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岁月淡化了许多记忆，但那晚的月色却依然明亮。那是
1989年年底的一天傍晚，我和一位同事到蓟北下营乡，采访日
头圈的抗日老战士白云友，向导是家住苦梨峪村的下营乡武装
部长张瑞华。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沿着沙石小路，钻进了大山
腹地，两侧山崖上耸立着的山树，在风中飒飒作响。
经过个把小时的路程，我们来到张瑞华家已是明月
东升，待喝完张大嫂做的倭瓜粥，张部长就带领我们
向日头圈出发了。原来，苦梨峪与日头圈只一山之
隔，有一条崎岖的小路可以抵达。
这天，正是农历十六，一轮圆月挂在高高的金山

子之上，清晖如水，洒在冬日的山林之上。万山寂
静，我们翻过南侧山脊，就到了富有诗意的小村日头
圈。张部长对日头圈很是熟悉，就像当年的八路军
向导，也许这就是武装部长应有的素质吧。其实，日
头圈是桑树庵村一个很小的自然村，只有二十几户
人家，因坐落在群山之中，中午前后才能见到太阳，
故此人称“日头圈”。在抗日战争中，这里是八路军
十三团的交通站，我们要访问的白云友大爷，就是当
年抗日老战士、老交通。
月下的日头圈非常美，错落有致的瓦屋、石头

墙，在月光辉映之下，影影绰绰，宛若仙境。张部长
敲开了白大爷家的排子门，白大妈将我们迎进屋。屋里的灯光
不是很亮，但很温馨，靠北墙的躺柜上面，摆着白大爷获得的各
种证书。火炕上的方桌，有沏好的茶水，老人滔滔不绝地向我们
聊起当年的抗日故事，白大妈不时地插话，把我们带进那段峥嵘
岁月。这位老党员已年近70岁，身体还很硬朗，谈起往昔，老人
显得格外激动，眼神中闪烁着一种自豪。
白云友出生在蓟州东赵各庄镇后牛宫村一个贫困家庭，日

寇占领冀东以后，他和长辈跑反来到下营镇桑树庵村日头圈，在
这里安家落户。1939年，化名田遮民的共产党干部在白云友家

养伤，发展白云友加入了
党组织，那年他才16岁。
入党后，他成为一名地下
交通员，化名陆易明。
1942年秋天，日寇在冀东
搞“强化治安”，把桑树
庵、日头圈、大洪峪一带
山沟的房子都烧毁了，丧
心病狂地集家并村。在

党组织领导下，白云友和战友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筹集粮
草、配合主力部队攻打日寇据点。当时，附近的杨庄村驻扎了日
本鬼子，并修有炮楼，白云友负责侦察敌情，为八路军、游击队递
送情报。一个雨夜，白大爷参加了夜袭杨庄鬼子炮楼的战斗，战

斗中他非常勇敢，经过雨中激战，他和战友们端掉了
敌人炮楼。回到家时，天还没有亮，白大妈正用火给
他烤湿透的衣服，从下营过来的敌人便包围了村子，
白云友凭着地形熟悉，从东山逃走。敌人把白大妈
和其他几位乡亲抓到下营据点，拷问八路军的下
落。想不到的是，为鬼子带路的就有家住前干涧的
白云友的妹夫，由于他的指认，白大妈受尽折磨，但
她受白云友的影响，宁死不屈。那个投敌的妹夫，竟
然劝白大妈做鬼子的姨太，遭到大妈的唾骂，并要跳
井自杀。最后，靠地下组织的活动，敌人才将白大妈
和其他四位乡亲放了回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白云友和他的战友坚

持在山上打游击，藏身在尖山子背后悬崖上的一个狼
洞里，巧妙地与敌人周旋。白云友曾担任八区的通讯
班班长，同时负责政工宣传工作。一个大雾天，白云
友和同志们正在日头圈北坝墙下开会，因为汉奸出
卖，日本兵和伪军突然包围了会议地点，参会人员一

边与鬼子激战，一边借着大雾突围。白云友把自己的帽子扔到岔
路的一边吸引敌人，自己却从相反的方向冲出了包围圈。抗战胜
利后，白云友参加了解放战争，由于工作需要未能随部队南下，留
在下营区继续进行革命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回到了桑树
庵村，当了三十多年村支部书记，直至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
在担任村支书期间，他的几个儿女没有一个利用关系外出

