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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窗，柔柔中带有丝丝凉意的风掠过，不
经意间，一片发黄的叶子飘然落下，抬头看看天
空，微醺的树梢告诉我秋天到了。下楼，仔细端
详那片落叶，叶脉渐渐清晰，叶肉渐渐饱满，记
忆回放，一个老人慈祥的模样隐隐呈现在叶子
上，父亲、父亲，您还好吗？我好想您。
20多年前，那个中秋不久的午后，父亲

走了，一如一片发黄的叶子默默融入了大
地，他离开了他的儿女们，走得那么匆匆，以
至于都没有和6个孩子中的任何一个道别；
他走得又是那么安静，以至于邻居都不晓得
经常坐在门口石阶上的那个老人，是啥时
候走的。他何尝不牵挂他的孩子，他一定
也好想再多一点时间陪伴他们成长，看着
他们一个一个成家，因为那是母亲临终前
的托付。然而他还是走了，也许他是想念
他的父母了，也许他是想念我们的母亲
了，还好他临去世都没有受太多的罪。父
亲，我的父亲，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
男人，一个在偏僻乡村生活了一辈子、最
远只去过一次县城的农民，用双手托举起
了孩子们的梦。
那阵子，我们家孩子较多，母亲去世又

早，父亲愈发操劳，愈发沉默寡言，仿佛一夜
之间老了许多，不停地干活挣工分是他唯一
能做的。我和哥哥、弟弟年龄尚小，3个姐姐
一边照顾我们，一边帮着父亲干活挣点工分，
大人一天10个工分，姐姐们只能得5个工分，
一年下来，用工分换来的粮食勉强糊口，分得
的工分钱也是少之又少。村子不大，从东到
西，从南到北，都超不过500米，也只有600多
口人，没有一个可娱乐可休闲的场所。父亲
不太爱交往，抽烟是他仅有的爱好，这也是他
一辈子都没有放下的，烟寄托了他对母亲的
无限思念，烟陪伴他熬过了一个个冬夜，烟也
让他对未来的生活产生了些许的期许。
那年，我离开村子去县城读书，高中是要

住校的。还记得父亲送我上学时的情景，那
天，下着大雨，我不得不去学校报到了，再不
去就取消入学资格了，同学们都开学半个多
月了，只有我是例外，因为当年我中考超过了
“中专”录取分数线，最终没有被憧憬的市立
师范学校录取而改上高中。那时的“中专”
和“高中”的关系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中考成
绩靠前的上“中专”，上了“中专”就可以“农转
非”，成为村里人眼里的城市人，就可以吃“商
品粮”，结婚娶媳妇都不成问题了，成绩稍微
靠后点的录取高中，三年高中苦读下来，能不

能考上大学
另当别论。
总之，当时
“中专”是农
村孩子跳出
农 门 的 首
选。因为没
有被“中专”

录取，父亲坚决让我读高中，当时我特别叛
逆，死活不去上高中。一向在村子被称作“老
蔫”的父亲怒了，他就是不让步，不上也得
上。多年后，我才明白，父亲是不愿意他的孩
子和他一样每天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希望他的孩子们能一个个走出那个村子。风
雨中，我和父亲每人骑着一辆除了铃铛不响
哪都响的自行车，艰难前行，没走过农村雨后
泥土路的人，无法想象那路是不是可以叫做
路，黑土和着雨水，泥泞无比，自行车的挡泥
板被厚厚的泥巴塞得死死的，无奈只能扛着

自行车和铺盖卷，在烂泥里深一脚、浅一脚地
前行。要知道父亲当时已经是63岁了，他扛
着自行车的背影，像极了夕阳下暮归的农
夫。平时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我们赶到学校
时已过中午，父亲帮我卸下铺盖，塞给我15元
钱就匆匆回程了，依然是在风雨中，他都没有
舍得花两三毛钱在县城吃碗面条，或来几个
包子，因为他实在没有多余的钱。
高中期间，我们每月的伙食标准是人民

