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三个战友的人生经历，神奇得简直像一个人，世
间少有。我们的家乡就在佛都法门寺所在地陕西扶风
县。18岁那年，我们穿上第一套军装，乘坐绿皮火车到青
藏高原当上汽车兵，眼下退休在京城，六十多年间从未分
离过。我说的三个战友就是窦孝鹏、白宗林，还有我。
我在海淀区翠微军休所、窦孝鹏在丰台区军休20

所、白宗林在海淀区田村军休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
方天空，也有自己的一份土地，如果说，我们三个战友共
有一方天空和一份土地，也许不算夸张。
我们三人经历的第一个单位是汽车

76团，先是在汽车教导营学习汽车驾驶
和修理，毕业后分配到汽车连队当驾驶
员，执行从甘肃峡东至拉萨的长途运输
任务，途中要经过祁连山、昆仑山、风火
山和唐古拉山。不久，我们就调到团政
治处当见习干事，我在组织股、窦孝鹏在
宣传股、白宗林在青年股。其间，我们都
开始了业余创作，时不时在兰州军区和
西藏军区的报纸上，能看到我们写的报
道和小故事。至今给我留下抹不去印象
的是，窦孝鹏写的散文《西出阳关有亲
人》，发表在《解放军报》上。这篇散文是
取王维的边疆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
阳关无故人中”意境而反其意创作的，反
映的是阳关道上的养路工人和军车司机
难以割舍的鱼水深情。我读后眼前一下
子感到那么豁亮，心头涌出丝丝暖意。我
也多次驾车从阳关走过，也知道这首唐
诗，怎么就没有联想到以它为意蕴写作呢？生活中一些
容易得到的事物反而容易失去，关键是多读书多联想，才
会生发新天地。直至数十年后，我每每给文学爱好者说
起写作，还要深情地提到孝鹏这篇散文对我创作的警
示。那篇散文的剪报样我一直保存着，后来翻阅得掉了
一个角，我从别处剪来同样的文字补贴上所缺的字。
那个年代，高原部队的文化娱乐生活，单调得像戈

壁滩枯萎的红柳苞一样，看一回电影也要“跑片”轮流
看。什么意思？一个电影放映队要在五六个部队驻地
来回跑，汽车部队、兵站、转运站、医院……轮到我们头
上不差不多有一周时间了！我们团的王政委多次对有
初中文化程度的我们三个说：“你们是咱们团里的秀
才，要发挥特长，给指战员们的业余生活添点亮色！”团
首长有令，我们照办，在政治处高主任的具体领导下，
我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开始起步了。
团里业余文艺演出队应时成立，编导、演员都由我

们三个人包揽。编剧自然是窦孝鹏，这之前他在兰州
军区《连队文艺》上，发表过小话剧《问路》，还得了创作
奖。长得白白净净的白宗林在我们入伍前就常演戏，
且扮演的是女角。我干什么呢？虽然当时在《解放军
报》发表过散文，且获得了总政治部颁发的“四好连队
五好战士”征文证书，但是对于唱呀跳呀实在外行。窦
孝鹏便给我虚设了一个职务：导演助理兼后备演员。
我们的具体任务是配合部队的中心任务编排节目。我
现在可以回忆起来的节目有《抢拖斗》《梅花欢喜满天
雪》《未婚妻来信》《问路》《东郭先生》等。所有的演出
都是天作帐子地当台，锣鼓家伙一敲就开场。如果只
有一个连队从线上执勤回营，我们就在连队的院里撑
一块幕布演，如果是两个以上的连队回营，就在大操场
演出。难忘这样一个搞笑的例子，那是演活报剧《东郭
先生》，只有两个演员：东郭先生和一只狼。孝鹏指名
道姓让白宗林饰演东郭先生，谁扮演狼呢？这时他的
目光投向了我：“该你露一手了！”
这家伙真坏，原来他说让我当后备演员，是在这儿

