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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蹒跚学步，爬出祖屋门槛，瞪大
眼睛看世界。第一帧影像竟然是两个门神，但
不是身穿铠甲、披坚执锐的尉迟恭、秦琼，而是
骑红骏马和黑骏马的解放军战士，一左一右，
骑在高头大马上，雄睨街闾。那战士盘马弯
弓，马踏飞燕，仰天长啸，有点像我后来在南阳
汉像馆看到的楚霸王乌骓，更似唐太宗昭陵六
骏，从石雕里蹦了出来，天马行空。马鞍上的
士兵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挂披风，春天的
风一吹，撩起一片和平安详。两个士兵的胸前
挎着冲锋枪，魁梧、英俊，俨然是白袍小将御风
而来。
三寸金莲的奶奶不见我在堂屋，莲步摇

曳，身姿像风中的灯苗，喊着我的小名，跨出门
槛。见我站在门框旁，小手伸得高高的，摩挲
两个战士坐下的肥马屁股，她笑了，额头皱纹
犁出一脸慈航，看看我，又看看年画上的战士，
怔然，然后惊呼：“上等兵，我家的上等兵哟！”
我儿时的绰号，由此而来。奶奶一语成

谶，注定了我今生必然一辈子扛长
枪，吃皇粮。
当时我并不知道，那时的新派

门神，就是两个解放军上等兵的青
春留影——他们的原型，很可能就
是像麦贤得、蒋子龙一样的上等兵，
魁梧的身影留在了每家每户的门
上、雕花玻璃上……
那天下午三时许，大巴车停在

汕头市中山中路一个丁字路口。下
车，过斑马线，品鉴岭南采风团团长
蒋子龙，拄着拐杖走在最前头，夫人
紧随其后。他的腿虽然不方便，可
一路军人步伐，挺胸抬头，眼睛平视
前方，身后遗下一串铿锵。
路有点远。过了斑马线，右拐至

林阴道。前行四百米，再左拐，是一
条小街。小巷深深，海军干休所藏身于此，一个
英雄藏在民间闾巷，一藏就是55载。
到了巷头了，一座钢筋焊的半拱门，镶有

五星，上书宋体：海军干休处。我环顾左右，楼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建筑，密密的电线和防
盗窗，像一个个蜘蛛网，将一个英雄时代与她
的勇士，尘封得很深，藏得有点蓬头垢面，藏成
了一段陈年往事。
门卫没有挡。再右拐，沿雨檐前行十来

米，端头处，就是麦贤得的家了。前后左边三
处高楼耸立，自然围成一个角隅，隔成一个小
院落，有三十多平方米，不大但独成一统。仰
首，老楼端头一二层打通，改为跃层。麦贤得
和夫人李玉枝站在天井里迎接我们，这是中国
作家一次集体探望。英雄何处？在闾巷深处，
虽然前面站着一个熟悉的面孔，可淹没人海
里，依然是一位邻家大哥。蒋子龙领衔，陈世
旭、久辛、邵丽、金仁顺、鲍十、武歆和我紧随其
后。这一群文人，钢钢地，一位中国作协前副
主席，几位各地作协负责人、中国作协全委，名
字如雷贯耳，可是站在麦贤得面前，俨然隔了
一道门槛，偶像与“粉丝”、英雄与凡人之间，隔
着一条年代鸿沟。其实又什么都不隔，就像见
到多年的老朋友，大家簇拥着麦贤得夫妇，先
拍单人合照，再拍集体合照。麦家夫妇伫立正
中央，有点众星拱月。可是麦贤得不是月亮，
看得出，他对眼前的一切似乎很陌生。那场五
十六年前的海战，他的脑部严重创伤，脑浆溢
出，大脑沟壑纵横的脉络乱成一团麻，脑电波
减弱了。对追星之举，他一点也不带电，心静
若止水，静得像一位大将军，又像皮影戏的一
个偶像，但面子上不失半分礼节。
我们进到屋里。麦家客厅不算小，进门右