币10元8角、粮票27斤，除去每周放假一天，
也就是每天4毛钱、1斤粮票。粮票还好说，
可以从家里拿粮食到乡里的粮库换，那10元
多钱就不太好说了，对买了盐买不了油的家
来说，那是一笔不小的支出，这些钱现在不过
是一碗牛肉面钱。每个月底都是我最头疼的
日子，时时刻刻想着生活费能不能凑齐交给
老师。日子难归难，但是月初回家的那一周，
父亲都能从他那破旧的人造革钱包里，拿出
一张“大团结”和几张零散纸币，加起来大概
有15元左右，那是一个月包括伙食费的全部
花销，也就是有4元左右的零钱用来买文具和
衣服。当时，班里别的同学是啥标准呢，村子
里来的都有20元左右，县城和市里的几乎能
有30元。拿到钱后的欢喜和兴奋，总是掩盖
我对父亲如何魔术般拿出钱的困惑，我始终
没有搞清家里一分钱要分五瓣花的窘况，这
些钱父亲是怎样拿出来的。我家7口人，守着
一个老宅子，三间土坯房，没有一件值钱的家
什。每次从学校回家，很早懂得讲卫生的我，
看着唯一的那件木质柜子上满是灰尘，还有
一堆吸剩的烟头，我就动手打扫起来，一股脑
地把烟头扔到土簸箕里，本以为父亲看到屋
子整整洁洁的，会表扬我一番，哪知道他满脸
怒色，一边骂我是败家子，一边把烟头重新拣

出来。随后几次回家，看到柜子上还是堆满
烟头，我依然是扔扔扔。再后来的每次回家，
柜子上的烟头突然不见了，我也是好生奇
怪。转眼到高三下半学期了，从学校回家一
趟更难了。春节后第一次回家，我放下书包，
就一溜烟去找同村的伙伴了，中途玩累了回
到家，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父亲蹲在地
上，从容地从炕席下面拿出一个烟头，慢慢点
上，非常享受非常悠闲地抽起来，那表情简直
是幸福满满。突然间，看到我站在身后，他的
表情顿时凝滞了，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我
跑过去，掀开席子，席子下面全是烟头。那
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也终于明白了，我
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父亲一边辛辛苦苦积
攒，一边从自己本不多的烟钱里，一分一分
省出来的，他想自己少抽一支烟，孩子就会
多一分钱的生活费。以后的日子里，每每
看到吸烟的老人，我都会想起自己的父亲，
烟头虽小，背后的爱却是伟大的。

上大学了，有了助学金和国家助学贷
款，我没有再向家里伸手要钱，但父亲抽烟
头的习惯没有改，后来听姐姐们说，他要多

存点钱给我和哥哥、弟弟娶媳妇。大学毕业
了，我有了自己的工资，挣到了人生第一份收
入。尽管只有150元，拿在手里却很充实，也
感到了责任。我首先想到的是为酷爱抽烟的
父亲买上几条烟，档次哪怕不高，能让他抽足
了就行。那年的中秋正值国庆节，天津距离
老家不算很远，但交通非常不方便，不像现在
开上车说走就走，要倒来倒去换乘三次长途
汽车。归心似箭，就是想着把自己用第一份
收入买的烟快点给父亲，让他为自己高兴高
兴，就这么简单。我把烟整整齐齐地码放在
父亲床头，让他想抽就抽，但放假的几天里，
父亲没有动一下那烟，他只是时不时站在那
里，像战士欣赏战利品一样看着它们，嘴里还
不时地嘟囔一番，说的啥却无从可知。
短短的几天假期过去了，我要返回铁路

建设岗位，当时组织上让我去京九铁路建设
指挥部报到。临出村时，父亲一直送我到乡
里的长途车临时停靠站，我转过身向父亲挥
手，我看到了父亲眼眶有点红，想不到这一别
竟是永远。在我离开家不久，家人都在忙着
收秋，独自在家的父亲因脑溢血去世了。当
父亲去世的电报辗转送到我手上，我急急赶
回家，父亲已入土为安了。没有了老人，家变
得冷冷清清，我给父亲买的烟还在那里。姐
姐告诉我，脑子已有点迟钝的父亲逢人就说，
“我的二小子给我买了好多烟”，还告诉我，父
亲一直不抽我买的烟，一是怕我花钱，说一个
人在大城市里工作生活，以后花钱的地方还
很多；二是父亲看到烟，就会想到我，想到我
这个还算有出息的儿子，抽了就没有念想了。
父亲走后，我每次回老家探亲，都会到父

