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旧城区的乌金巷做头发，一进门就看到
理发师小陈，正边打电话边哭。旁边一个卖保
险的女人，尴尬地坐在一旁，替小陈叹着气。
我看了看，没跟已经泣不成声的小陈打招呼，
扭头出门，到对面的阿三油煎店吃饭。
饭菜难吃，倒是听见哄着三岁女娃的老板

娘，不停地接着外卖订单。一帘之
隔的厨房里，大约是她丈夫的男人，
正将锅碗瓢盆弄得叮当作响。整个
饭馆里只有我一个食客，窗外的乌
金巷有些冷清，好像人们已经提前
回家过节，就连空气都荡漾着一丝
孤独。
草草吃了几口饭，就又回到小

陈的理发店。她已经哭完，眼睛红
肿，原本就粗糙暗沉的皮肤，因为睡
眠不好，眼袋愈发地下垂，仿佛那里
挂满了她在人间的苦楚。卖保险的
女人大约觉得这不是一个推销的好
时机，讪讪地说了几句废话，就起身
离去。
我直截了当问她：“给谁打电

话，哭成这样？”
她的眼泪再次像开了闸的洪

水，汹涌而出，并用提高八倍、似乎
要把整个理发店都掀翻的声音颤抖
着控诉道：“我大嫂太过分了！我弟弟癌症快
要死了，当初大哥大嫂找弟弟动不动就要钱，
有数的欠了十万块，没数的几百上千，加起来
更不知有多少！可是现在，弟弟因为没有钱买
药，我让他们汇钱，我从呼和浩特买药回去，结
果我大嫂直接说没钱！又说弟弟自己有钱不
治病，怨谁呢？他们就是这么狠心！如果我弟
弟有个三长两短，我会怨恨他们一辈子，再也
不跟他们来往！”
我直接骂小陈：“你能不能先把自己的事

情管好，再管别人？他们的关系怎样，跟你有
什么关系呢？你看看你自己，20岁来到呼和浩
特，现在都40岁了，一分钱没存下，一间房子没
买到，一个好男人没找到，开个理发店还越开
越偏僻！我要是你，早就存下三套房，租下一
个大理发店，雇人理发当老板了。难道你还没
看明白，一切都是钱的事？你如果有钱，直接
拿出钱来给弟弟买药，现在还会跟大哥大嫂纠
结这些破事？你知不知道，人过于善良，有时
就是笨、傻，就会被人欺负啊？”
小陈终于被我骂得停止了哭泣：“我的钱

刚刚拿去交了店铺租金，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说
得对，都怨我太笨了，找了一个又一个男人，都在
花光了我的钱后离开了我，现在我再也不恨他们，
只恨自己那时太傻了……”
两个人一时间找不到话说。
一个男人打电话过来，问小陈吃饭了没有？

小陈冷冰冰地说忙，便“啪”一下挂断
了。我问，又有人介绍新的男朋友给
你了吗？她说不是，她交了几百块钱
的年费，在百合网上找的网友，还没有
见过面，只知道这个人在呼和浩特打
工，每个月3000块钱工资，在老家县
城有一套房子，一个车库，但卖了也就
值20万元。她觉得不靠谱，淡淡地先
聊着。

我说千万别相信网上的男人啊。
她说她也不信，可是因为好朋友莎莎，
在百合网上找了一个好男人，已经结
婚生子，而且男人有一份月入8000元
的正式工作，还有房子，父母在三亚也
有房产，她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也去
注册了一个号。不过莎莎也是在百合
网找了10年，才碰到这样一个好男
人，算是万里挑一，剩下来的估计也没
什么好的人了吧。

又无意中聊起她的腰椎病，问好
一些了没有？她突然兴奋地向我推荐一个传统疗
法，虽然说不出名字，但是据说不管什么病，吃半
年药肯定会好，而且连听三天课，病会好上大半。
她当初带弟弟去听课，听了三天，病就感觉好了许
多。我笑她：那是吃的药在起作用，不是听课听
的，如果病都是这样好治，还要医生干什么？
“不，真的有效，我开始也不相信，但我周围