侧有间小屋，为麦贤得书房，摆满文房四宝。
还有几张大字挂着。客厅一分为二，前边是隔
断，显然是宿舍楼走廊改造的。穿过格子门做
的屏风，进屋，正厅摆了一套红木家具。如果
我没有猜错，应为红酸枝，终于给人一种安慰
感，毕竟英雄生活在潮汕富庶之地啊，没有我
见过的那些老红军、老八路家里寒酸、简陋。
走进新时代，英雄淹没在人间烟火里啊。
茶几上茶雾浮冉。蒋子龙落上座，坐在沙

发中间，麦贤得坐左侧，抽上矿泉水，煮沸，亲
自给众作家沏普洱。夫人李玉枝在右，陪蒋子
龙和大伙说话。老蒋将拐杖置于一边，对麦贤
得说，我俩同为海军，您是1964年兵吧，我是
1960年老兵，我是上士，您受伤前应该是上等
兵。虽然不同舰，但我们都是轮机兵出身啊。

按军中规矩，我是您的班长。
啊，我怔然，蒋子龙不遑承认，原是老兵出

身。他当兵那年，我刚一岁半，真是老资格
哟。麦贤得沉默寡语，没有接蒋子龙的话茬，
仿佛18岁当兵的历史，于他，毫无一点印痕，
默默地在一旁沏茶。抑或因为看到我一脸讶
然，蒋子龙突然从怀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
本，是退伍军人证，袖珍版的那种，纸页早已发
黄，他翻开红本本第一页，一张免冠照片，指了
指退伍证上的军衔：上士。翻至尾页，则是第
二任元帅国防部长的龙飞凤舞，那个狂热年代
副统帅的签名。我有些好奇，想上前拿过来看
个究竟。蒋子龙神情严峻，紧紧地攥在手中，
不肯示人。是文物吗，这般珍贵，一份褪色的
士兵退伍证，揣在怀里，捂着体热，不想与众人
分享。蒋子龙演得是哪出戏呀。怀旧，怀念
18岁当兵的青春岁月，作证，证明自己曾经与
人民海军一起走过从前。他终于道出了真相：
你们不知道，它可灵啦！蒋子龙将退伍证举在

空中，说他经常坐高铁往返于京津之间，每次
候车大厅排老长的队，等得人不耐烦，且还站
着，看到有人执军官证、退伍证，走军人通道，
优先上车，畅通无阻。他问了一句：80岁退伍
老兵拿小本本算不算数？当然算了，乘务员
说，只要是退伍证都行。于是，回到家中，他翻
箱倒柜，找出上世纪60年代的退伍证，揣在内
衣兜里，每次上高铁、登机，拿出来示人，处处
优先、优待，比什么证件都管用，解了老人候车
拥挤之苦。麦贤得对军人优先没有认知感，春
节前，他与老伴儿在广州当警察的儿子家住，
是坐着私家车回来的。

普洱茶端上来了，每人一小盏。是熟普，
茶汤纯如米汤，呈琥珀色。品之，略有点回
甘。麦贤得静心奉茶，李玉枝与蒋子龙交谈，
乃一位军嫂与老军人间的话题，麦贤得坐在一
边静听，似乎这一切荣耀、寂寞、喧嚣，皆与他
无关。

真的忘了吗？那场海战，那些前尘往事，
都被南海的热风冷雨吹落了，吹成一碗茶汤中
的一个泡影，面前这个真实的面孔，曾在一个
少年心中，掀起狂涛巨澜。浪拍岭南，潮汐退
却之后，沧海水沫，澄清成一把紫砂壶。一盏
红茶映碧海，映照江山家国，倒映着一个英雄
漫漫的人生。