等着我呢！演就演吧，以大局为重，反正把一件皮大衣
翻过来往身上一披，露不着脸，谁晓得狼是谁扮演的
呢！漏洞出在狼扑向东郭先生那个动作。也许是我太
紧张，该扑向东郭时没有及时扑，急得白宗林直喊：“快
扑，往我身上扑！”看演出的指战员都听见了、看到了，
满台下哄堂大笑。多少年过去了，每每提起这件事，我
们三个人都会笑得前仰后合，露牙歪嘴！高原军营的
生活多有情趣，苦中含乐！
我们团里的文化娱乐活动搞得有声有色，有一个

人的作用不得不提及——团俱乐部主任郑福存。他在
解放战争时期，是华北军区文工团分队长，曾和田华同
台演过歌剧《白毛女》，田华扮演喜儿，他扮演喜儿的父
亲杨白劳。可想而知，有这样一位资深的俱乐部主任，
团队的文化娱乐还能落在别的团队后面吗？我们演出
的节目曾参加过兰州军区业余文艺会演，窦孝鹏创作
的小话剧《问路》，还获得了创作和表演双奖。

天空飘着被风吹散的雪片，指不定哪一天会聚在
一起凝成落雨的云。1964年春天，我在参加了总政治
部宣传部举办的第九期新闻干部学习班后，一纸调令
被调到了总后勤部宣传部。次年，窦孝鹏在出席了全
国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后，也调到了总后勤部
宣传部。开始我俩都在创作室从事文学创作，后来又
一同调到《后勤》杂志社当编辑和记者。不久，总后勤
部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挑选了一批有
写作能力的年轻人掺沙子进了总后机关，白宗林也被

选中到了《后勤》杂志社。我们三人在一
栋楼上的三个房间办公，但是出操同站
一个队列，吃饭同进一个食堂，住的屋里
是三张同样的单人床。
“文革”中，我们仨各自带着从八百

里秦川吃着苞谷碴成人的乡土妻子，办
理了随军手续在京城安了家，同住在总
后勤部大院的一栋筒子楼里。这之后，
白宗林趟了一段仕途之路，在汽车团、格
尔木兵站部和解放军三〇四医院政治部
担任领导职务。我和窦孝鹏初心不改地
继续挥笔爬格子，激情一年胜似一年地
创作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
三人用生命影响着生命。我们闯荡

高原的脚印被冰雪埋在冰雪里，当然也
埋在长安街的柏油马路上，春风一次次
把这些脚印叫醒，溅出火花来。
1987年8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了窦孝鹏创作的长篇小说《崩溃的雪山》，
这是最早反映西藏平叛的长篇。1990年，解放军总政治
部将该书作为在全国遴选的“百部优秀图书”向全军部队
进行了推介。我的书柜里至今仍然珍藏着孝鹏签名的这
本书，他的签字是：“我把我们共同见证的西藏平叛先一
步见诸文字，诚恳得到你的指正。”指正，谈不上。我认真
通读了这部长篇小说倒是一点不假。其实，我也早就有
写此类题材报告文学的打算，且已动笔。善于把别人作
品的优长融会贯通在自己的写作中，这不是低级的模
仿。在自己的这类题材的散文、报告文学写作中，《奔溃
的雪山》多次启示我写作。平叛题材的长篇到了也没写
成，最后只写了三万字的散文《情断无人区》，发表在《解
放军文艺》上。高山横在眼前越不过去呀！
我和孝鹏的第一本散文集《春满青藏线》，两人合

集，1975年3月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不是我和
孝鹏的本意，也许是天意吧！事情是这样的：“文革”
前，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批在全国很有影
响的散文作品，百花文艺出版社因此名贯神州。作为
文学青年，将百花文艺出版社看成了散文的殿堂。初
生牛犊不怕虎，我俩没有商量，连任何暗示也没有，就
各自将自己的散文作品寄给百花文艺出版社。我的散
文集叫《青藏线上》，孝鹏的散文集取名《长长的青藏
线》。出版社收到两本同样是反映高原军营生活题材
的书稿，便将两本书捏合为一本书，合二为一，以《春满
青藏线》为书名出版了。不能不佩服编辑的良苦用心，
还真有点高山流水、剑胆琴心的意味呢！当时“文革”
刚结束，百花文艺出版社这个牌子有点柔情，还没亮
相，是以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名义出书呢！
我的散文集《藏地兵书》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后，

