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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路口唱起了开路歌

上/期/回/顾
不过，褚发珍的妻子的确是彝族人，

她的老家就在南盘江边弥勒县的西山

上。祖先的族别在云南并不重要，这是

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间通婚

在很多地方是很常见的事情，通婚也造

就了民族血脉的交融，使得汉、彝两族在

长相上颇有几分相近。

上/期/回/顾
到了十三岁，爹死了，临死前担心死

后儿子会把他埋在河边省事，但知道儿子
和他对着干，就反话正说：儿呀，爹这气一
咽，你不要把爹葬到高山上去，卷张席就
埋在河边吧。

郭沫若笔下的日军空袭南京

“属牛”的龙：褚时健出生了

上/期/回/顾
日本人最先对南京犯下的罪行是8

月开始的大轰炸，因此南京保卫战其实从
这个时候就开始了。

从8月至11月 13日淞沪
大战结束的三个月里，日机除
了阴雨天和台风时，几乎天天

“光临”。南京人在那段时间里
的苦难与无奈，只有南京人自
己知道。恰巧在写作此书时看
到了郭沫若先生在1937年9月
下旬所写的一篇题为《在轰炸
中来去》的文章，甚为兴奋，摘
其中几段给读者——

25日的南京特别晴朗。一
大清早起来便有人在说，今天
恐怕有敌机来袭。果然，在九
点钟左右，我正要乘汽车去访
汪的时候，同居的人说，警报来
了。——这警报在我半聋的耳
里，实在什么也没有听见。

据我所见，开始是有十一
架敌机飞来，由南转向东城去
预备散开，四处埋伏的高射炮
一时震天响亮，炮烟在敌机的
队中穿插，烟云和机影密接着，
不易辨别清楚。忽然有一声炮
响得特别着实，敌机队中的第
十架带着一股黑烟，像彗星一
样坠落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

敌机坠落了一架。友海高兴地
向壕里报告。

敌机被打中了一架之后，
其余的散开了，高射炮烟和它
们角逐了一会儿，它们又各自
逃窜了。空中的音乐告了一次
中休。我和友海索性离开了土
壕，站在土丘上瞭望。街道上
除掉警卫的士兵之外，一个行
人也没有。一切的交通机关早
已绝迹。寂静的街，万籁无声
的海，但在这无声之中有意志
力的波涛澎湃。不一会又有一
队敌机飞来了。这次是十五
架，依然是由南而来，却转向城
西北去散开。高射炮烟更加肩
摩踵接地和它们角逐。忽然又
是一声特别着实的炮响，敌机
中的一架发出一朵红光，红光
上冒着黑烟，又像一颗彗星一
样，坠下了。

打得好，真打得好！敌机
又打落了一架！友海跳起来
了，比刚才更加高兴地向壕里
报告。

怎么会放红光呢？我怀疑
着问。

——那一定是打中了汽油
槽。友海很内行地向我说。

被打落了的敌机落在城西
北区，还冒起了一阵火烟。其
他的敌机慌慌忙忙地乱飞了一
阵，又逃窜了。很有好一会儿，
上天下地都凝寂着，没有声响。

——真是痛快，到了一次
南京，亲眼看见我们的空中战，
并亲眼看见我们的高射炮打落
了两架敌机，真是痛快。我自
己对友海述怀着。

——怎么不看见我们的飞
机来呢？

——我们的飞机是在城外
和敌机作战，堵截敌机。如敌
机窜入了城空，使用高射炮射
击。在城空作战，弄得流弹横
飞，对于市民是相当危险的。

友海好像是很明白作战过
程一样，确否不得而知。警报
期间特别长，太阳把头晒得有
点痛，我弄得有点不能忍耐了。

——我看警报是快要解除
的，我俩回去吧。我向友海催
着。

——好的，大概是快会解

除了。
友海陪着我刚好回到门

口，他说：哦，你有先见之明，警
报解除了。

他是听见了解除警报的哨
声的，但我依然什么也没有听
见。

不一会儿壕里的人也回来
了，大家都笑逐颜开十分高
兴。据说，这次的敌机来袭，我
机在城外和它堵截了好一会
儿，窜进了城空的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

又说我们的高射炮，在浦
口一炮连中了三机。怎么连中
了呢？是因为一炮打中了敌机
的炸弹，炸弹爆炸了，自行打伤
了两架，一并坠落了下来。一
炮中三机！这在将来恐怕要成
为谚语。这比旧时的“一箭射
双雕”更来得摩登而可纪念。