我抬起头来，凝视堂厅里的合影，与其说
是家藏，不如说是一个士兵光荣与梦想的时代
橱窗。共和国的五代领导人，大都接见过麦
贤得。十大元帅，有三位与他合过影。何等殊
荣，一个士兵独享！这些照片显影的年代，最
醒目的一张黑白照片，依稀记得，我少年时代
看过。远逝的岁月，一刹那被激活了，因了麦
贤得。那是1965年冬天吧，上小学的我放学
归来，彩云之南，板桥夕照，老街，西风拂银桦，
将两排树与一群少年的影子拉得很长，变形成
巨人投影在石板路上。行至大队部，只见橱窗
里的照片换了，标题写着海军战斗英雄麦贤
得，第一张大幅照片，黑白的，是伟大领袖毛主席
接见麦贤得。时间是北方严冬，照片上的麦贤
得戴了一个折绒帽，穿着冬装，在毛泽东与他
握手的瞬间，惊讶地张大嘴巴，八颗牙齿全露
出来。我当时第一感觉，麦贤得的样子像是在
做梦，惊讶，疑在梦中，一个伟人突然出现在他
面前，岂能宠荣不惊，异常激动呢。那天晚上，
我站在老街上，是一个少年对英雄的仰望。与
麦贤得的距离，一如五十多年后，坐在他家椅
子上，平视着他，仅隔了三米远，完全不一样。
彼时，一个海战英雄在少年心中，离得很近，也

很遥远。所谓近，麦贤得的故事、欧阳海之歌，是
我们那个年龄段的标配，而我的从军之志、作家
之志，从某种意义上，就因麦贤得而起。他一战
成名那年，表哥从云南艺术学院毕业，受麦贤得
英雄之举的影响，投笔从戎，到昆明军区十三军
当了大学生士兵。那个年代，大学毕业去当兵，
凤毛麟角，自然受到各方关注。不久，表哥在《云
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我是一个兵》，大意是说
在麦贤得、欧阳海等英雄影响下，千里投戎机，完
成了一个大学生到普通一兵的涅槃。表哥之文
不过一千多字，比豆腐块大一点，可在我们那条
老街，争相传颂，不啻是一位大名人，堪与麦贤得
媲美。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说表哥文章登上省
报，无不露出艳羡之色。我站在大人中间，突然
冒了一句，长大了我也去当兵，当记者，写文章到
全国去发。大人面面相觑。也许那一刻，一个少
年文学种子埋下了。那时，麦贤得离我很远，像
莽昆仑一般，高巍入云端。表哥却离我很近，像
老街北边的老巴山，召唤我：北去，北上。16岁

高中毕业，我从军了，遂了奶奶的上等
兵夙愿。记者梦未圆，却超常发挥，成
了军旅作家，出版七百万字的文学作
品，拿下全国、全军文学奖，待我爬到
山顶时，发现前方已无山了。
凭栏观南海，披襟岸帻，寂寥无人

会。真想向大海喊一声：麦贤得，你在
哪里？
麦贤得就坐在我对面，家里很热

闹，我几次向他夫人李玉枝提问，都被
打断了。蒋子龙坐在红木沙发上，与
李玉枝侃侃而谈。在我青春岁月里，
蒋子龙与麦贤得一样，也是一座山。
我看着这座远山，走向文学之途。 19
岁那年，在湘西一座小县城驻军大院
里，我当上团政治处书记，一个23级
小排级军官。这时，正值中国改革开

放元年，蒋子龙发表了《乔厂长上任记》，一文名
震神州，洛阳纸贵，确立了改革文学之父的地
位。我被那篇小说的慷慨悲凉所染，认定作者必
有军人血性。从报纸连载剪了下来，一篇接一
篇，制作成剪报本。从湖南到武汉读军校，再返
湘西，然后入京，许多书籍都丢了，唯独带着那个
剪报本进京，一直留到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说，
它影响了我的文学风骨。然，这仅仅是个开始，
后来我当了专业作家。后来，在中国作家协会开
全委会，他是副主席，我是全委，他在台上，我在
台下，我总想向他表达敬意，却总不好意思迈不
开那一步。这次在南澳海边，前方是沧海，我走
近蒋子龙，提及此事，他风轻云淡一笑。请恭请
道，蒋老师，合一影吧。他说，好！于是，我们站
在观海的平台上，背后是南海，我站在蒋子龙左
侧，与自己青春时的偶像合影。车上发朋友圈，
一些文友惊呼，太像啦！我悄然叩问：像什么呢，
容貌像，还是气质同，是战友、师长，老兵与新兵，
首长与下属，还是父辈与晚辈，都是，也都不是。