亲坟上放上几包烟，并点上一支……
本版题图 张宇尘

西 湖
西湖于我，只剩手机中的一张照片

弹奏琴阮的杨柳、无人执桨的扁舟

只有我是静止的

十月，杭州是北方的夏天、南方的冬天

傍晚，古今游人长出尾鳍，化身洄游的鱼群

游过断桥、苏堤，在花港突出重围

蓦然发现，十景即是百景，十景也是无景

傍晚的水雾锁得雷峰塔空无一人

白娘子和小青柔软的腰肢，正盘在一叶游舫的舷底

苏小小采了枯荷做发簪，绾了一头墨发

西湖，在旧时光的戏台上，看了几千年的故事

睡意渐浓，几幅字画散落在手边

苏东坡披月白的襟袍，轻扣林风眠的窗棂

一只蝴蝶穿房而出

牵起他的须髯兀自荡起了秋千

夏夜信笺
夏夜，银制的翅羽振臂于书桌

伏案提笔，纯色的信笺瞬间乘风扬帆

从胸口飞出的字迹

凝铸着118个升腾的理想

多幸运！这是最好的时节，然而

并非所有的种子都能在夏季趋近完美

于是，青春在枝头奔跑瞭望

期待以高尚抵达彼岸的命运

边疆日暖，果实得以吮吸更丰沛的能量

尽情放歌，静待传奇中的一场共鸣

梁家河窑洞的一豆萤火，这暗夜的星辰

照亮万卷文墨、黄土挥汗

51年前，响彻高原的信天游，

又落韵在克拉玛依之歌

抉择如静水深流

肃穆成白杨拔节的瞬间

暖风笃定万物的方向

岁月便轻吟出明亮的诗篇

从南昌出发，车子一路
向赣西北方向急驶，两侧车
窗外高低错落的山峦满目青
翠，间或可以望见一丛丛的
映山红点缀于翠绿之中，煞
是好看，这些与我们一路随
行，并且十分养眼的山峦便
是江西省内著名的幕阜山脉
与九岭山脉。庐山就属于幕
阜山脉的余脉，江西的朋友
指着车窗外隐隐约约的峰影
说，快看快看，那山的后面就
是庐山的“五老峰”了。
我们此行的第一站是修水，位

于江西省西北角，赣、鄂、湘三省交
汇处，横跨幕阜山脉与九岭山脉，不
仅山高林密，而且还是江西省内面
积最大的县，有4500多平方公里，相
当于四个半香港那么大。修水县城
的位置差不多与长沙、武汉、南昌等
距离，系三个省会城市交通中心点，
这使得此地自古便商贸发达、文化
繁盛。修水县城位于两大山脉环围
的盆地中央，而要抵达这方盆地，车
子则需翻越多处山隘。随着海拔的
逐次降低，车窗外的景色也越来越
美，南方的温婉秀丽，在赣西北体现
得淋漓尽致。司机亦善解人意，一
路上播放的歌曲都是与红军有关
的，单一首《映山红》便播放了好几
个版本。
很早我就听说过修水这个地

方，修水古称义宁，系黄庭坚的出生
和求学之地，而近现代著名的修水
陈氏一族，则是唐昭宗御笔亲题的
“旌表义宁陈氏”之后，其一门五杰
（陈宝箴、陈三
立、陈寅恪、陈
师曾、陈封怀）
名满海内外。
陈师曾是陈寅
恪亲哥哥，系著
名美术家、教育
家；陈封怀是陈师曾的儿子，系中国
植物园之父。但更多的人知道修
水，却是因了这里丰厚的红色资
源。江西红色资源丰富，但修水的
独特之处则体现在“三个第一”：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一面军旗在修水设
计、制作并率先升起，中国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在修水组建成立，
毛泽东亲自领导部署指挥的秋收起
义的第一枪在修水打响，修水全县
更有10余万优秀儿女，先后为中国
革命和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也正是因为修水特殊的地理位置，
当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革命
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指挥部警
卫团（由叶挺独立团分拆而组建），
在卢德铭等人率领下由武汉赶往南
昌参加南昌起义，部队行至半途，便
得知南昌起义已提前举行，而且南
昌起义部队已全部撤出南昌，因而
便暂时滞留于修水铜鼓一带休整待
命。这支革命武装遂成为于南昌起
义之后举行的秋收起义重要的一支
革命武装力量，同时也是秋收起义
中的“正规军”。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

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当
会议讨论到秋收起义打什么旗帜的
问题时，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
“国民党的这块招牌已经无用，在秋
收起义中要鲜明打出共产党的旗
帜。”会议决定派遣毛泽东前往湖南
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且在湘鄂赣
边区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在毛泽东
等人部署指挥下，1927年8月下旬，

