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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师听不懂《山海经》

上/期/回/顾
2013年我85岁生日的时候，我对

大家说，我和老伴都是属牛的。其实我

们并不属牛，只是有牛的性情。

上/期/回/顾
秋后，镇上人差不多都害起了打摆

子，冷起来捂着两床被子还浑身筛糠似
的，吃果子的人没事。唱师还喜欢在坡上
晒太阳，惹得后山林子里的香獐子也学了
样，阳坡里腿叉开晒起腺囊，镇上人便因
此去围猎，得了许多麝香。

保卫南京，德国军事顾问起了积极作用

前言：见证风雨二十年（1）
写褚时健是我这一生无法

逃避的责任。
这 种 意 识 最 早 出 现 在

1991年。我作为中国作家协
会红塔山笔会的成员，在玉溪
卷烟厂这个当时蜚声海外的明
星企业盘桓了半月。笔会结束
之后，送走了北京来的一批知
名作家，我返回玉溪卷烟厂，完
成冯牧团长交代的任务，给5
月1日出刊的《中国作家》写一
篇一万三千字的报告文学，这
时已是4月 24日。两天的采
访，褚时健和他的家人第一次
带我进入了他们的人生。当时
昆玉高速正在建设当中，昆明
到玉溪需要大半天，刨除来回
的时间，我只有两天用来写
作。4月29日，他到北京参加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颁奖会之
前，我在玉溪卷烟厂昆明办事
处把我连夜赶出的稿件交给了
他。我不能确定他对我的文稿
是否认可，因为他一直是以企
业家的形象面对媒体，从不谈
及个人情感经历和家庭，而我
的文章标题叫《太阳般的汉子

——褚时健的情感生活》。
借他与别人谈工作的时

间，他的夫人马静芬先看了文
章。褚时健拿着文章进里屋以
后，马静芬看着我，眼神里透着
担心：“文章是好文章，只怕通
过有点难。”这是她第二次对我
说这话。4月23日晚，我在采
访褚时健前夜，先拜访了她和
他们的女儿褚映群。她对我
说：“你要写的东西难，到目前
为止，连我都不了解他的情感
世界。”

在期待和担忧中，褚时健
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稿件，一手
拿着眼镜问我：“你多大了？”见
我愣怔，他补了一句：“我不知
道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懂得我
们。从今天起，我们就算是忘
年交了。”

我当时无法预知，这句话
让我见证了他此后二十年的风
雨人生。

1996年 4月 4日，我为他
写下了最后一篇报道《关索坝
为证》。文章是这样结尾的：

“狂舞的春风中，我们站在

关索坝桥头，整个新厂区就在
我们眼前。它太美丽，下午的
阳光下发出纯净的白光和蓝光，
让人不忍移目。巨大的欧式厂
房、圆柱形的办公大楼和横卧一
侧的科技大楼，以它们的庄重严
谨气派，一笔抹去了关索坝千年
来的历史遗痕。还是那片青山，
还是那些白云，簇拥着的却是世
界最大的卷烟生产企业。

“此刻，站在斜拉桥前凝视
远方的企业界巨子褚时健，他
心头涌起的是豪情，是欣慰，还
是依恋。关索坝对于他到底是
什么，我们难以说清。”

还是这一年。夏末，陪他
去玉溪乡下龙潭钓鱼，我写下
散文《一山一水一钓翁》。

“……从认识他起，他丰富
的人生就成了我探寻的目标。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不可模仿的
人生。他经历的起起落落，足
以让脆弱的人生死几个轮回。
我在了解他的同时，有了隐隐
的忧虑。我对他直言：‘你的人
生注定是一个悲剧。’他用他那
双锐利的眼睛看着我，目光的

深处有一丝苍凉、一丝感伤。
“和我们同来龙潭钓鱼的

人都有收获，他没有。或许他
没打算有。”

在1996与1997年交会的
时候，我们一行人被软禁在边
陲小城河口，望着窗外青葱的
树影，想起自己以文工团员的
身份、以战地记者的身份数次
光临这里的经历，感慨间写下
了杂记《那那边》：思虑在屋子
的四壁间穿梭、反弹、交错，脑
子里出现了倮倮的那首歌，那
那边是什么，天苍苍、地荒荒
——那么，等着他的是什么？

就是在河口宾馆他的那个
房间告别的时候，他说：“拖累你
了，小先，我早就有这个意思，想
认你当我的女儿，映群也同意，
现在这种情况下……”

我告诉他：“下次见到你，
我会叫你爸爸。”