那天晚上，文友请采风团吃饭，喝的是20年
窖藏老酒。我将桌上的分酒器倒满，向蒋子龙致
意。告诉他，在北京与萧立军大哥相聚时，他常提
起您，称天津蒋大爷，说您年轻时豪饮，常喝茅
台。蒋子龙哈哈大笑，说那是改革开放之初，我在
厂里当车间主任，时有稿费。食堂的茅台酒4元
一瓶，一次花1元，买二两半。用铝饭盒装酒，双
手捧着，走路一颠簸，茅台酱香就溢出来了。工友
闻到了，说老蒋，买酒呢。于是，人见人喝，一个人
喝一口，未到宿舍楼就喝光啦。哈哈，我举起分
酒器，说，蒋大爷，20年窖藏茅台，我喝一个罍子，
敬您！蒋大爷多土，去掉大字。蒋子龙字正腔圆
纠正道。好，我望了一眼手中的罍子，酒胆十足，
蒋爷，敬您。一饮而尽，顿时，我面染三月桃花。

与麦贤得说话，时间不能长，声音太嘈杂，他
受伤的大脑受到刺激，会莫名发脾气。于是，我
们遂起身告辞，蒋子龙走到门前，与麦贤得握手
作别。我蓦然回首，看到两个人面孔和善，将近
耄耋之年，仍精气神十足，军人身板笔挺，突然想
到我一岁半时，爬出老屋，看到的战士门神。当
年青春年少，麦、蒋同为上等兵，乃白袍小将；今
日垂垂老矣，仍廉颇未老。一个授“八一勋章”，
一个入选百名改革开放杰出贡献人物，皆共和国
英雄豪杰也。想到上午在澄海区蓝氏通祖祠神
游，见两扇大门画有两尊门神，铠甲护身，身挂宝
剑、箭匣，手持灵蛇、雷火，脸谱太戏剧化了，神情
过于凶煞恶煞，而不像麦贤得、蒋子龙这两尊当
年的上等兵，风雅淡定。

题图照片：麦贤得(左)与蒋子龙合影。

一个季节的门轻轻打开
门的背后是另一个季节
盛开过的雪花凋零
每一缕风都飘拂着绿意

树干里一直有暖流涌动
招摇在枝头的记忆
以青春痘样式
排满整个枝条

在季节的召唤中
冻土里的嫩芽伸伸懒腰
苏醒过来的梦
竟有顶破冬天的千钧之力

我的目光触摸到鸟鸣
以诗的形式复活
一行行清晰可见
像一粒粒心跳

是一张普通的站票
母亲那当当当的切菜声
加速了回家车轮的“哐当”
牵年味儿翻山越岭

一副春联，两盏红灯笼
再加彩色的剪纸
满满的都是风调雨顺、五
谷丰登

和涌动的春情

红红的炉火让温暖挤出窗
外
各种香味从四面八方集聚
像久别重逢的老友
让幸福挨着幸福

一挂挂炮仗抖落岁月辛劳
将年味儿的主题燃响
这时候，腊梅花开了
把新春的希望开得那么灿
烂

从小，哥哥们死活不在家睡午觉，大暑天的正午，
变着法儿跑出去游泳。母亲当然便连午觉也睡不成，
冒着下火般的烈日，大街小巷、大河小河边地搜寻，汗
流浃背，脸颊像烧烤过的鸭子。脚下生风，蓝布裤悬吊
着，裤脚扑噜噜地抖动，像迎风招展的旗帜，母亲找红
了眼。
当母亲心急火燎地跑遍村里村外，疲惫地回到家，