湖南平江、浏阳，湖北通城、崇阳的
农民自卫军先后抵达修水，与在这
里休整的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合编成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
洒度，副师长余贲民，下设三个团，
第一团驻修水，第三团驻铜鼓，由安
源铁路煤矿工人与安源农军组成的
第二团驻安源，准备同时举行秋收
起义。毛泽东任秋收起义前敌委员
会书记，卢德铭任秋收起义总指挥。
为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

帜，1927年9月初，根据工农革命军
第一军第一师师委会决定，师参谋
处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
三开始设计工农革命军军旗样式，
由何长工拟出设计稿。经讨论修
改，确定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
师军旗样式：旗幅为红色，象征革
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五角星内嵌交叉的镰
刀斧头，表示工农大众紧密团结在
一起；旗的白布涵管条上竖写“工农
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字样。
裁缝出身的班长张令彬，带人

在修水城内购
买了布匹，县总
工会委员长徐
光华，找来了县
城里的裁缝和
会针线的妇女，
通宵达旦地缝

剪一个星期，一面面红色的旗帜、一
条条红色的领带、一个个红色的袖
套，在飞针走线的手工制作中完成，
终于赶在9月9日起义前抢制出了
100面军旗。“这是我党我军的第一
面军旗，在我们修水诞生，实物现陈
列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革命战争馆，
墙上的是一比一复制下来的。”在秋
收起义修水纪念馆，听着讲解员的
解说，我们在这面军旗前伫立良久，
心情澎湃。我想起1958年秋收起义
纪念日前夕，何长工在解放军总直
机关马列主义业余大学作报告时，
曾专门谈到过这面军旗，他说：“这
样，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就成
立起来了。在中国、在东方，第一面
革命的红旗打起来了。”
在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我还

看到了一只望远镜，这是当年副师
长余贲民使用过的实物。他是湖南
平江农会会长、平江工农义勇队队
长，在秋收起义中表现英勇，深得战
士们爱戴，后于1933年 4月在战斗
中牺牲。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率先

在修水爆发，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官
兵，全副武装来到修水县城紫花墩
操场集合，宣布中国工农革命军第
一军第一师誓师起义。起义的口号
是：“红色领带系在颈，只顾死来不
顾生！”而就在9月9日这天，从安源
赶往铜鼓指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
三团起义的毛泽东，则遭遇了他一
生中唯一一次被捕。毛泽东遇险地

位于铜鼓县排埠镇月形
湾。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
话中，谈到了这次遇险经
过：当时，佯装安源煤矿采
购员的毛泽东，走到湖南浏
阳张家坊村，被一群民团团
丁抓住，在押送民团总部的
途中，途经浏阳和铜鼓接壤
地，周边是水急林茂，峻岭
崇山，机智的毛泽东向团丁
抛去几块大洋，趁团丁们去
抢地上银元之机，他机敏地

躲进深山，后来在一个农民帮助下
在铜鼓吴家祠住了一夜，于9月10
日到达铜鼓县城萧家祠。当晚，
毛泽东在铜鼓萧家祠写下了第二次
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第一首词《西
江月·秋收暴动》：“军叫工农革命，
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
要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
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
雳一声暴动。”次日，在铜鼓大沙洲
永宁桥畔，毛泽东检阅了工农革命
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全体指战
员，随后宣布起义。在毛泽东亲自
发动和部署，毛泽东、卢德铭指挥
下，1927年9月9日至11日，震撼全
国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中
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
二、三团，先后从江西的修水、安源、
铜鼓三地出发，向湖南长沙进击。
秋收起义与南昌起义相比，最

明显的不同，在于它不仅有军队参
与，更有数量众多的工农武装参加，
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秋
收起义虽然在开始时也是以攻占大
城市（长沙）为目的，但在战斗遇挫
后，及时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
军，并开辟井冈山为根据地，这是中
国革命由城市转向农村的一个转折
点，为中国革命的发展找到了一条
正确道路，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
革命根据地，期间的“三湾改编”，更
是从政治和组织上，保证了党对军
队的绝对领导。
修水无疑是打响秋收起义第一

枪的地方，而铜鼓则是湘赣边界秋
收起义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中心，萧
家祠是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旧址，
而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就位于国
家级重点保护单位的萧家祠旁。我
们从修水赶到第二站铜鼓时，秋收
起义铜鼓纪念馆已接近闭馆时分，
纪念馆的同志专门为我们延后了闭
馆时间。秋收起义铜鼓纪念馆，不
仅是国家首批“国防教育示范基
地”，也是井冈山干部管理学院的
“现场教学点”。跟随着解说员的脚
步，缓缓参观、聆听，我的耳畔却不
时被馆外传来的熟悉的歌声所吸
引，是《映山红》：“夜半三更盼天明，
寒冬腊月盼春风，若要盼得红军来，
岭上开遍映山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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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霹雳一声暴动”
狄 青