好多人都听课听好了，我当时经过他们看病的房
间的时候，闻到里面散发着异香，看病的人都进
入睡眠状态，我弟弟当时就说困得要死，又感觉
一个人在猛烈地推你一掌，但睁开眼睛却什么也
没有……”
我知道小陈有陷入虚假宣传的麻烦，便叹口

气，阻止她说：“小陈，千万别再相信这些骗人的把
戏了，你要努力攒钱，学会好好爱自己，至于爱情
和婚姻，暂时不要勉强，人生会慢慢好起来的。”
小陈看看窗外冷寂的街巷，低声回复我说：

“好吧。”
做完头发出门，已是晚上10点。夜空中一颗

星星也没有，但我却希望某一天，会有那么微弱的
一颗，照亮小陈深巷中隐匿的店面。

或许长江对武汉情有独钟，过了嘉鱼县，流
经张家湾时，突然像个顽皮孩子，由东北朝向奔
向西北，然后又正北，继而扭头回转东南，这才跑
回原来的方向，流向武汉。这一大圈足有40多公
里，这个被长江圈起来的地方，就叫簰洲湾。
簰洲湾位于湖北嘉鱼县东北，武汉上游70公

里处的长江南岸。簰洲湾的名字有两个说法：一
是传说有位仙人乘竹筏游江，在船上玩牌，走到
长江这个地方，不慎将一块骨牌掉到了江里，这
骨牌变成了一片沃土，簰洲湾由此得名。另一个
说法，是因当地人早年在这里放木排而得名。无
论哪个说法，都有一个“湾”字，就是这个“湾”字，
将这里的特殊地形地貌，作了一个生动
概括。
簰洲湾的名声，还因为那里矗立着

19位烈士的墓碑，簰洲湾的土地，将19
位英雄的英魂，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今
年春天，为采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我从
天津出发，奔赴山东、河南、安徽、湖南、
陕西、湖北、甘肃等地后，专程来到簰洲
湾，采访烈士的父母和亲属，并祭拜19
位烈士英灵。
在那里，我见到当年抗洪抢险英雄

部队的一位首长，原广州空军某部高炮
5团的杨政委，印象极深。他是我来到
武汉的第一个受访者，无论是形象，还是
谈吐，他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他
中等身材，衣着简朴，满面红光，已经退休10年，
依然军旅英气，神采奕奕。簰洲湾长眠着的那19
位烈士，曾是他朝夕相处的战友。他的介绍，再
现了烈士的英雄壮举，以及那场惊心动魄、催人
泪下的抗洪战斗。
那是1998年8月1日，部队举行庆祝八一建

军节活动，当地政府和各界群众，带着文艺节目、
带着各种食品，来部队进行慰问。在九峰山营
地，锣鼓喧天，彩旗飘扬，军民联欢，场面热烈。
此时，湖北电视台前来采访抢险第一线的官兵，
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镜头。记者把话筒举到
高炮团225营1连高指导员面前，请他讲几句话。
面对人民的信任，高指导员坚定地说：确保长江
大堤的安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是人民
子弟兵的使命。我们这次参加抗洪抢险，身负重
要职责，灾区人民就是我们的亲人。谁能想到，
几个小时之后，高指导员
等19名干部战士，英勇牺
牲在抢险现场。
晚上8点整，指战员们

吃过晚饭，正要进行军事
教育。突然接到上级防汛
指挥部命令：簰洲湾中垸
村长江大堤出现一股强力管涌，要求部队火速赶
到现场，坚决堵住管涌，防止大堤溃口！3分钟
后，168名指战员集合完毕，分乘牵引车和越野吉
普车，向簰洲湾火速进发。
指战员们到达中堡村时，许多群众已开始惊

慌地撤离家园。这时，路上有了积水，而且在不
断地上涨，一会儿，有半个车轮子高了，再一会
儿，已经漫过整个车轮了。指战员预料到了前面
的危险，是前进，还是撤退？抢险、抢险，前面有
危险，必须去抢险，就是刀山火海也要往前冲！
这是军人的天职。
水越来越深，路面和田野连成一片汪洋。高