敌人宣言，要把南京化为
灰烬。我却亲眼看见，敌人在
南京化为了灰烬。 （11）

王世贞说：有那么大的蟒
蛇？老黑说：用那蟒蛇皮给太
太蒙一把二胡多好。王世贞
说：是呀是呀！第二天，王世贞
带着老黑要去竺山，临走时老
黑给姨太太说：那可能是千年
老蟒蛇哩！姨太太没说话。

到了竺山，知道带头捕杀
蟒蛇的人叫雷布，正是植物人
的儿子。老黑一进雷布家，说：
喂，书记来了，蟒蛇皮呢？但雷
布不在家，炕上坐着个老婆婆
给一个老头子揉搓身子，老头
子昏迷不醒，身子缩得像个婴
儿。出了后门，王世贞看见蟒
蛇皮就钉在斜对面的崖壁上。
崖壁距后门只有三丈，但崖壁
下是条涧，深得丢一个石头下
去，半会才咚地上来响声。老
婆婆撵出来说：那蟒蛇皮不给
人的，我儿把它钉在那里让他
爹魂附体哩。老黑说：你儿咋
把蟒蛇皮钉上去的？老婆婆
说：先前有吊桥，钉了蟒蛇皮，
我儿怕人偷，就把吊桥砍了。
老黑就往前走，发现不远处涧
上还横着一根独木，这独木是
一棵树被雷劈了倒在那里，已

经朽了，长满苔藓和蕨草。
老黑就要从独木上过，王

世贞说：这太危险！老黑说：咱
需要蟒蛇皮呀！他刚跳上独
木，涧里便往上涌云雾，老黑身
子晃了一下，骂了句脏话，蹲下
一会儿再站起来，双手把枪端
着来平衡，一步，一步，走过去
把蟒蛇皮拿了过来，独木就咔
嚓咔嚓断了三截掉下涧去。

老黑勇敢，王世贞回到镇
公所要擢升老黑当排长，姨太
太不同意，说老黑这人可怕，自
己的命都不惜了，还会顾及别
人？王世贞说：他是为了我才
这么不惜命的。老黑当了排
长，背上了盒子枪，想到自己过
涧时独木没断，回来后独木断
了，自己是命硬，以后恐怕不仅
仅当排长吧。

又一个腊月，王世贞老是
腰疼，老黑说这得补肾，陪王世
贞去清风驿吃钱钱肉。

清风驿在正阳镇的最西
边，虽说是一个村子，阵势却比
正阳镇还大，驿街两条，店铺应
有尽有。清风驿的驴多，驴肉
的生意红火，尤其做驴鞭，煮熟

后用四十八种调料腌泡一月，
然后切成片儿煎炒或者凉拌，
因为切片后形状如铜钱，外圆
中方，所以叫钱钱肉。卖钱钱
肉的店有六家，为了招揽顾客，
宣传钱钱肉壮阳功效，都是柜
台上放一个酒坛，不加盖，里边
泡一根完整的驴鞭，这驴鞭就
直愣愣立戳出坛口。

王世贞是冲着闫记店去
的，但不巧的是闫掌柜在头一
天死了，家里正办丧事，王世贞
就去了德发店。德发店掌柜见
是王世贞来了，特意拉出一头
公驴来，在木架子里固定了，又
拉出一头小母驴绕着公驴转，
公驴的鞭就挺出来，割鞭人便
从后边用铲刀猛地一戳，铲割
下来，以证明他家的钱钱肉是
活鞭做的。这些举动传到闫记
店，闫记店的人就撇嘴。我那
时正被请去要唱阴歌，闫记店
的掌柜给我说：歌师，你尽了本
事给我哥唱开歌路，王世贞肯
定会过来看的。

开歌路是唱阴歌前必须要
做的仪式，由我在十字路口燃
起一堆火，拜天拜地之后，我就

不是我了，我是歌师，我是神
职，无尽的力量进入我的身体，
看见了旁边每一个人头上的光
焰。我挂起了扁鼓，敲动的是
雷声和雨点，然后闭了双眼边
敲边唱地往家里的灵堂上
走。孝子们就跟着我，把麻纸
叠成长条儿连缀着铺在地上
烧。我唱的内容一是要天开
门地开门儒道佛家都开了门，
二是劝孝子给死者选好坟地
制好棺木和寿衣，三是请三界
诸神及孝家宗祖坐上正堂为
死者添风光，四是讲人来世上
有生有死很正常莫悲伤，五是
歌颂死者创下家业的骄傲和
辉煌。一直走到灵堂前了，我
已是汗流浃背。但王世贞并
没有来瞧热闹。而那下午，直
到整整一个通宵，我连续唱了
《拜神歌》《奉承歌》《悔恨歌》
《乞愿歌》，驿街上闫家的亲朋
至友，四邻八舍你拿香烛麻
纸，他送一升米一吊腊肉都来
吊唁了，王世贞还是没有来，
而来的是匡三。 （5）