窦孝鹏写下了《七旬老兵叩开鲁迅文学奖的大门》，文
中写道：王宗仁“在职时，一趟趟上高原，或许是职责所
系，退休后，他不听家人劝阻，仍不安分地一次次闯高
原，与雪山、戈壁滩亲近，触摸昆仑山、通天河，写出了
一个个感人至深的高原汽车兵、兵站兵、管线兵、卫生
兵、通信兵、仓库兵（包括一些家属），所以，他给自己的
书起名为《藏地兵书》，是名副其实的。这也是他的作品
具有生命力的根源所在。大家都说，他退休后焕发出了
自己生命的第二个青春期”。孝鹏这篇文章，2016年获
全国第三届“书写人生第二春有奖征文大赛”一等奖。
我们三个战友在青藏高原所经历的苦也罢，甜也

好，所有这些都会随风而去，后来者也许不会重复。
但是，如何面对苦难，如何享受生活的甘甜，后来者
可能会得到一些启
示。我们只是三颗星
星而已，没有月亮那么
亮，更没有太阳那么温
热。我们在茫茫人海
里，各占其后，互相依
托，各得其所，有路只
知朝前走，共闪微光，
共享其乐！

这个夏天热得早，入伏前，气温就像坐上
了火箭一样噌噌上涨，骄阳似火，聒噪的蝉鸣
声此起彼伏，好似在向这酷热难耐的伏天强烈
“抗议”。入伏后，太阳更是如火炉般炙烤着大
地，整个城市被煎烤着、蒸腾着、翻滚着……人
们全靠空调、WiFi、各式各样的冷饮“续命”，生
怕一出门，自己就被“融化了”。
清晨上班的路上，能明显感受到太阳如头

顶一盏千瓦“探照灯”，格外“热情”。灼热的气
息从眼眸和鼻翼里涌入身体，在瞬间的循环
里，刺眼而炽热。到单位后赶紧钻进带有中央
空调的办公室，一呆就是一天。下班回到家又
迅速“躲”在空调屋里，“躲”在人为制造的凉爽
里，在空调中感受丝丝清凉，身上的每个毛孔
都舒展开来，压根不舍得挪动半步。
每年一到盛夏，脑海里不由自主地就会浮

现出无忧无虑的童年，许多无法忘却的夏日时
光，犹如记忆长河里泛起的朵朵浪花，一股脑
儿奔涌而出。那时的夏天，没有空调和冰箱，
也没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入口清凉”；那时好像
也没有现在的高热，农村的气温也比城市低，
现在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如同昨日重现，一切是
那么的鲜活生动、凉爽惬意。
放暑假前夕，我的心早已飞到了心驰神往

的北坞村，现在想起来，那里是承载我童年记
忆最深刻的地方。
盛夏的清晨总是从
一杯自制的“饮料”
开始，那时候没有各
式各样的饮料，唯一
的就是汽水，但是
“昂贵”的价格让我
望而却步，幸好姥姥
发明了一种我十分

爱喝的解暑“神饮”。
晨曦中，姥姥就用井水烧

一壶开水，倒在一个大茶缸里，
放上白糖和少许米醋，然后用
大蒲扇给它扇凉，不一会儿就
变成了“凉茶”。姥爷则把打来
的井水倒入脸盆，冰凉的井水
在我脸上和手臂上游走，酷热

的暑天里能打个大激灵。洗完脸后，我便端起
大茶缸猛喝几口，入口凉凉的，带点酸味，喝了
之后不仅解渴了，心情也格外舒畅，暑气顿
消。这杯纯净的“凉茶”里，漾出生活的多滋多
味，那鲜美的味道至今难忘，比现在时兴的饮
料更有特色，它们没有“凉茶”的纯净和甘甜。
炎炎夏日，麦子收完了，西瓜下来了，新