炮团是牵引车，排气管向上弯起，离地面一米多，
易于涉水。但汽车前行，只能靠路边的树木和电
线杆辨认道路，汽车像船一样在水里游动。前面
舟桥旅的两辆汽车突然抛锚，挡住了高炮团前行
的道路。舟桥旅是运输车，排气管已经进水，只
好将汽车推向路边，给高炮团让路。
距离中垸村江堤只有200米的时候，大堤突

然决口，口子越撕越大，从几米宽一下子扩大到
几十米、几百米，汹涌的洪水排山倒海一般扑来，
洪水和地面的落差有8米多高，水泻下来，又翻起
来，什么车也开不动了。很快，水位上升到2米、3
米……水里漂浮的东西越来越多，还有孩子的哭
喊声，情况紧急。高炮团的车虽然又高又重，照
样像火柴盒一样，被洪水掀翻，车上的指战员也
被冲散。
高炮团抢险队伍一百多人，救生器材却只有

几十件，怎么办？在场的干部当机立断，保护战
友、保护群众，自救互救，把自己的生放在后面，
把老百姓和战友的生放在第一位。于是立即调
整救生器材，把最初分配给下水堵管涌突击队员
的救生衣，让给不会游泳的战士；干部、党员的救
生衣，让给新战士；遇到危急中的群众，军人把救
生衣让给群众。
然后是迅速铲破车上的防护网，游出水面，

到波涛中去，营救被困群众，把他们往屋顶上送，
往路边的树上送。那个场景真是惊心动魄、感人
肺腑！部队也有宣传干部、报道员，但车里的照
相机都被洪水冲走了，后来新闻记者坐着冲锋舟

拍的照片，只是冰山一角。
第一时间，军区首长及地方政府，迅速带领

救援队伍抵达簰洲湾，冲锋舟在水面搜索，直升
机空投大量救生衣。树上和屋顶上的被困群众，
被迅速转移到安全地方。当时，被困在树上的战
士们，不畏艰难，互相鼓励，唱歌、讲故事，避免因
疲倦再卷进水里，场面感人。
第二天凌晨，两支部队的300多名指战员，陆

陆续续被救上岸，高指导员等19名干部战士，却
再也没有找回来。那天夜里，1连连长黄顺华，强
迫高指导员穿上一件救生衣。出发前，高指导员
正发烧，女儿也发烧。营首长不让他去参加抢
险，在家休息，照顾孩子。他说，关键时刻，连里
没有主管那怎么行？硬是带病上了前线。
在洪水滔天的危急关头，他站在车顶上，坚持

指挥营救被洪水冲走的战友和群众。夜色中，他在
激流中寻找还有没有被困的
人，一眼看见车顶左前方一个
战友，眼神里透出惊恐和绝
望，那是11班的一名新战士，
没有穿救生衣。高指导员迅
速解开自己的救生衣给他穿
上。新战士不肯，说指导员你

身体不好，还要指挥救援，比我更需要。高指导员
不容分说，把救生衣给战士套在身上，命令道：听我
的。你是陕西人，旱鸭子，我会游泳，没事。
汹涌的洪水一下子把他们冲进波涛，高指导

员指挥着战友们往大树上转移，自己却投入洪流
中救人。在连续营救了两名战友和多名群众后，
终因体力不支，被洪水卷走……
19名烈士中，有5名战士生前已经定了婚期，

即将成为新郎，无情的洪水夺走了他们的生命，
也夺走了他们幸福的家庭。共产党员、火炮技师
朱仁堂，28岁，家住湖南新邵县诚实村，空军高炮
学院火炮技师班毕业，分配在团教导队任教官，
因工作需要调1连任火炮技师。1996年正月，他
与当地姑娘龙娟确立恋爱关系，并领取了结婚
证，两人商定1998年10月1日结婚。
在与洪水搏斗中，朱仁堂主动协助连干部应