这个“下次”是在两年之
后，我到云南省第二监狱去探
望他。我当时的一声“爸爸”，
让他的眼里泛起了泪花。

先燕云 （4）

又过了一年，秦岭外的平
原上地震，波及秦岭，镇上家家
的门环都摇得哐啷啷响，人们
全跑出门睡在野外的油毛毡棚
里。睡了七天，天天在传着还
有余震的，还有余震的，可余震
还是没发生，就烦了，盼着余震
快来。终于在第八天再震了一
次，并没有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心踏实下来，才蓦然发觉唱
师压根就没有出窑洞。他是早
知道地震会没事的才一直待在
土窑的？放羊的父子去了那个
土窑，土窑外一丛鸽子花开了
四朵，大若碗口，白得像雪，而
唱师静静地躺在炕上，炕下的
草鞋里还卧着一只松鼠，看见
了他们，洗了一下脸，才慢悠悠
地走了。原来唱师是病了。唱
师是从来都不患病的，但这一
次病了，又病得很重，腿肿得有
桶粗，一张多么能说会唱的嘴，
皱得如婴儿屁眼，张开着，竟说
不出了话。

放羊父子拉了一只羊到镇
街请医生，医生问了病情，说不
用治了，医生是治病而治不了

命的。放羊父子说：他活成精
了，他是人精呀！医生说：神仙
也有寿么。让把羊拉回去。

放羊父子叹了一口气，回
到土窑里等待着唱师老死，老
死了把他埋葬。唱师不吃不喝
了二十天，却仍然不死。扁鼓
挂在墙上，夜里常常自鸣，那一
根竹竿是放在窑门后的，天明
却走到了窑门外的石碾旁。这
时间正是学校放了暑假，读书
的孩子回来了，孩子也便替了
父亲和爷爷守候唱师。

放羊的父子要去放羊，就
叮咛着孩子：用心守着，一旦唱
师咽了气，先不要哭，因为这时
放起悲声，死去的人容易迷糊
去阴间的路，可能会变成游魂
野鬼，一定得烧了倒头纸，给小
鬼们都发散过路钱，然后就在
窑外大声喊我们，我们听见就
立马来了。这孩子在土窑里守
候着，过一会儿去看看唱师，唱
师眼闭着，以为人过去了，用手
试试鼻孔，鼻孔还出气。过一
会儿再去试试鼻孔，鼻孔还是
出气。如此守过三天，唱师仍

在出气，这孩子就无聊了，想着
自己古文成绩不好，趁这阵可
以补习补习，便让爹请了镇街
上一位教师来辅导，应允将来
送五斤羊毛。这教师也是个饱
学人，便拿了一册《山海经》为
课本，每日来一次，一次辅导两
节。

唱师静静地在炕上躺着，
身子动不了，耳朵还灵，脑子也
清白，就听着老师给孩子讲
授。这时候，风就从窑门外往
里进，风进来是看不见的，看得
见的是一缕缕云丝，窑洞里有
了一种异香，招来一只蝴蝶。
唱师唱了一辈子阴歌，他能把
前朝后代的故事编进唱词里，
可他没读过《山海经》，连听说
过都没有，而老师念的说的却
尽是山上海上的事，海他是没
经过，秦岭里只说海吃海喝这
个词，把太大的碗也叫作海碗，
可山呀，秦岭里的山哪一处他
没去过呢，哪一条沟壑哪一座
崖岩不认识他呢？唱师就想说
话，又说不出来，连动一下舌头
的气力也没有了，只是出气一

阵急促一阵缓慢，再就是他感
觉他的头发还在长，胳膊上腿
上的汗毛也在长，像草一样地
长，他听得见炕席下蚂蚁在爬，
蝴蝶的粉翅扇动了五十下才在
空中走过一步，要出窑去。孩
子也看见了那只蝴蝶，起身要
去逮，老师用钢笔在孩子的头
上敲了一下，说：专心！蝴蝶是
飞出了窑门，栖在草丛里，却变
成了一朵花。

这后半年，正阳镇出了三
宗怪事。

一宗是茶姑村有个老婆
婆，儿子和儿媳在山上打猪草
时被土豹蜂蜇死了，留下一个
小孙子。小孙子一哭闹，她就
把自己的奶头塞到小孙子嘴
里，她的奶已经干瘪，吸不出奶
水，小孙子仍是哭闹。她不停
说：乖呀，听婆话！小孙子听不
懂，家里的一只猫却听得多了，
叫起她婆婆。一次她和村里人
在巷道里说天气，猫跑来说：
婆，婆。把村人吓了一跳，觉得
猫是灾异，背过她就把猫勒死
了。 （3）