工作。相反，他对儿女要求非常严格，二女儿白桂霞小时想吃白
薯，他只是把白薯的蔓子揪一小块给她，并说：“下边长的白薯是
队里的，不能吃！”还不懂事的三儿子白文祥，掰了队里一根玉
米，他就拿出自家的玉米，绑在队里的那株秸秆上。
“过去的都过去了，不该忘记的是今天的生活是从哪里来的。”白

云友老人感慨地说，白大妈也不住地点头。两位老人的经历令我难
忘，而那个日头圈的月色，也明亮地留在我心中。后来得知，白云友
于2014年逝世，享年92岁，村里的乡亲至今还常常谈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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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春节前后，我去离本村一公
里的九里镇完小上了五年级（当时五六
年级习惯地称为“高小”）。尽管县城尚
未解放，但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已完全掌
握了村镇政权，包括学校中的学生会。
我被选为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学习委员。
主席由六年级的一位王姓同学担任，他
比我大两岁，口才比我好，而且家庭成分
是下中农，而我家为中农。但不知为什
么，当学校成立集市宣传组时，
女教师李老师（后来才知道她
是处于秘密状态的校党支部书
记）不容推脱地指定我为“首
席”宣传讲演员。当时我很清
楚推辞也没用，只有应允。但
心里却不明白：我的口才远不
如王同学，不仅见了生人脸红，
与熟人说话嘴也不听使唤，两
只手都不知往哪搁了。这样的
性格和表现，当个学习委员还
可以，但讲演队长可太不适合了。有时
我想向李老师表白，但一看她那副严肃
的表情，我到口的话便吞了回去。
九里镇是逢三逢七赶集，东西大街

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街道两侧高台阶
上店铺林立，煞是热闹。上午九十点钟，
由李老师亲自带领我和一位张姓女同学
（她也比我大两岁，行动干练，口才也好，
后来才知道她是全校第一位学生党员，
15岁加入党组织）。固定的“讲台”选定
在东西大街路北十字路口关帝庙高台阶
门前，这里是全镇的制高点，视野开阔。
每次向赶集的人们讲演，李老师都推我
第一个“出马”。
容不得我有半点犹豫，她那威严的

目光太厉害了，当我心中还在忐忑不安
时，她在我耳边小声鼓励：“定下心，大胆
地讲。”我面对的是
四乡赶集的人们，他
们都紧盯着我这个
陌生的小孩。我心
里一面是尴尬，一面
是责任；一面是乡亲
略带好奇的期待，一
面是老师的信任与敦促。打鸭子上架也
好，胸中冲激的力量也好，我终于开口
了：“父老乡亲们，叔叔大伯们，大娘姐
妹们，你们好……”
开头时肯定是满面通红，话语还有

点磕磕绊绊，但一旦讲了下去，也就把自
己的一切放在人海之中、人心之中，而渐
渐地“忘我”了。没有现成的讲稿，只有
对日伪的激愤与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感恩
与热爱；加之平时读报的爱好和较好的
记忆力，边讲边形成为一种逻辑力量：
“乡亲们，别看鬼子和二鬼子还在作最后
的挣扎，他们离最后的完全失败已经不
远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我们
八路军、新四军也已展开局部反攻。乡
亲们，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以胜利者的
姿态，迎接全民抗战全胜的曙光！”
平时在学校里读延安《解放日报》和

胶东区党委的《大众报》，对党报的社论
和新闻几乎都装在脑子里，关键时刻，边
涌现边组合，并不觉得有多么费劲。一
轮讲演下来，我见身边不远处的李老师
对我微笑点头，更印证了我今天这开头
的一炮还算可以，没有使老师和乡亲们
失望与扫兴。在后来的集市宣传中，我
的讲演一次比一次熟练，一次比一次更
投入，即使没有李老师在场，也能和宣传
组的其他同学一起胜任地完成任务。这
时，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从性格上
说，最无优势的我竟能被老师选中？而
最后又确能不辜负老师们的期望？真
的，只要我一上场，一面对群众，就像变
了一个人，但一回到平常的环境中，我还
是那么脸皮薄，与人打交道还是往往不

好意思，这又是为什么？
不管怎样，我还是坚持了下来，也没

有因此而耽误了学业，期考的成绩总还
是名列前茅。哦，对啦，在鬼子投降、县
城解放前的半年中，我们在集日宣传中
也碰上县城的日伪军突袭，但因有“两河
水”的伪镇长（即与日伪和抗日政权都有
联系）事前向我们校长报信，我们宣传组
早有准备而未遭受损失。