对急险，组织战士分组自救。当他看到一位防汛
指挥部首长没有救生器材时，就把连长调整给自
己的救生圈让给首长。首长说，你不会游泳，不
能离开救生圈。朱仁堂说，您肩上的担子比我们
重啊！说着脱下救生圈，套在了首长身上。不会
游泳的朱仁堂，下水之后游了10多米，便被洪水
冲走了。
后来，这位首长又把救生圈让给一名新战

士，身先士卒指挥抗洪抢险。朱仁堂和首长谱写
了一曲士兵救首长，首长救士兵、可歌可泣的动
人颂歌。
陕西籍战士马斐，湖南籍战士梁力、丁云丰，

甘肃籍战士惠伟为、曹军平、廖国栋等，年仅18
岁，入伍刚刚8个月。8个月前，披红戴花光荣入
伍，如今，为祖国、为人民献出宝贵生命。在他们
当中，不少还是父母膝下的独生子，在生与死的
挑战面前，他们毅然把生的希望让给别人，把死
的危险留给了自己。
杨政委告诉我，簰洲湾大堤的溃口，是不可

抗拒的。为什么这样讲，因为长江水位高，长时
间的江水浸泡，大堤的坚韧度受损。簰洲湾正好
是长江的回流带，它所承受的冲刷力可想而知。
还有，簰洲湾这段江堤，是上世纪30年代修筑的，
堤基下面垫的都是芦苇、杂草，上面全是泥沙，加

上管涌作祟，大堤的溃口不是江水冲垮
的，是直接塌下去的。
第二天早晨，我们要去簰洲湾。我

捧着一束束鲜花，赴簰洲湾烈士陵园，
祭拜19位抗洪烈士。

高指导员的爱人鲁蓓，原在一家企
业工作，丈夫牺牲后，政府安排她到税务
部门工作，现已退休。23年含辛茹苦，把
他们的女儿抚养长大。女儿身穿军装，
英姿飒爽，在爸爸原来的部队服役，已是
一位中尉军官了。3岁的外孙女小瑞勋，
聪明伶俐，活泼可爱。一家三代来看望
亲人，高指导员“见”了一定欣慰。
我们的车子在江堤上飞奔。江水拍

打着江堤，溅起朵朵浪花，江面上一艘艘
船舶破浪而行，两岸树木犹如画卷展现在眼前。田
里的水稻望不到边，绿色的稻穗开始泛黄。小满前
后，北方的水稻刚刚插秧，这里已是收获的景象。
簰洲湾烈士陵园，就坐落在一片绿色之中。
白柱青瓦的大牌坊门，庄严肃穆：簰洲湾九

八抗洪烈士陵园。两边的门柱上悬挂着金黄色
的铜牌，铜牌上书一副对联：英雄壮举气贯长虹
惊天地，烈士精神永垂不朽铸丰碑。陵园内，绿
树掩映，松柏参天。院内甬道两边立着宣传橱
窗，里面镶嵌着抗洪烈士生前战斗的照片，以及
各级领导和各地群众前来祭扫的场面。19座墓
碑，矗立在一片绿树之中，墓碑前面刻写着烈士
英名和生卒年月，后面是他们的英雄事迹。高指
导员是烈士中的指挥员，他的墓地在前面中间位
置，其他18位烈士墓地呈弧形分列两边。19座墓
碑，如同19位钢筋铁骨的勇士，手挽手、肩并肩，
形成又一道坚固的大提，守护着长江，守护着簰
洲湾，守护着家园的安宁。
我们依次向烈士献花、鞠躬。墓碑上烈士的

名字，金光闪闪，映红了簰洲湾的万亩良田，映红
了滚滚流淌的长江水，也映红了每一个祭拜者的
面庞。我们走出陵园时，不见了小瑞勋。回头一
看，她却坐在外公的墓碑旁，不肯离去。肉嘟嘟
的小手抚摸着墓碑，望着外公的遗像。妈妈抱起
孩子，小瑞勋问：妈妈，您说外公累了，睡觉了。
咱们来看外公，他怎么还不醒呢？妈妈说：外公
实在太累了，他需要休息很长很长时间……
离开武汉，跨省走县，我又拜访了五十多位