据资料显示，1937年前的
两三年时间里，中国向德国购
买的军火、兵工及重工业设备，
不下2亿马克，其中军火装备
占多数，蒋介石确实装备了一
批自己的嫡系部队，在淞沪战
役里也发挥了巨大作用，致使
日本兵大伤元气。值得一提的
是，正是蒋介石在这段时间里，
重视与德国之间的军事与贸易
方面的关系，所以中国特别是
首都南京在抗战前夕出现了一
大批德国人，后来在南京大屠
杀中保护了数以万计的中国人
的拉贝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抗战前后，在蒋介石身边
有几个重要的德国军事顾问，
其中有名的一位叫法肯豪森，
是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此人
为中国抗战立下巨功，著名的
台儿庄战役“诱敌深入”的战术
就是法肯豪森出的主意。更可
贵的是，在七七事变后，这位德
国军人曾直面批评蒋介石在对
日问题上的消极抵抗政策，并
多次警告蒋“若不倾全力奋斗
以图生存，则华北全部包含山
东在内，必脱离中国”。还有一

点更值得肯定：法肯豪森虽为
希特勒政府派往中国的军事顾
问，却与纳粹主义格格不入。
二战后，法肯豪森出任中德文
化协会会长，1966年在柏林去
世，终年88岁。

法肯豪森是位职业军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时，
他曾到过中国，后在德驻日大
使馆任武官，是位通晓东方语言
的军事外交家。第一次世界大
战后，法肯豪森当了德国步兵学
校校长。1933年到中国出任蒋
介石的军事顾问。德国人办事
非常认真，尤其是像法肯豪森这
样的职业军人，又有军校校长的
经历，加上对中日文化和军事的
熟悉，故法肯豪森一方面让蒋介
石国民政府出钱装备先进的德
国军事武器，另一方面把更多精
力放在训练国民党军队和布置
对抗日本人的一系列军事措施
上。蒋的军队在法肯豪森等一
批德国军事顾问的指导和影响
下，确实得到了整顿，战斗能力
大幅度提升。

鉴于日本日益剧增的吞华
野心，法肯豪森在1934年便建

议蒋介石尽快拿出一个保卫南
京的军事计划。蒋对这位顾问
的话是听进去的，并马上责令
南京警备司令谷正伦负责初步
方案。这年8月17日，法肯豪
森看了谷正伦的方案后，作了
充分肯定。正是有了法肯豪森
的建议和对初步方案的肯定，
国民政府军事参谋本部也随之
在1934年就有了第一个《南京
防守计划》。这个计划从“敌情
判断”、“防守方针”、“指导要
领”、“兵力部署”、“水雷阻塞”、

“防空”、“交通及通讯”等八个
方面进行了规划安排。

就这份《南京防守计划》而
言，总体战略安排并没有特别
不妥，问题是后来的形势变化
和老蒋手下的那些实施这个计
划的具体人身上出了大毛病。
比如在南京保卫战打得最激烈
的时候，有个部队在守城时发
现他们的水泥防御掩体，除了
表面有一层水泥之外，里面竟
然尽是竹竿等物，别说敌不住
小鬼子的隆隆战车，就是子弹
也抵挡不住！难怪守城士兵直
骂老蒋和当官的是“拿我们的

性命来养肥他们的家业和狼心
狗肺”。

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此。
根本的问题在于七七事变后的
蒋介石及他的同僚们，在对日
开战一事上一直犹豫不决，并
存有幻想，因此在实施防御备
战中不那么有力，导致了日本
人杀到门口时束手无策、慌乱
一片。

淞沪战役之前，面对强大
的日军，蒋介石听进了法肯豪
森的“以广阔之疆域，拖垮之后
勤供应困难的日本”之“持久
战”建议，并且也作了兵力和战
术上的布置，将全国战场分为
五个方面，其中东正面即江苏
区和浙江区，包括上海。首都
南京是蒋政府的总部，但由于
南京与日军上岸线路太近，没
有纵深和持久的防守可能，故
撤出南京的计划其实在蒋介石
心中早已有后备方案，但作为
一国之首都，不保南京，显然无
法向国人交代，更有损“国体”
与“国威”，所以蒋介石在“誓死
保卫南京”问题上一直调子很
高。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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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初的蒋介石，刚从西安事变

的惊吓中恢复一点儿元气，面对内外交困
的国家局面尚处维持现状之势时，日本人
又闹出个卢沟桥事变。蒋介石能不火冒
三丈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