本年秋天，县城解放，学校秋假过
后，女李老师和另一位男战老师，有一天
很郑重地把我叫到教导室，分派了一项
新的任务，即夜晚在九里镇最高的屋顶
上开展广播宣传时事，以使解放区人民
群众及时了解形势发展，提高觉悟。成
员有我，还有我村的张洪琛、我姐姐和另
一位男同学田守仁（后来才知道，张洪琛
和我姐姐都是秘密的学生党员）。这桩
任务，我又被老师指定为“首席”播音员，
我知道推脱也没用，只有服从，理由嘛，
根本没有问的余地。
秋收秋种期间，乡亲们喜欢在自家

院里吃晚饭，我们的“土广播”在这个时
段播音，自然是一种最佳选择——“收听
率”是最高的，每句话大都能送进乡亲的
耳朵里。具体负责“土广播”的是体育课

教师战老师，他选定
的“广播台”是本镇的
一家孙姓富户，但他
们在日本投降前全家
移居天津，此时的高
房子没有人住，因此
也不致受到干扰。我

虽然自小生长于农村，但登高并非我的
强项，好在身手还算灵活，又有战老师悉
心照护，因此踏上大长梯子上得还算利
落，稳坐瓦垄，手持纸壳卷成的大号筒
子，有满天的星月笼照，高树枝叶抚摩头
顶，我从容不迫地按照《解放日报》文章
准备的腹稿，大声开讲：“乡亲们，我们
的广播站今晚播讲的题目是：《反对内
战，全力保卫抗战胜利果实》……”
第二年（1946），我记忆最深的一次

播音是：“动员起来，粉碎国民党反动派
发动内战的阴谋。”内中的一些句子我至
今记忆犹新：“他们正在屠刀霍霍，在美
国主子的大力支持下，以四百三十万的大
军向解放区发起进攻，妄图变解放区为人
间地狱，毁掉解放区人民和平安定的幸福
生活……蒋介石作为反共反人民的罪魁
祸首，与历史上的汉奸卖国贼秦桧、张邦
昌、吴三桂、洪承畴、袁世凯、汪精卫之类
一丘之貉，坏事做绝，罄竹难书……”
偶尔有从海上美蒋军舰上起飞的敌

夜航飞机，从头顶上掠过，但这些都没有
阻断我们“土广播”发出的声音。在“土
广播”的过程中，也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插
曲。譬如说：在从我村去九里镇的必经
之路上，有一处乱葬岗。这中间有不少
散乱的人的遗骨：有的是无家可归的穷
人，死后被人以草席卷尸浅埋此地，后来
遗骨被雨水冲刷出来；有的是孩童早夭，
按当地陈规不葬，只用草席一卷扔在这
乱葬岗……人骨夜间发出闪闪磷光，俗
称“鬼火”，还有什么看见了“不吉利”之
类的妄说。张洪琛和我姐姐虽比我大，
对这“鬼火”却有点害怕，主张多绕几里

地躲着走。我挺着胆子说：“我给你们保
驾，啥事也没有。”田守仁也帮着我说，他
俩才放弃了绕道的提议。为从根本上消
除他们的不安，我参照我叔伯二舅的指
点，自告奋勇走在前面，脱下一只鞋子把
磷光都拍在松土里，使他们更放心大胆
地走了过去。
在夏秋季节，晚上赶上大雨是常事，

1946年，入伏后的一场大雨好险，急风
暴雨几乎将我们的梯子掀倒，
幸而战老师练过武术，独自扛
梯力扶险局，助我从三米处的
梯级处跳了下来。田守仁不顾
身小力弱，又助我立稳，没有滑
向不远处的沟渠。人生，相互
扶助的战争岁月的人生。当时
没有天气预报，没有任何稍可
遮挡的雨具，四个小伙伴两男
两女，凭着一股子少年的热情
与无私的坚毅，冒着斜劈鞭抽

的暴雨，蹚着水花迸溅的积水，没有手
电，只靠闪电偶或照明，往一公里外的本
村奋力跑去。所幸，路太熟悉，纵是摸黑
也能扑回家去！
临近村头，已经看见母亲手撑一方雨

布，在村头焦急地等待，一双小脚不住地
踱着，迎接一双儿女的到来。及至接到，
她又将雨布递给我和姐姐撑着，口里不住
地念叨：“没事儿就好，没事儿就好。”
这就是母亲，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