仍不见哥哥们的影子，母亲毫无办法。有时哥哥们光
不哧溜、头发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母亲气急败坏地问
起干什么去了？哥哥没好气地说一句：到大河洗澡(在
老家管游泳叫洗澡)去了！那语气好似在笼子里囚禁
了10年的鸟，终于逃出去自由地飞了一圈。母亲无
奈，只要孩子平安回来，就念阿弥陀佛了。
二哥十几岁时离家，是我们四个孩子中最早离家

上学的，母亲分外惦记。学校的伙食很糟糕，二哥想家
想得总嚷着要转学。逢周末，二哥回到家，母亲总变着
法子改善伙食：烙馅合子。她站在锅台
边，腰弓成90度，每包完一个，便往刷了
油的大铁锅里贴一个，还不时向背后甩
一下及腰的长辫子。平日里，家里吃的
是棒子面馍馍和玉米粥，只有等二哥回
来，我们才能吃上这种白菜馅里有一丁
点肉的馅合子。母亲把馅大、不糊的合
子，夹给哥哥们以及我和妹妹，自己却顾
不上吃。母亲托人给二哥捎吃的那是常
事，大多是小鱼熬咸菜，那是全家都舍不
得吃的大一点的鱼，用罐头瓶子装上一
瓶。在当时，那就是母亲能做的能体现
母爱的唯一方式。一次，母亲听说二哥
的一个同学回家来了，是邻村的，便蹬蹬
地跑去找人家，请帮忙捎鱼给二哥。过
了两个星期，二哥从学校回来，母亲问那
鱼收到了吗？二哥一头雾水，反问母亲
何时捎去的，让谁捎的？母亲一一作答，
二哥说压根儿没见着，母亲和二哥心里
马上都明白了，捎去的鱼被人家偷吃了。
后来，大哥、我和妹妹在外上学，母

亲照样托人捎吃的、捎棉衣、捎棉被。我至今清晰地
记得，在外地上中学那年，临近入冬，堂哥出门顺路来
看我，捎来厚厚的棉被和母亲的亲笔信。另外还捎来
一本厚厚的书，是我所没有料到的，那是中学生征文
作品集，收入了我的一篇征文作品。母亲把儿女们取
得的哪怕一点点成绩，都记挂在心间，并尽快地让孩
子们享受到劳动果实，她那种兴奋、欣喜的程度，绝不
亚于我们！
这些琐碎的事，以前都不以为意，而今回忆起来，

多少感动荡漾在心间！直到我上大学，已经是20世纪
90年代了，学校的伙食比家里的饭菜丰富可口多了，
母亲依然求人给我捎咸鸡蛋，是母亲亲手腌制的。母
亲腌制咸鸡蛋很拿手，剥开蛋皮，蛋清薄的地方稍一碰
破，蛋黄的油就会流出来，黄澄澄的，诱人的口水与黄
油一起往下淌！
我和两个哥哥上大学时，离家都比较近，只有妹妹

只身去了千里之外的江南。母亲每晚都盯着天气预
报，那里冬季室内没有取暖设施，可实际气温却跟北方
差不多，坐在教室，穿着防寒服都冻得发抖，一进宿舍
不得不马上钻进被窝。母亲经常央告亲戚或乡里人，
顺路给妹妹带去吃的和被子、棉衣之类，哪怕就是顺
路看一眼，捎回来一声“挺好”的口信，母亲也会宽了
几分心。
每当我回家的那天，快到家门口时，总能远远地

望见家门前，挺立着一位矮小、短发略显凌乱，沧桑
而龙钟的身影，母亲手搭在额前，面朝我走来的方向
翘首瞭望，望见是女儿了，便往路中间迎着我一步步
挪来，直至走到一起，一把抓住我的手。离开家时，