烈士的父母和亲属。老人们都这样告诉我，有党
和政府的关怀，他们的晚年很幸福。国家给了抚
恤金，烈士亲属都安排了工作，各级政府经常派
人到家中问寒问暖，社会各界也伸出关爱之手，
出资为烈士父母建房、购买养老保险等，照顾得
就像亲生儿女一样。
烈士梁力是个独生子，他的父亲住在湖南衡

阳。我曾两次到衡阳采访老人，他总是忘不了问
我一句话：“你说我的命是苦，还是甜？”
老人原来在衡阳一个绝缘材料厂当技术员，

家里有房子，妻子是知青，长得漂亮。经人介绍，
他们一见钟情，结婚后，一个在海南岛，一个在湘
江边，两地分居。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后，只3
天便得了吸入性肺炎，还没来得及起名字便夭折
了。第二年，妻子申请病退，回到衡阳。年底，第
二个孩子出生，是
个男孩，不幸再次
发生，孩子脐带绕
颈，出生后留下后
遗症，21天后还是
死了。他们的第三
个孩子就是梁力，
立冬那天出生，母

子平安。两口子抱着啼哭的梁力，喜泪纵横，孩
子，你的命多么金贵啊，不盼你发财，不盼你当
官，就盼你长命百岁，能为我们养老送终。
梁力牺牲的消息传来，夫妻俩哭天抢地，妻

子喊着儿子的名字，天天围着屋子哭，丈夫白天
劝妻子，夜里独自跑到湘江边流泪，我们的命怎
么就这么苦啊……这时，有两个年轻人先后来到
他们身边，一个是海河边的复员军人，一个是湘
江边的女广告人。他们说的是同一个心愿：从今
天起，我们就是您的儿子和女儿，养老送终，照顾
你们一辈子。
夫妻俩顿时止住了眼泪，看到了生活的希

望。他们原来挤在一间15平方米的小屋，为了缓
解见物思人的痛苦，天津的儿子出钱，给他们在
衡阳市中心，买了一套3居室的房子。湘江的女
儿离得近，经常来家里照顾老人，逢年过节就给
老人买礼物，还把老两口请到家里吃饭，亲得就
像一家人一样。
2014年11月，梁力的母亲患脑溢血住院，昏

迷不醒，靠氧气和输液维持生命。丈夫六神无
主，先给女儿打了电
话，女儿急忙赶到医
院，忙前忙后伺候在
床头，有时工作忙，
就换姐姐来医院替
她伺候。随后又给
儿子打电话，说你妈
妈不行了……儿子

立刻坐飞机赶到衡阳，急匆匆来到医院监护室，趴在
病床旁，哭出了声：妈妈，儿子看您来了。奇迹发生
了：脑死亡已经20个小时的病人，眼角竟然流出了
泪水。父亲说，妈妈是在等儿子啊。
老人安详地走了。作为儿子和女儿，按照当地

风俗料理了后事，还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妈妈的墓碑
上，真正兑现了养老送终。此事在衡阳传为佳话，电
视台还专门进行了采访。
事后，有人跟梁力父亲开玩笑说：妈妈走了，爸

爸就“斜鼓（当地俗语，丢了，忘了）”了。去年年底，
我在衡阳采访时，正好遇见儿子和女儿请老人吃
饭。一儿一女陪伴在身边，亲如一家。妈妈走了，爸
爸没有被“斜鼓”。
前些天，梁力父亲给我发来一张照片，是一家三

口的，他坐在中间，一儿一女站在两边。还传来文字
问我：“我现在儿女双全了，你说我的命是苦，是甜？”
我回答：“是甜！”
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之所以历经无数灾厄，仍旧

一往无前，就是因为在大灾大难面前，有中国共产党
的坚强领导，有无数挺身而出、舍生忘死、为党和人
民的利益甘心奉献一切，甚至生命的英雄和烈士。
簰洲湾19位英雄的名字，不，共和国所有英雄的名
字，永远铭刻在中华民族历史的丰碑上！