1934年 10月，第五次反“围
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摆脱
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退
出中央根据地，实行战略性转移，
从而开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
远征。据统计，包括红一、二、四
方面军及红二十五军在内的红军长
征，行程总计约为6.5万多里，纵横14
个省，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越过了约
40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超过4000米
的有20余座，有5座终年积雪），经过
了10多个少数民族地区，经历了世所
罕见的自然艰险。而在各种复杂险恶
的自然环境中，过草地成为红军所遭
遇的最大的艰难险阻。

红军所过的草地位于今天青藏高
原和四川盆地连接段的川西北松潘大
草地，包括现在的松潘草地、红原草地
和若尔盖草地，这片草地纵横几百公
里，海拔在3000至4000米以上，气候
寒冷，沼泽遍布，自然环境极其恶劣。
1935年8月红军长征来到这里之前，
这里几乎人迹罕见，亦无鸟兽出入，可
谓“生命的禁区”。因此，蒋介石判断
红军不敢横跨草地，故未在草地以北
布重兵。也正因为如此，中共中央和
毛泽东毅然决定走敌人认为我们不敢
走的路，避开敌人重兵围堵的防区，穿
越草地，北上抗日。

红军过草地的时候，正值草地的
雨季，骤降的暴雨让地面变得更加湿
软。红军在上面行走，须脚踏草丛根

部，沿着草甸前进，否则稍有不慎，就会
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一位老红军回忆：
“草地上有不少绿草覆盖的泥沼，人和牲
口掉到里面，越陷越深，直至被吞没。一
个人陷进去后，施救者如果用力过猛，也
会被带入深泥之中。”

除了行路难，宿营也难，到了夜晚，
战士们只能寻找干一点的地方休息，如
果找不到，就只能在泥泞潮湿的草甸上
露宿。松潘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昼夜温
差极大，很多战士在睡梦中被冻死。

但在所有的艰难中，饥饿是对红军
将士最大的威胁。尽管在进草地之前，
中央和各军指挥部已经认识到过草地
所要面临的危险和粮食的重要性，要求
战士们尽最大努力筹集粮食，尽可能多
地携带各种食物，尽量减少坐骑，腾出
马匹、牦牛，宰杀后做成肉干肉末，以备
食用；背粮的米袋如果不够用，就用被
单或衣衫去背。但由于红军所在的藏区
本来就人口稀少，产粮不多，数万大军在
此驻留许久并数次往返，粮食消耗很
大，筹粮工作非常困难。因此，刚进
入草地时，每人每天还有一些肉干和
三两青稞面，但很快部队就陷入断粮
的绝境。

18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最大的艰难险阻

类似屏风的家具陈设的使
用，在西周初期已经开始。不过当
时还没有“屏风”这个名称，而称其
为“邸”或“扆”。《周礼》：“设皇邸。”
邸，即指屏风。皇邸，就是以彩绘
凤凰花纹为装饰的屏风。古书载
有“黼扆”“斧扆”“斧依”，都是一个意
思，指的是古代帝王使用的屏风。屏
风也可称为“座”，专指御座后所设的
屏风。《史记·孟尝君列传》中有“孟尝
君待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
君所与客语”的记载，可知屏风之名应
该出现在战国时期。《三礼图》说：“屏
风之名出于汉世，故班固之书多言其
物。”这说明在西汉时期屏风的使用已
经比较普遍了。
早期宫廷所设屏风，不仅有屏蔽挡

风的作用，同时也是一种很讲究的陈设
品。《礼记》：“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
郑玄注曰：“依，如今绨素屏风也，有绣斧
纹所示威也。”其制，以木为框，糊以绛
帛，上画斧纹，近刃处为白色，近巩处为
黑色。名为金斧，取金斧断割之义。旧
图云，纵广八尺，画斧无柄，设而不用之
义。当时斧是天子专用的器具，置放在
天子座后，是天子名位和权力的象征，其
一脉相传至清代。
战国时期，屏风的制作已

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河南
信阳战国楚墓出土的漆座屏，
虽属陪葬明器，然而制作技艺
和工艺水平之高令人惊叹。