母亲又总是陪着我去等车，有时还要在车里坐一阵儿，
时间短时就在车外站着，不错眼珠地望着车窗里的
我。我反复催母亲回去，母亲就是不肯，非等汽车启动
了，站在车停的地方，伸长脖子翘首遥望车影远去。一
次，我坐在车里，向车外张望，怎么也找不见母亲，或
许，母亲回去了？但这是从未有过的事。待汽车开起
来，开出了几百米，我一眼望见母亲正沿着街道的房墙
根，朝车开的方向蹒跚地挪动脚步。天很热，房山能遮
住一点阴凉。原来，母亲已经在前边等我了，想迎着再
看我一眼。我激动地朝母亲挥手，但她好像没看见我，
停下了脚步，她用眼神顺车窗搜索，右手像以往一样遮
在额前。汽车疾驶而过，将母亲的身影抛在车后，抛在
高大房山的一片阴影里。

大哥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千里之外的大山里，母亲
像祥林嫂似的经常叨念，说大哥离家太远，在山里受苦
了。大哥在大山里娶妻生子。大嫂生孩子的时候，我

和妹妹正上中学，家里在做生意，忙得鸡
飞狗跳，母亲还是千里迢迢跑去，伺候了
一阵子。回来后，每年都要做小衣服寄
过去。十多年后，大哥通过千辛万苦的
努力调回了天津，大哥和二哥把母亲接
进了城里。母亲跟大嫂念叨：我一直盼
着你们什么时候能回天津啊，如今这块
心病终于去了！
就在大哥回津的前一年冬天，母亲

听嫂子说，大哥晚上在电脑前工作，脚
冷，母亲当即夜以继日做了一双棉袜套
寄了去。我看见过，袜面是用布头拼接
的，不美观，只在家里穿，但袜高及小腿，
棉花絮得十分厚实，穿上一定非常暖和。
因为家里做生意，屋子弄得非常

脏。每年，哥嫂们回家过年，母亲都要马
不停蹄地扫房子，晾晒被褥，忙得不可开
交。春节那些天，母亲做饭、料理家务、
照顾生意，虽然我们也干活，母亲还是忙
得顾不上和我们吃上一顿团圆饭。临
别，母亲送哥嫂们上车，加上我和妹妹，

老老少少八九口人，走在街上浩浩荡荡的，仿佛也十分
风光。然后，直到汽车开远，望不见踪影了，母亲的目
光才恋恋不舍地收回来。事后，总是父亲向我们诉苦：
一过节，你妈妈就累得腰酸背痛。母亲从不向我们开
口说累，反而埋怨父亲多事。

前些年，大哥出差的机会越来越多，全国各地乃至
世界各地地跑。我们小时候只围着父母转，在农家、田
间奔波，而今却在天上飞来飞去，母亲哪能不挂心，哪
能不担忧！那年中东战争时，中央电视台一位著名战
地记者驻伊拉克前线采访，他的母亲一夜白头。而在
和平时期、和平地区，大哥乘机出国的夜间，母亲躺在
乡间瓦房的硬炕上，双眼盯着窗口漆黑的夜空，直勾勾
地盯了整整一夜，那束慈祥的目光穿行于广袤无垠的
夜空，仿佛以光的速度追赶着大哥乘坐的那架飞机。
清晨，电话铃响了，母亲拿起听筒，另一端传来大哥的
声音：妈，我到伦敦了。“砰”的一声，就在母亲脚下，好
似一颗重弹落地，那是母亲的心砰然落下！

母亲惦记儿女的眸光，就像舞台上那道照耀演员
的追光，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无时无刻地追逐着儿女
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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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石被捕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

司右面隔一条街的一个小咖啡店，出
席了左联一次执委会议。会后他到
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饭。之后，柔石
带着一直被他称为“梅”的革命同志
冯铿一同去东方旅社开会。他们走
进旅社的31号房间，坐下没多久，军
警和特务便包围了他们，柔石、冯铿、林
育南、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
三天之后，也就是1月19日，江