作者简介：高林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

文学会理事、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两届签约项目

作家，已发表文学作品150多万字，散文集《家乡那

条河》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21届东丽杯孙犁散

文奖一等奖等。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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簰洲湾那19座墓碑
高林有

这艘游船发生的故事，生动
地告诉人们什么是“国家兴亡，匹
夫有责”，什么是“苟利国家生死
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什么是国
家大义。因为这段重大的历史，
这艘游船获得了一个永载中国革
命史册的名字——红船。

之所以称为红船，应当是取自
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之意，红
色象征进步与光明，红色寓意革命
和奋进，红色的火种是从这里开始
传遍神州大地。可以说，红船是中
国共产党的“母亲船”，是中国革命
源头的象征。党的星星之火，从南
湖红船开始，以燎原之势蔓延到全
国各地，从此，它引领中国人民进入
了一个新时代。

1964年，董必武重来南湖，感慨
万千，挥毫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
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
节，烟雨迷蒙访旧踪。”改革开放以来，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亲切关怀党的诞生地，前来瞻仰
红船。1985年，邓小平亲笔为南湖革
命纪念馆题写馆名。

2005年6月21日，时任浙江省委
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
《弘扬红船精神，走在时代前列》的署
名文章，系统阐述了“红船精神”的历
史及现实意义，将“红船精神”概括为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
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

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10多年来，
“红船精神”丰富的思想价值被不断发
掘，南湖红船成为全国人民尤其是党员
干部心向神往的革命圣地。今天，作为
党的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红船精
神”越发彰显出超越时空的恒久价值和
旺盛生命力。

回首百年，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
处于危难之际，毅然决然地肩负起民族
复兴的神圣使命，历经磨难和牺牲，在一
次次血与火的淬炼与砥砺中，形成了红
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
等宝贵的精神财富。一代又一代中国共
产党人在这些精神的鼓舞和指引下，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抛头颅，洒热血”的
担当，跨越了重重艰难险阻，带领中国人
民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在改革开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实现了
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历史性进步。中国共产党百
年的奋斗史告诉我们，无论过去还是未
来，“红船精神”都永不过时，仍将是中国
共产党引领中国人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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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红船精神”永不过时

为寻求革命真理，王莘不畏艰
险，千里迢迢，投奔革命圣地延安，
成为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高足，在
《黄河大合唱》的雄壮旋律中，见证
了革命文艺的伟大力量……
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他一

手拿枪，一手拿笔，深入火热斗争生
活，为抗日写歌，为民众写歌，经受了
血与火的洗礼…… 迎着新中国的曙
光，他走进天安门广场，飘扬的五星红
旗触发了他的灵感，一首《歌唱祖国》
应运而生。毛主席的称赞，周总理的
力荐，人民的广泛传唱，历久不衰，成
为堪与《义勇军进行曲》比肩的世纪经
典……在和平的年代里，他依然保持
战争时期的优良传统，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一方面兢兢业业做好文艺界领
导工作，一方面以极大热情从事音乐
创作，直到身患重病，仍以顽强毅力笔
耕不辍，谱写了千余首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人物的歌曲……他曾
经说过：“我的一生只写了两首歌，一
首是用音符谱写的《歌唱祖国》，另一
首就是用心灵谱写的歌唱祖国。”
当一雪百年国耻、一振华夏雄风

的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办时，他，一个
对祖国和人民怀着无限深情
的作曲家，却再也发不出自
己的声音。还有什么比这更
令人绝望呢？残酷的现实粉
碎了他美好的梦幻，支撑他
精神与信念的大厦顷刻间崩

塌了，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昏暗无光，生命
之火只需一丝风吹便可熄灭。
一个星期后，2007年10月15日，凌