屏座由数条蟠螭屈曲盘绕，做工圆滑自然，
加上彩漆的装点，更是栩栩如生。春秋战
国时期还出现了枕屏等小型观赏屏风，多
为装饰床案的工艺座屏，上面透雕动物并
以彩漆装饰，制作相当精美。
汉代，有钱有地位的人家都设有屏

风。据《西京杂记》记载：“汉文帝为太子
时，立思贤院以招宾客。苑中有堂隍六所，
客馆皆广庑高轩，屏风帷帐甚丽。”汉代屏
风在种类和形式上较前代有所增改，除独
扇屏外，还有多扇拼合的曲屏，也称连屏或
叠扇屏。此时，屏风常与床榻结合使用,如
山东诸城汉画像石的屏风，中间放置与之
配套的床榻和茵褥。有两面用和三面用
的，也有多扇而两面用的。两面用是在床
榻后面立一扇，再把一扇折成直角，挡住床
榻的一头。三面用是在床榻的后面立一
扇，左右各有一扇围住两头，也有多扇两
面，即后面由两扇或三扇围护，一扇折成直
角，另一扇立在床榻一侧。还有在屏风上

安兵器架的,如山东安丘画像石
上的屏风，后面右侧安兵器架，用
以放置刀剑等兵器。还有一扇
的，放在身后，长短与床榻相等,
如甘肃和林格尔东汉墓壁画屏
风，屏身不高，属于小型屏风。

3 屏风之名出现在战国

李海山立刻回身，叫过一名战
士，让他把灰色棉袄翻过来，黑色
的里子朝外，背着粪箕子走了。这
时，在这小小的村庄里，有几个战
士化装成拾粪的、拾草的和揭冰捕
鱼的，一齐往村外走去。站在李海
山对面的这个人，猛地把自己头顶上的
破毡帽摘下，嘴里喊着：“等一下！”就朝
向背着粪箕子的战士追去，把毡帽往那
战士的头上一戴：“瞧，这样不是更像
吗！”李海山站在一旁乐了。这个人回来
对着李海山说：“老总，不！”他忙改过口
来，但不知叫啥，愣了一会儿，这才问：
“你们到底是啥队伍？”

此时，天已经大亮，李海山这才看
出，面前的这庄稼人，眉宇间带着一种
秀气，却给人一种淳厚、朴实的感觉。
他这才说：“方才不是跟你说过吗，我们
是渤海盐区的盐民游击队。”这个人听
了好像不相信，两眼紧看着李海山：“什
么？盐民游击队！”李海山嘿嘿一乐：
“怎么，你还不信？”这个人问：“你们的
严队长呢？”李海山忙问：“怎么，你认识
我们严队长？”这个人说：“认识。可
是，他不认识我。”李海山听罢，马上朝
东面的街口招手，高喊：“志诚！志诚！
有你的熟人在找你。”严志诚正在那边
和乡亲们说话，听见李海山喊“有熟
人”，他高兴啊，真要是遇见熟人，这工
作不就好做了吗？于是他忙来到李海
山近前，见了那人，左右端详，对面前这
个人毫无印象。

谁知，这个人见了严志诚，往前抢了半
步，伸出双手将严志诚的手紧紧攥住，连连
地说：“哎呀，严大队长，我可找到你了，快，
屋里坐，请同志们都往屋里坐，外边冷！”说
着就拉着严志诚往屋里走，推开房门，冲着
里面喊：“快，快起来，咱们来客人了。”几句
话把严志诚弄得莫名其妙，这个人怎么对
自己这么熟？可自己对人家怎么一点印象
也没有？既然人家这样熟悉、热情，那就
只好跟他到屋里去吧。他回头对李海山
说：“你先照料一下，有事到这屋里找我。”

两个人没进里屋，就在外间屋找了两
个小木墩儿坐下。严志诚问：“老乡，你贵
姓？我怎么想不起来，和你在哪儿见过
面？”这个人听罢，哈哈一笑：“我已经说了，
别看我认识你，你就不一定认识我。”说到
这里，他神秘地说：“严队长，我还为盐民
游击队办了一件事呢！”原来，此人叫王德
昌，今年开春，跟着村里人进了三水镇，在
坨地里干短工，目睹了所有事情的经过，
对盐民游击队打心眼里佩服。那天，他看
了盐警队的布告，想为盐民游击队出口
气，当夜找纸、找笔、找墨，写了“凡有逮住
汉奸盐警大队长雷紫剑者，重赏法币二分
钱”的布告，一连写了十几张，并都署上盐
民游击队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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