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那
天，已经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连眼镜
都掉了，仍穿着西装，脸部十分浮肿。
年轻的女党员冯铿的脸颊浮肿得有些
让人认不出。“怎么都在这儿了？”柔石
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都被
抓，不由吃惊。
蹊跷！肯定是被叛徒出卖了！“现

在开庭——”一场早已安排妥的法庭
庭审装模作样地开始了。法官走过场
式的一个个询问姓名之后，便由审判
长宣读拟好的判决书：

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
午一点四十分时，串通在汉口路111号东
方旅社31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串同
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三条。
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
一点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
六条。被告共犯共产党之嫌疑及疑与共
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
特区法院将伊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
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

“来人，把犯人押解走！”
柔石等立即抗议：“我们不服判

决！”“我们无罪！”法庭乱成一片。法警们
不由分说，用枪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们
上了停在门口的警车。

此时的柔石脚铐 18 斤重的“半步
镣”。显然在敌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
人一样的“重犯”。“你应该知道那个鲁迅
住在哪儿吧？”敌人想从柔石嘴里知道更
多的东西，以撒开更大的逮捕之网。柔石
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柔石与小
弟弟欧阳立安等同关在二弄九室的囚
房。囚室里有10个人，除了6个政治犯
外，还有4个军事犯。晚上，柔石与老共
产党员柴颖堂睡在一张双层铺的上面。
柔石没有棉被，只能钻在柴同志被窝中。
因为两人都戴着脚镣，睡觉时常被冰冷的
刑具惊醒。于是两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
用干毛巾裹住脚，再轻轻入睡……

监狱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柔石依
然乐观。他想到了鲁迅的安危，于是通过狱
中秘密渠道悄悄写信（化名“赵少雄”——编
者注）给冯雪峰，向他通报监狱情况。

其实如果不是叛徒出卖，他们许多人
的真实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从信中我们可
以看出，身陷牢狱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记着
“大先生”鲁迅的安危，这份情谊实让人感
动。后来左联同志都唤鲁迅为“大先生”。

何桂兰带小福子住店
这黄青已跟小福子他妈相处

了一段时间，觉着心里有底了，又
想她还带个孩子，在这边人生地不
熟，谅她也不敢一跺脚就走，索性
抹下脸说，就是骗你了，不骗你，你
能跟着我来吗？现在你来也来了，
人也是我的了，咱是穷穷过，富富
过，你只能认这个头了！

可这个黄青还真不知小福子他妈
是怎么回事。当年小福子他妈在娘家
做姑娘时，在河北抬杠会一带，一提起
老何家的姑奶奶没不知道的。有一回
跟个卖臭豆腐的打起来。这卖臭豆腐
的是个谢顶，只在鬓角有一撮儿头
发。她一急眼，生把这一撮儿头发给
薅下来，还带下一大块头皮，疼得这卖
臭豆腐的哇哇直蹦。

这时，她一见黄青翻脸了，跟自
己犯浑，呜的一声就扑上来。黄青
是个敦实个儿，何桂兰又高，两手一
抓就把他按在地上。黄青这回才知
道天津老娘们儿是怎么打人的。何
桂兰按着黄青，用两腿把他的脑袋
夹在自己裤裆里，先是擂他的后
背。擂了一会儿还不解气，又抓住
他的裤腰带一提，给他来个倒栽葱，
接着往他的裆里使劲一抓，又一攥，
这黄青哇地惨叫一声就倒在了地
上。何桂兰跟上去，又朝他的脸上
使劲踢了几脚。黄青的脸上登时开
了盐酱铺，血随着鼻涕眼泪一块儿
流出来。何桂兰又冲他使劲啐了口
唾沫说，臭杂拌子！还想占你家姑
奶奶的便宜？睁开你那俩肚脐眼儿