褚发珍的妻子给他生了三
个儿子：老大褚开学，老二褚开
科，老三褚开运，另外还有一个
女儿。

在褚时健的记忆里，他的
大伯褚开学是个蛮有威仪的乡
绅。褚开学在华宁县青龙区当
过区长，因为家境富裕，后搬离
矣则，迁到禄丰村车站住了。
二伯褚开科是个老实巴交的农
民，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姑
姑招了上门女婿单独过，也是
种地为生。他的父亲褚开运则
是个不安分的人，常年在外头
跑买卖，主要经营个旧锡矿坑
道里用的原木、炼矿时用的木
炭，算是个木材商。他家门外
就是滇越铁路 ，从各地收来的
木材就靠这条铁路运往个旧。
铁路运输在现在看来是很平常
的营生，可搁在当时的云南，是
需要勇气和智慧的。

褚时健出生时，他大伯的
儿子褚时俊已经五岁，二伯的
儿子褚时仁也已经可以满地疯
跑、撒尿和泥了。褚开运的妻
子褚王氏之前已经生过两个儿

子，不想孩子到了两三岁就不
幸夭折了。因此这个即将出生
的孩子，让父母既期待又担忧。

农历年的大年三十，褚家
没法儿安生过年，褚王氏临盆
了。从褚王氏怀孕开始，褚开
运夫妇就离开了老屋，在江边
一处小院里居住，这么做据说
是为了避开前两个儿子夭折造
成的阴影。褚开运在兔年和龙
年交错的时候等待了半宿，终
于在大年初一天刚蒙蒙亮时，
听到了孩子呱呱坠地时响亮的
哭声。这个赶在龙年头上出生
的孩子，是个又黑又胖的大小
子。从老屋赶来看望的爷爷奶
奶高兴得合不拢嘴，给孙子起
了个小名叫“石柱”。

关于出生日期，笔者曾多
次向褚时健本人求证，因为他
的履历表上写的是1928年3月
1日。褚时健的解释是，出生时
辰讲的是农历，他一直没搞清
对应的是公历的哪一天，参加
革命队伍时就随便填了3月1
日。日后有人查了万年历和褚
家的家谱，确定这一天是公历

1928年 1月 23日。其实在褚
时健看来，出生日期没那么重
要。他作为一个企业家光芒四
射的时候，有人就用“龙”这个
属相说事儿；可当他出了事儿
之后，又有人用这个生日说事
儿，他听到种种议论，淡然处
之。他曾经问过笔者：“你相信
这些吗？我不大信，我是个唯
物主义者。”在85岁生日时，褚
时健选择和80岁的老伴一起
过生日。他在生日聚会上高声
说：“我和老伴，我们两个都是
属牛的，一辈子都要劳动，一辈
子都离不开土地。”实际上，褚
时健属大龙，马静芬则属鸡。

说起矣则，褚时健感慨：
“我们这个村不是个大村子，当
时只有十来户，就是到现在，也
只有三四十户，从来都不昌
盛。有山有水，土地却不多，村
里有几百亩山地，水上不去，还
是靠天吃饭，穷得很。我这些
年有条件了，每年都要给村里
十多万元，一直在帮他们。现
在我们村有个不错的村委会主
任，大家信任他，连任四届。他

有心要改变矣则的面貌，我也
有这个心意。我出了300多万
元，帮他们修水管，引水上山，
改变了土地缺水的状况，大家
的日子好过了一些。现在云南
省在搞‘最美乡村’，我也在想
办法。我和村主任商量，全村
39户人家，全部盖新房没有这
个能力，能不能把老屋改造一
下，土墙变砖墙，老屋架还可以
用，房梁还是重新搞。我离开
故乡都70年了，矣则还是穷，
不变怎么行？”

褚时健那时还被人唤作石
柱。他和父亲长得像，肤色黝
黑，浓眉下那双眼睛也是又亮
又黑。石柱每天都伴着江水的
哗哗声入睡，随着火车的汽笛
声醒来。这两样东西陪伴着矣
则这个小小的村落，也丰富了
小石柱天真的童年。

石柱三岁那年，弟弟褚时
候出生了。1934年，家里又添
了人口，这次是个女儿。不久，
褚王氏又生了一个儿子。褚开
运有了一个六口之家。（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