的农家妇女，不阻挠儿女投身革命就是
好母亲。距此整整10年以后，我在大学
一年级时写了一篇散文，题名就叫《回忆
我们的“土广播”》，发表于《天津日报》文
艺副刊，中间有这样几句：“雨下着下着，
年复一年地下着，但已不是1946年的
雨，而是1956年的雨了。”也许是其中寓
有一种时代沧桑感，一直为本班爱好文
学的同学所记诵。
我们的“土广播”，始于日寇投降、县

城解放之后，结束于我高小毕业。1947
年春末，我参加由王县长带队的全县支
前大军中的“少年儿童宣传队”，远赴沂
蒙占地——那是我生命中的另一篇章。
我们当时的宣传方式，当然不只是集市
宣传和“土广播”，还有通常的黑板报等
等。在九里镇，大块的黑板报主要有两
处：一在大街东头北侧关帝庙旁，主要由
学生会长王姓同学负责；另一处在大街
西头邮政代办所旁的石灰墙上。这是日
寇投降后，由战老师和我以及田守仁同
学制作的，平时更换板报内容由我相机
处理。我永远忘不了的是1946年深秋，
当我与女李老师等去掖县前线慰问劳军
回来后的一则战况捷报——

掖南我军粉子山阻击战胜利结束

敌第八军103师遭重创

166师丧失战斗力

我军于完成预定战略目标后转至新

阵地

我参军4年后，第一次回家探望父
母乡亲，还专门来到富有纪念意义的九
里镇大街上看了一下。这处黑板报竟然
还在，但已十分陈旧。看来它已搁置不
用，我仔细一想，我写上述战报已过去6
年之久，岁月何其匆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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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绽放的一部分，是我祖国的一部分

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却隔着生与死，战争与和平，喧嚣与宁静

相框里的农运前驱、起义先锋、倒水英雄

相框外的红安、麻城、黄冈，血肉凿成

94年，你已替我走了最艰难的路

再过几个月，麦子就要熟了

可绿色原野里没有你，落日余晖里没有你

你不会长出额间的皱纹

不会喝上老君眉，不会切开臭皮子

不会咬上煨葫芦，不会闻见红苕香

早生些年，我许是你的战友

现在，许是你的孙伙计

我要向你，向你们深深地鞠躬

为拥有的熠熠河山和未曾经历的烽火而

羞惭

这个曾来过的世界，没有你们的气息

偌大的纪念馆，却响起一个时代的轰鸣

将军在天堂，将军街在地上

长胜街不是街，是六渡桥，横过水面

七里坪不是坪，是小汉口，风起云涌

大别山不是山，是根据地，处处忠骨

将军县不只将军，有48万铜锣，600米摇篮

镰刀、锄头、耙子，农具就是兵器

枪声、炮声、喊声，风声就是鼓声

骨头和骨头挤在一起，擦出惊雷

江水和江水挤在一起，迸发闪电

223名将军，22552个名字，14万英灵

九月暴动后的鄂东军，用身体做桩

把自己钉在1927年，钉在1796平方公里

每一根骨头都能让人长跪不起

这忧患人间的悲悯，已成为一段历史的前言

这大地愈合后的伤口，已长出青青草色

而时间的钝刃依然绞轧我

这刺骨的河水淌过我的亲人

一定是卵石的苍白砸出探路者的痛吟

一定是天空的蔚蓝映照掘墓人的回声

一定是深夜的星火燃烧这拳拳之心

一定是虎威抖擞一声长啸众山鸣

谁来撼动你，谁就被震撼

在泥土里埋葬的，就在泥土里重生

今夜，瓜瓞绵延，河山浩荡

将军在天堂，将军街在地上

母亲，请送我一树杜鹃

母亲，我想您了

想佝偻的身影是否抖落

清晨的露水是否染湿了

您脚下的我

企望您穿着的那双白鞋

鞋尖上喜鹊啄着蚯蚓

蚯蚓穿透土壤，叫醒我

最后的时刻已过

母亲，请让我倒着活

活在一个又一个兄弟倒下之前

活在一个兄弟换回一个兄弟之前

如果能活在你把我交给敌人之前

我要一只铜锣敲响大别山

我要一腔热血射透司马岩

我要回到您镰刀斧头的坚韧

我要回到您帽檐上的五角星

回到您的心头血，回到您的杜鹃红

母亲，请送我一树杜鹃吧

我不在意碑上的名字

14万杜鹃插遍，我站成您的天门山

汉江归来，我站成您的倒水河

母亲，我站着，我站着

我在昨日的土地上倒下

只为您在今日的土地上站着

作者简介：张彤，江苏南通人，天津

市作家协会会员，北京老舍文学院诗歌

高研班学员，曾出版《永不谋面的知己》

《非白》等作品，多次获得全国和天津市

诗歌、散文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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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名者
——写给红安县黄麻起义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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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

