒喝下去。

李爸的泪水在眼睛里打转，不住的点头。

李爸：是，是是。

孔庆林：你儿子不死，我也就不用还你们那么多钱，我姐就不用嫁给一个傻子，我

的肾，也就不用割了……（苦笑）
李爸：是，小岩死了，你丢了一个肾，你们兄弟俩啊！

两个人都有一丝醉意。

李爸：小子，你还记不记得你说过，你看到我们老两口就想到你爸妈？真是的，我
们俩，就是做了那么多年孔庆林的爸妈了，可不就是你爸妈吗？

孔庆林：我爸妈，在我和姐姐很小的时候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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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爸：小子，想你爸了？

孔庆林没说话，仰头喝了一杯酒。

李爸：没事，啊，你就把我和你阿姨当成你爸妈，心里有什么想不开的，就跟我俩
说。

孔庆林：可你终究不是我爸。

李爸：（点头）嗯对，我终究不是你爸，你也不是我儿子……

李爸眼里噙满了泪水。

李爸抹去眼眶里的泪水。

李爸：庆林，等官司打完了，我想请你帮个忙。

孔庆林：什么忙？

李爸：帮我照顾你阿姨。你阿姨不容易啊，小岩就是她的命根子，小岩走了，我又
得坐牢了，她一个人，日子不知道该怎么过。你就过去多帮帮忙，替小岩，孝敬孝敬她

……

李爸哽咽了，他倒满一杯酒，又一次一饮而尽。

孔庆林：叔，你不请律师？

李爸打了一个嗝，连连摆手。

李爸：不……不不，不请，不请。

孔庆林：为什么不请？

李爸：这是我命中注定该还的债，我不请律师，该还的债总得还，躲是躲不过去的
，只有还了，肩上才轻快呢。

李爸说完醉倒在桌子上，孔庆林看着醉了的李爸出了神，眼睛里滑落一滴泪。

50．法庭上　日　内

法官席上坐满了法官。

孔秀珍一个人坐在观众席的一边，李妈则坐在观众席的另一边。

李爸站在被告的位置上，桌子上放着醒目的大字“被告：李刚”。

写着“原告：孔庆林”的席位上却没有孔庆林的身影。

在场的观众都窃窃私语，现场有些混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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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秀珍左右张望，却怎么也找不到孔庆林的身影。

李爸平静的站在那里，丝毫不关心现场的混乱，似乎在听凭发落。

法官威严的拍了拍桌子。

51．法庭外　日　外

从法庭里边传出法官的声音。

法官：（画外音）肃静！由于原告孔庆林迟迟未出现，本庭宣布，本起诉讼案件不成
立，被告人李刚无罪释放，退庭。

观众嘈杂的议论声轰然而起。

站在法庭外面柱子旁边的孔庆林释然的笑了一下，然后朝法院的大门走去。

　　　　　　　　　　　　　　　　　　　　　　　　　　（剧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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