麦换瓜，那时候的娃们都经历过。经常能听
到各式吆喝声：换油喽、换豆腐喽、破烂儿换
洋火喽……但是只要听到巷子里传出夏日特
有的“换瓜喽、换瓜喽……”的叫卖声，我便飞
快地往家门口跑，不管姥姥、姥爷买不买，先把
卖瓜的车拦住再说。
虽然那时候家里都不富裕，姥爷视粮食为

生命，日子过得很仔细。但是对于给我换瓜一
直都很慷慨，从不吝啬。那时候买瓜，一买就
是十几个，装在编织袋子里往家扛。抱回家的
西瓜被太阳晒得烫手，姥爷让我远离井口远远
地看着，他把西瓜放在竹篮里，用一根带钩子
的长绳缓慢地放到水井里，经过井水的浸泡，
再提出来的西瓜透着阵阵凉气。
对昔日的我而言，夏天最动听的声音，那

一定是姥姥切开西瓜时的那一声清脆，手起刀
落，剖开的是一整个夏天的寄托。我先“精挑
细选”两块最大的西瓜，一块递给姥爷，另一块
递给姥姥，然后我自己也拿起一块，感觉鲜红
的瓜瓤冒着寒气，狠狠地咬一口，透心凉，清凉
和甜味氤氲在舌尖，沁入心田，宛如品尝冰浆
仙液，冰雪般清凉。吃瓜时，我总是吃得顺脖
子流西瓜汁儿，西瓜水流一背心，瓜子吐了一
地。姥爷每每见状赶忙说：强娃子，瓜子不要
胡吐，晒窗台上干了不就能吃嘛。我仔细地把
地上的瓜子一粒粒捡起来，用水冲一冲，放在
窗台上整整齐齐地排列好。现在回忆起，那曾

经细细品味过、浸过井水的西瓜，恍然间，似乎
还能感觉到一股清凉沁入心脾、浸润全身。
傍晚时分，当日头在天的尽头隐去最后一

抹踪迹、收尽最后一缕余晖，此时的地面上还
冒着热气，姥爷赶紧吊上几桶井水，姥姥用水
瓢舀着水将院子浇湿，给院子降了温。这时，
我用姥爷白天给我晒热的一大盆热乎乎的井
水，从头到脚浇下去，洗个痛痛快快的“热水
澡”，暑热中透着轻松的温凉,充实的一天才算
是按下了“暂停”键。
姥姥、姥爷从正房里搬出竹躺椅，放在院

子里开始纳凉。这个早已磨得光溜水滑的竹
躺椅，再用井水浸湿的抹布擦一下，那种清凉
的感觉，不亚于现在的空调房。我四肢舒展地
躺在上面，姥姥、姥爷拿着蒲扇给我扇着凉风，
我望着那满天静默的繁星，一颗一颗，星星闪
耀，晶莹透亮，仿佛伸手就能触碰到。当我真
要摸星星的时候，调皮的星星便从天上“跳”到
大茶缸里，“跳”到我的眼睛里，“跳”进摇着蒲
扇的姥姥姥爷的故事里……
又是盛夏，掐指一算，这些都已经是三十

年前的事了，那是如今从城市高楼间吹来的徐
徐热风无法比的，那是单调凉爽的空调风无法
比的，那是冰箱里琳琅满目的冷饮和敞开吃的
西瓜无法比的……
记忆里的盛夏，清爽而多彩，我怀念那个

没有空调、没有冰箱的盛夏。或许越长大想要
的也就越多，但是再也找不到如宫崎骏动漫
里，那么纯粹、那么简单、那么快乐的生活。那
歌曲《儿时》里描述的“晚饭后纳凉星夜下，萤
火虫微风弯月牙，大人聊听不懂的话……”的
悠然日子，也一去不复返。如今，当自来水代
替了井水，空调代替了摇着就睡着了的蒲扇，
当目不暇接的冷饮代替了“凉茶”……唯有西
瓜还是那个西瓜，只是冰箱代替了井水，也再
没有了切开西瓜那一瞬间的满心期待。
酸甜的“凉茶”、清甜的瓜瓤、黝黑的瓜子、