最腼腆的孩子
当了“首席”宣传员

石 英

征文作品专版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是我
国第一所面向聋人的高等工科特殊
教育学院，2002年9月,陈省身为该院
题词“前途无量”，予以鼓励和祝愿。

2002年10月,天津工业大学
理学院的数学专业，为了奖励优
秀师生，设立了“数学英才奖”并请陈
省身题写了“数学英才奖”几个大字。

2004年元旦,在得知近百名天津
市中小学特级教师受聘经报进修学院
“名师之旅”助学活动时，陈省身先生
十分高兴，嘱咐道：“孩子的事一定要
办好！”继而写下“名师之旅”四个大
字，托人送到受聘现场。

最有意义的一次题词，是陈省身
为“我与数学”征文题词。那是2003
年8月18日至12月31日，天津日报与
天津科技馆共同举办“我与数学”有奖
征文。陈省身预祝获得成功，题写了
“数学使问题简单化，科学简单化”的
箴言，意味深长。

此外，他还为天津《今晚报》题词：
“无忧无虑，快活度老”。道出了一个
普通市民的心愿。

在为各方题词之外，晚年的陈省
身也有兴趣作诗。他尤其喜欢李商隐
的《锦瑟》诗。原诗如下：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此诗虽然有些朦胧，却历来为人

传诵。后世对这首诗的解释众说纷纭，
有说咏物的，有说追忆爱情的，近来则多
认为是一首晚年回忆之作。

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叶
嘉莹，是陈省身的朋友。她曾任美国哈佛
大学、密歇根大学及哥伦比亚大学客座教
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
授。因为大家都在南开，常常谈论诗词。
叶嘉莹和陈省身的观点相似，都认为《锦
瑟》是李商隐的自序之作。2004年10月，是
叶嘉莹的80寿期。陈省身为了表示祝贺，
在10月21日举行的祝寿研讨会上，当众拿
出装裱考究的题诗，内容如下：

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词。

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伦。

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

这明显是套用李商隐的《锦瑟》。叶
嘉莹是诗词名家，感慨地说，若撇开外表
的诗词格律而论诗歌的本质，则先生这
首诗所表现的情谊之真诚，事典之贴切，
却决然是一首好诗。

2002年，许多人都接到陈省身的新年贺
卡。正面是他的近照，背面印有他的一首诗：

筹算吸引离世远，垂老还乡亦自欢。

回首当年旧游地，一生得失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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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有兴趣作诗

在接受采访时，王惠芬吐露了
她的苦衷：“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
会成立后，多次为贫困学生捐款，经
费上早已捉襟见肘。他的生活很清
贫，也从未接受过社会赞助。王老
希望通过媒体的宣传，能让一些企
业为这项公益事业奉献一份爱心。”其
实，她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再有三万元就
可以了。最终，在一些爱心人士的帮助
下，《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王莘抗击
“非典”新歌创作专辑》如期出版，并赠送
给北京小汤山等医院的“白衣天使”们。
如果说，人生是一部交响乐的话，

那么，对王莘来说，荣获首届中国音乐
“金唱片奖”和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
“终身荣誉勋章”，便堪称他人生的巅
峰时刻、华彩乐章了。“金唱片奖”被称
为中国的“格莱美”，是我国音乐界的
国家级大奖，从1989年创立以来，已
奖励了几百名在本土音乐、戏曲创作
和表演中成就斐然的艺术家。1989
年，王莘与李焕之、何占豪、陈刚、乔
羽、刘炽、施光南等音乐家，梅兰芳、程
砚秋、常香玉、新凤霞、郭兰英等表演
艺术家一起，荣获了首届“金唱片奖”。
中国音乐金钟奖创办于2001年，

是由中国文联、中国音协共同
主办的音乐专业奖项，是与戏
剧梅花奖、电影金鸡奖、电视
金鹰奖并列的国家级艺术大
奖。首届金钟奖“终身荣誉勋
章”授予了吕骥、孙慎、李凌、