看清楚了！
说罢，又把黄青身上的钱都翻出

来，就拉上小福子走了。
何桂兰知道自己是让人拐了，有心

回天津，又觉着是这么出来的，没脸再
见老朱，就带着小福子先住进一家客
栈。一个年轻女人，带个十来岁的孩子
住在客栈，就挺招眼。客栈里自然是南
来北往的人都有。见这女人三十来岁，
又长得出奇，是个狐媚相，听着还是天
津口音，有好事儿的就跟店家打听，这
女人是怎么回事。店家说，具体的也不
清楚，就知道是从天津过来的，在这边
好像遇上了事儿，回不去了，眼看着连
店钱也快交不起了。

这时，何桂兰带着小福子不光没店
钱，连饭也快吃不上了。一天，店里的
伙计忽然给送来两碗板面。问是谁送
的，伙计支吾，只说吃就是了，也闹不清
是谁送的。何桂兰娘儿俩已经饿急了，
也顾不上再问，就把这两碗板面吃了。
晚上，伙计又送来两碗胡辣汤、几个烧
饼。这时何桂兰再问，才知道是北屋的
客人让送来的。伙计说，这北屋住的客
人姓于，也是个做茶叶生意的。何桂兰
在天津长大，也是见过世面的，一听也
就没理会。

56 4 长兄“下海”
凭着在护国战争中的“光荣经

历”，冯森以滇军排长、革命功臣的
身份，和二弟共同在四川省政府里
谋到了公务员的职位。但此时省
政府的一名公务员，每月所得薪金
过于微薄，冯氏兄弟两个人每月的
薪水凑到一起，依然无法支撑十口
之家的门面，揭不开锅的时候也是
常有的。

无奈之下，民国七年（1918），冯
森以票友身份加入京剧七三票社，并
以《牧虎关》《天水关》《草桥关》博得
“三关花脸”之誉，凭着“票戏”赚取一
些额外的收入贴补家用。此后，尝到
甜头的冯森于民国十年（1921）正式
“下海”，以艺名“天籁”成为当时川剧
界的一代名伶，因其擅演胡琴、弹戏，
在四川戏曲界获得“丝弦大王”“老生
泰斗”的称誉。

冯森聪颖好学，才思敏捷，且为人
正直，对人和蔼，常奖掖提携后进诸
辈。同当时享有盛誉的名角康子林、
贾培之等人成为挚友，相互之间经常
切磋技艺。冯森唱戏之余，还喜读书、
绘画，并用笔名撰写文章投递上海、成
都戏剧刊物，论述自己的艺术见解。
他对传统戏中不合理的情节、唱词，常
提笔修改。他主张变革，川剧正生化
妆俊扮、使用胭脂水粉等改革
创新都是从冯森开始的。他
还对京剧、汉剧、秦腔、昆曲和
四川扬琴等剧的唱腔艺术加
以研究，将其他剧种的艺术精
髓融入自己唱腔之中，使之自

成一体，被时人称为“天派”。20世纪30
年代，上海百代公司曾将其《北海祭祖》
《祭岳武穆》《大盘山》《八件衣》《长生殿》
等唱段录成唱片发行。

长兄冯森“下海”后，冯家终于不用
再为每月的生活费无着而苦恼了。“天
籁”在少城公园（今成都市人民公园）万
春茶园演出，每月能拿到二三百块银元
的包银，解济了全家“破帽遮颜过闹市”
的窘况。冯母和冯家弟妹们也因兄长
“天籁”的资助，过上了略为安稳的生
活。在大哥的坚持下，冯棣、冯桢等冯家
子弟又重返学校，开启了以读书改变命
运的新篇章。

1920 年，13 岁的冯棣进入成都四
川省立中城小学，从小学顺利升入高
小，于1923年毕业。冯棣曾回忆，虽然
上学的费用不成问题，但“全家人还是
经常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房子从来都
是租住的，常常东搬西搬，记得那次我
家住在桂王桥南街，一个三间经常关闭

着的铺面里……”冯家的境况可
想而知。

1923年秋，高小毕业后的冯
棣进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
校。在这里，冯棣遇到了改变他
思想境界的袁诗荛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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