凉爽的竹躺椅，蒲扇的丝丝凉意和爱意，还有
那院子里的声声笑语、阵阵凉风，都渐渐地远
去了，唯有蝉鸣裹挟着记忆，诉说着对往昔的
丝丝眷恋。

本版题图 张宇尘

被寻找的桃源

被隐藏的张家查，现在叫

新水场，每一个地名

都有它的渊源，需要解读

想要去新水场

要拐过九曲十八弯呢

从大路到小路

要驶过一条又一条山间小径

看到路边探出来的任何花儿，你

首先要

抑制住你的欢喜

因为在新水场，两千亩的山桃花

会从三面同时扑来

你要用所有的注意力

才能迎接一场花潮引起的动荡

你会不知道应该先看哪一朵

分辨不出哪一朵比哪一朵更美

开过一年，又一年

年年遵从心意，从未遗漏任何春事

从风雨中穿过，过滤喧嚣

这一处，终被归为

被世外寻找到的桃源

某一种抵达

需要参拜一下内心

问问自己：可比草木活得更坦诚

更懂得收敛和开放

登山步道，一步通向林间

一步通向云间

穿过山桃林

抵达某一种深处

和松鼠对视

在野菜被剜下当成野味之前

拍照留念

留得清气满乾坤

开满山桃花的新水场

进入新水场，尤其是三月

尤其是山桃花开放的时候

尤其是山桃花开得不管不顾的时候

尤其是山挑花开得再不掖着藏着

的时候

你会陷入四面楚歌

陷入山桃花粉面的陷阱里

在这里，在新水场

许你一时乐不思蜀

许你一时心思恍惚

许你一时春情荡漾

许你一时沉沦笙歌

远处看，山桃花开着

近处看，山桃花开着

站在树下看，山挑花开着

你看山桃花开

别人看你与山桃花合影

归来仍是少年

消失在事故中的人

终成为故事中的人

突然想：那位张姓的将军

他率军从山东来

驻守的边关就是我栖居的现在的

蓟州

他来时骑着什么样的一匹马

握着什么样的一杆枪

他巡视的目光里，看见山桃花的

时候

有没有情思波动

所有的少女，内心都住着

一位英雄救世间水火

我的出现有所迟暮

但我希望归来的仍是少年

假装像一棵树

在新水场，假装像一棵树

挨着山桃树假装自己也能开花

满山招摇，引起风的动荡

假装自己是被瞩目的那一个

一切与美无关的话题不适宜在这

个季节打开

暂时屏蔽世外的纷争吧

论身世，这里的山桃树是最清白的

它们是山桃中最庞大的一支

是这里最早的土著

我羡慕它们这种占山为王的魄力

它们彼此照应，彼此惊艳

对于不属于自己的赞美不屑一顾

只一心一意开枝散叶

桃花劫

我已经认不出是哪一朵率先探出头

她们穿上相同的粉红的小裙子

分辨不出哪个是姐姐，哪个是妹妹

面朝不同的方向

用敞亮统治不同的视线

躲过一场颜色灾难

却躲不过甜言蜜语

情人的话煽动一场粉身碎骨的浩劫

更深的深处花蕊浸润蜜汁

注定我要深陷这温柔之乡

开满山桃花的新水场（组诗）

张建明

三
个
战
友

王
宗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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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八八五期

夏的凉爽
新 田

律师这个行业是从西方传来
的。有人说中国古代的邓析是律师
的祖师爷，邓析确实很有法律头脑，
但是当时律师制度根本没有产生的
土壤。还有人说东方朔是律师的祖
师爷，那是开玩笑。至于绍兴师爷，
具有现在的政府法律顾问或者几年前合并
到司法部的“法制办”的某种功能。但绍兴
师爷都是官府老爷自己花钱聘用的，跟政
府没有什么关系。师爷顶多是出出主意，
他服务的对象不是诉讼中的原被告双方，
而是为法官（实际上就是官府老爷）出主意。
所以师爷跟律师算是远房亲戚吧。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