李德伦、周小燕、周巍峙、缪天瑞、瞿希贤、
王莘、时乐蒙、沈亚威、孟波、卢肃等27人。
作为金钟奖的发起人，时任中国音

协名誉主席的傅庚辰接受媒体采访，谈
及终身成就奖的评定标准时，特别举出
王莘的例子：“像《歌唱祖国》的作者王
莘，他半身不遂，上台指挥大家唱歌，只
能用半边胳膊指挥……看到王莘那样了
还在指挥，内心非常感动。”而更令他感
动是，他在为王莘授奖时发生的一幕。
首届“金钟奖”颁奖会是在河北省廊

坊市举办的。王莘因身体原因，由傅庚辰
亲自到王莘下榻的酒店为他颁发。当时
在场的有王莘夫妇、他的儿子王斌和儿媳
小华，以及一屋子媒体记者。当傅庚辰代
表“金钟奖”组委会，将金光闪闪的勋章挂
在王莘脖子上时，王莘马上摘下来，挂上，
又摘下，傅庚辰感到困惑不解，说：“王老，
您先把勋章戴上，等记者们照完相再摘下
来，好不好？”王莘指指身后的小华说：“没

有她，早就没有我了，应当给她戴
上！”小华瞬间泪奔，当即俯首劝
慰道：“老父，您先戴好，一会儿我
一定戴上！”王莘这才让傅庚辰将
勋章戴在自己胸前。王莘为何
要将勋章戴在小华身上呢？

105 “金钟”时刻

苗万贯坐在车里，战战兢兢地
问：“严大队长，咱们这是往哪儿去？”
一把冰凉的斧子贴在苗万贯的胸前：
“闭嘴，不许问！”借着这车外射进来
的探照灯光，苗万贯这时才看清，车
厢里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迎面坐着
的正是三水镇的李镇长，两旁还有两个
警察，等他细一看，才认出这两个警察，
一个是盐民游击队的张小虎，另一个拿
着斧子的这位，看着也有些面熟，但是想
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见这明晃晃的斧
子，在胸口这儿顶着，吓得他一个劲儿地
往后仰，乖乖地坐在了李大麻子身旁，
心脏“怦怦怦”乱跳，不知是吉还是凶。

这辆马拉轿车飞快地往前跑着，
闯出了盐警大队部那炮楼上探照灯光
的射区，眼前已经来到三水镇最后一
道岗卡大石桥了，过了这座大石桥，就
是通往火车站的公路，公路两边都是
农田，到了那里就可以随意行动了。
大石桥的北头有两间草房，每天夜间
里边都亮着灯，站岗的民夫和警察在
这里值勤。可是今天，这两间草房里
的灯却黑着，桥头的那盏路灯换上了
大泡儿，将这座大石桥照得通明。在
这里值勤的人员都躲在黑灯影里，今
天值勤的没有民夫，都是警察和盐警，
而且全副武装。虽然现在小雨已经停
了，但他们仍披着雨衣，端着大枪，在
电灯的背后，朝着四下里张望着。

远远地就看见，从三水镇方向跑来
一辆马拉轿车，车上还坐着人。这辆马拉

的胶轮轿车一上大石桥，那几个站岗的都靠
了过来，拦住大车询问。车把式把缰绳一
勒，大车停在了大石桥上。一个盐警班长打
着手电问：“哪儿的车，干什么去？”严志诚坐
在车上，他把雨衣的帽子往后拉了一下，雨
衣的怀一敞，露出了他那身盐警军官制服，
把眼一瞪，说：“奉了雷大队长的命令，李镇
长要到车站去一趟。”这个盐警班长朝着严
志诚敬了个礼：“您是……”“怎么，不认识
吗？”盐警班长见李镇长和苗万贯，都在车里
坐着，里边还有两个警察，于是他把身子一
闪，让到了一边：“认识、认识。”赶车的把式把
鞭子一摇：“驾！”这大车就过了大石桥，走
上了通往三水镇火车站的公路。

大车过后，这个值勤的盐警班长觉得
不妥，虽然有盐警的官儿在车上，李镇长
也坐在车里，但来的时候，雷大队长命令
是任何人也不许过的。他想到这里，忙到
那两间草房，给盐警大队长去电话。这
时，小雨已经不下了，但地上仍然积满了
雨水，这条炉灰公路由于年久失修，也出
现了很多坑洼，大车在这颠簸的公路上急
速前行。走出这大石桥约有二里来路，严
志诚马上命令：“停车！”赶车的把式吆喝
了一声“吁”，一拉马的缰绳，这匹大青马
稳住四蹄，马拉轿车停在了公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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