晨，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响起，惊醒了王
惠芬。一手抓起话筒，对面传来一个低沉
的声音：“您是王大妈吗？请您尽快到医
院来，王先生恐怕不行了……”凌晨5时
前后，王大妈和几个在天津的子女先后赶
到第二医院特护病房。此刻，王莘已在弥
留之际，但神智仍然清楚，眼睛也睁得大
大的。王惠芬拉着老伴儿的手，红着眼圈
深情告白：“你曾送我一首歌，在你临终
时，让我唱给你听吧：‘醒时路是沙漠的
路，梦中路也是沙漠的路，沙漠是永远的
路……’你在沙漠路上已经走了这么久，
在医院已经躺了这么久，你也够累了，够
辛苦了。你是为我们活着，现在你要是想
通了，想走就走吧……”这时大家发现，王
莘的嘴巴也在动弹，仿佛在与老伴儿一起
歌唱……慢慢地，他合上眼睛，带着无尽

的遗憾撒手人寰，终年八十九岁。
王莘逝世的消息通过媒体

迅速传播开来，在各界人士中
激起强烈反响，人们纷纷为这
位人民艺术家的离去，表示万
分悲痛与深切哀悼。

119 溘然长逝

坐在吉普车里的雷紫剑，还在
愤愤地骂着：“这张伯符，真是个混
蛋！”方才，李镇长把雷紫剑请到三
官庙，目睹了当时的情景。愤怒的
工人约有一两千号人，先是把工会
的牌子砸了，后又围在三官庙的外
面，他们抬着周奶奶的尸体，把张伯符
五花大绑地捆着，大娟和她妈领头控
诉，拿着张伯符画押的供词。李镇长也
存心和雷紫剑过不去；他不是把张伯符
收下，安抚一下受害的周家，暂时把工
人们的怒火平息下去；而是亲自到了盐
警大队部，把雷紫剑立逼立挖地“请”了
来，当着这么多工人的面，问雷紫剑：
“此事应该怎么办？”

雷紫剑当时真是两手捧着刺猬，欲
擒不能，欲纵不得。他怕引起更大的事
情来，南京、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
不都出现了工潮和学潮吗？真要是因
为张伯符这件事，三水镇的盐工闹起工
潮来，他这个盐警队大队长，可是要吃
不了兜着走。更何况，李镇长是自己的
死对头呢。他要到天津他儿子那里活
动一下，不是更够我受的吗！

雷紫剑想到这里，看着周围那愤怒
的人群，看着李大麻子那咄咄逼人的目
光，他不得不紧咬牙关，把牙床子上的
血，暗自咽到肚子里。他当众把张伯符
关进盐警队牢房，听候处置，并由镇公所
出面、盐警队出钱，安葬周奶奶和抚恤周
家。张伯符被押走了，工人们被劝散，雷
紫剑忍气又向李大麻子说了几句道歉的

话，这才坐车回家。吉普车到了雷紫剑的
家门口，司机一踩刹车，车停下了。

刘副官急忙下车，拉开前面的车门，雷
紫剑下了吉普车，习惯性地向司机摆了一
下手，意思是让司机开车回车库。汽车刚
一开走，他伸手抚了抚头上的大檐帽子愣
住了，瞧见家门两旁贴着两条标语：“选举
李继业为国大代表”“选举陈敬元为立法委
员”。真是存心怄气呀，这样的标语竟然贴
在盐警大队长的家门口了。可是，前些日
子看着为啥没着急呢？雷紫剑回头对刘副
官说：“找俩弟兄把那标语刷去，怎么把门
口儿贴得花花绿绿的！”刘副官看着雷紫剑
那铁青的面孔，赶紧答应一声：“是。”雷紫剑
刚往前走了两步，又回头对刘副官说：“不，
别刷啦，就留着它们去吧！”语气里带着无
可奈何。刘副官仍是答应了一个字：“是。”
跟着雷紫剑走进大门。

客厅里的灯亮着。雷紫剑把帽子摘下
递给刘副官，然后坐在了沙发上。房门一
响，妖艳的三姨太走进来，短袖的长衫，袄袖
刚刚过肩，白白的胳膊，左手腕上戴着块金
壳手表，右手无名指上戴着镶有蓝宝石的戒
指。她走过来叫了一声：“紫剑！”也坐在了
沙发上。刘副官看见这种情景，便和往常一
样退出客厅，在另外的房子里听候吩咐。

97 权衡利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