被迫设立了五个通商口岸。洋人们不仅来
了军人，也来了商人。就像现在的律师也
是跟着客户走一样，洋人也带来了洋律师，
洋人和国人做生意，都是要由律师提出审
查意见的，这对中国律师制度的萌芽乃至
兴起，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天津的第
一个洋人律师叫甘·堪特，是个英国人。
清末，慈禧太后想学习西方的君主

立宪制度，并开始了立法工作，在制定中
的诉讼法里，首次提到了律师的概念。
参与立法的重要人物沈家本，曾经在天
津做过知府老爷，制定的那些法律没有
来得及实施，清朝就灭亡了。
1912年民国元年，北洋政府颁布了

《中华民国律师暂行条例》，从那时起，律
师这个行业算是开始了。1948年前后，
因为内战的原因，京津一带的律师基本
上就都停业了，上海南京的，也停了。那

时候，律师基本都是在大城市里有，小地方
经济不活跃，又在战乱的年代，没有市场。
从1912年始有的现代意义的律师制度，随
着民国的覆灭，也告一段落。

新中国成立后，过去的律师都成为旧律师，
50年代，国内的律师制度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
恢复，并且一度做得不错。以天津为例，1956年，
天津律师协会筹备处已经挂牌，但是接踵而来
的各种运动，让律师制度的真正恢复重建,推迟
了22年。直到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

西方很多律师说，中国律师用三四十年
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几百年完成的事情，中
国发达地区的律师事务所，看起来已经和欧
美律师事务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律师们
的生存方式和作业习惯也越来越和国际接
近了。中国的律师从“国家干部”的身份转
变为社会的法律工作者，靠自己的专业技术、
经验和智慧来为全社会提供法律服务。

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四十多年来，律师
事业的发展，无论是国办律师的“摘钩”，还
是合伙律师机制的实践，或者是互联网大
数据等新概念对这个行业的影响和推动，
改革开放的烙印，深深融入到律师行业中。

律师的本质不应该仅仅停留在所谓产业
化方面，律师们的内心也没有忘记，这个行业
的初衷，还是首先和公平、正义、文明相关。

1 律师简史

龚丽正典试广西，守正典试湖
北。兄弟同乘轺车，京中传为盛
事。这对阿珍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鞭
策，也是压力。
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春，龚

家迁居北京门楼胡同西首。这年春
季久旱不雨，每天风沙弥漫，京城笼罩在
滚滚黄尘之中。
这天阿珍正在家中读书，丽正入值

未归。门上来报有人来访。阿珍迎出门
来一看，并不认识。只见来人五十多岁，
身高六尺，面如古铜，两鬓微苍。一脸风
尘之色，但二目炯炯，精光慑人。
不待阿珍开口，来人便呵呵大笑道：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不速之客，狂士王昙与令尊有一面之交，
贸然造访，足下不会见怪吧？”阿珍多次
听父亲说到过当年入京会试，梅花岭得
遇王昙的事，但不知面前的是不是那个
王昙。他连忙拱手相让：“不知尊驾光临，
有失迎迓，快快有请。”
王昙也不谦让，同阿珍来到龚家客

厅。落座后，阿珍奉上茶来。喝着茶，阿
珍复又问道：“常常听家父说起，当年赴京
会试，路过维扬，遇一奇士，乃浙江秀水人
氏，姓王名昙，字仲矍，不知是不是先生？”
王昙抚髯笑道：“正是不

才。萍水一见，承蒙令尊还记
得，实在令人感佩。听说去年
恩科令尊兄弟二人同乘轺车，
出典秋闱，真是千古美谈。如
今令尊又入值军机，前途不可

限量。说来惭愧，无颜见故人之面。王昙
屡试春闱不第，早绝了仕途之念。落拓江
湖，蒙羞含耻。今日造庐，原有其他因缘。
来到门前，方知是故人之第。欲待回避，又
不忍离去，于是就造次了。”
阿珍听他说得凄惶，忙接口说道：“先

生说哪里话来？人之相交，贵在道义，若以
科第名望、贫富贵贱为限，也太俗气了。家
父真正时时惦念先生呢！只是不知先生行
止，无由重逢罢了。今天如果家父在家，不
知有多高兴呢！刚才先生说，今日来舍下
是另有因缘，但不知为了什么？”
王昙于是说道：“世兄听说过西山聚岚

观矮道人吗？”阿珍说：“闻其名，未识其面。
听人传言，此人修成长生不老之术，至今已
有三百多岁，不知是真是假？”王昙笑道：“长
生不老，恐怕未必。但附近人讲，百年前已
有此人。这人也确有异能，现在还能力举
几百斤重的石锁，健步如飞，也真了得。我
几次前去拜访，均遭峻拒。前天又去，颜色

少霁。他对我说，‘京有奇士，夜有
光，如六等星，青霞绕之，青霞之下，
当为奇士庐。为我求之，同来，吾
方与汝交’。我按他指点的方向，
一路寻来，不想竟到了贵府门前。
莫非矮道人说的奇士就是世兄？”

33 有缘千里来相会 33 不是民间传闻

直到子夜时分，学生们才逐渐
散去。刘乙己看到我急匆匆来夜访，
便说：“夜访民宅，无事不来。说吧，
有什么事儿？”他结束讲课，满脸疲
态，立即抽烟喝茶好比汽车加油，又
好似漫不经心听着我提出的问题，
他打开书柜认真寻找起来，这排书
柜是新近添置的，好像他新娶了太太。

他找出两册半新半旧的书籍：“你看
滦城这地方，即便非常时期，滦城坚持编
辑文史资料，当然只能以革命回忆录为
主，兼有地方大事记。”我急急问道：“这
属于信史吗？非常时期编纂文史资料，
难以避免倾向性的。”他说：“这肯定不是
民间传闻。你看这篇《我的点滴回忆》，
作者叫杨茂林，1947年为中共冀热边特
委情报员，新中国成立后在省委统战部
任职。”我认真阅读杨茂林回忆录。这是
作者口述，经人整理的，文通字顺表述严
谨，令人产生信赖感：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破裂，内战

打响。我的公开身份是河头镇聚贤饭庄
跑堂伙计，河头镇距离滦城60华里，水
旱码头特别热闹，便于秘密接头。我清
楚记得他初次走进饭庄雅间，头戴礼帽，
身穿便装，稳稳落座让我沏茶，声调沉稳
举止庄重，令人感到威严。他要我沏天
津卫正兴德高级香片，我就知道这是递
送情报的接头暗语。他若不提天津卫正
兴德高级香片，那表示没有带来情报，专
程来取上级指示的……这位同志爱吃聚
贤饭庄的焦熘里脊和糟烩豆腐，这是大

厨王胖子的拿手好菜。吃完饭，他故意把
香烟盒丢在脚下，我打扫雅间便收了香烟
盒，那里面写有情报暗语，我连夜转交上线
交通员……”

我中断这段阅读，抬头请教：“难道这
人就是田文佐？他不是被八路军打断大腿
瘸了吗？”刘乙己点燃一根香烟：“你阅读文
史资料不可性急嘛，好饭不嫌晚。”说着，随
手把空烟盒扔到地上，我缩了缩脖子，以为
他被革命烈士附体，跑来跟我秘密接头了。

杨茂林继续回忆道：“后来好久不见他
再来聚贤饭庄，听滦城方面说，有个保安大
队长被八路军打断大腿，已经成了瘸子。
之后上级通知我，以前那位同志负伤不便
亲自递送情报，已经安排新人代替，增添新
人就是增加风险，上级要求我绝对保障情
报安全。毕竟是革命同志负了伤，我听说
后有些难过，猜测他是否暴露身份，撤退途
中跟敌人枪战负了伤？虽然跟这位同志只
有几次短暂接触，他魁梧的身材、沉稳的表
情、威严的举止，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他
身处敌营环境凶险，赤胆忠心为党工作，给
根据地传送了多少重要情报啊。新中国成
立后，可能成了默默无闻的英雄，我很怀念
他。后来，上级通知我递送情报的新人，是
个年轻貌美的姑娘……”

作家出版社

天生是配角

律师文化纵横谈

杨仲凯

团结出版社

龚自珍传

王振羽 著

妈妈不告诉我

肖克凡著

作家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