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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沟里转移

上/期/回/顾

第三天晌午，老黑布置新房，弄来
了三十二根蜡烛，二十六盏菜油灯，还
有一堆松树节，准备着晚上一起点
亮。四凤坚决反对，只留下一盏菜油
灯……

将军玉碎

你不想上学了吗？

上/期/回/顾

震耳欲聋的炮声中，日军队伍大
乱，人车互塞。此时，第146师预伏于
隘道两侧的第875团和第876团迅速
趁机杀出，轻重机枪、步枪、手榴弹齐
向敌人袭去，只见敌营队伍里烟尘蔽
天，血肉横飞……

日军惨遭打击，进退不能，
最后是在飞机的支援下才勉强
撤出合围圈。初战大捷，第146
师俘虏日军士兵6名，击毁坦克
3部、炮车4部、装甲车9部，缴
获山炮3门、野炮1门、步枪89
支、机枪2挺、大小军旗17面，
其他物资300余件。可谓旗开
得胜。饶国华对兄弟师取得如
此战果，分外羡慕。

同日白天，另一队日军向
泗安阵地发起攻击。这回他们
以先出动战机破坏我工事为策
略，结果饶国华阵地一下“吃”
了上千吨炸弹，费尽力气刚刚
筑好的工事毁于一旦，阵地上
的士兵死伤惨重。

28日，日军第18师团前锋
指挥官以为经昨日一天苦战的
川军喘息不过来，正准备再度
出击，不料才到拂晓时，周围枪
声大作——原来川军来了个突
然袭击！

牛岛师团太湖边遭重创，
差点又折先锋部队，日军对此
恼羞成怒，决意报复“装备像农

民”的川军。
于是29日一早，日军在上

有飞机掩护、前有坦克炮车和
轻机枪引道的情况下，分数路
向川军阵地全线出击。两军数
万人战于泗安之间，简直就是
一场混沌的肉搏战。其间，师
长饶国华亲率特务连，冲入敌
阵拼杀，不幸腹部中弹退下。

到午后2时左右，上中下泗
安全线相继失守。这时的日军
主力沿吴嘉公路直奔广德。

“断不能让贼军越过广
德！”受伤的饶国华心急如焚，
即火速回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
牌布防，以迎日军到来。

“这是我师最后的阵地
了！”是夜，饶国华原希望得到
援军，然而得知其他地方也纷
纷失陷，广德是第145师的最
后阵地了。太湖秋夜，寒风习
习。饶国华与同僚们不仅没有
丧志，反而战斗激情更高。

“国家养兵是为了保国卫
民。人谁不死，死有重于泰山，
有轻如鸿毛。今天是我报国之

时，当不惜一切努力报国，令我
川军为谋人民利益而献身。阵
地在我在，阵地亡我亡。望我
官兵不惜一切努力报国，恪尽
职守。胜则生，败则死，决不在
敌人面前屈膝示弱，给中国人
丢脸，要成仁不怕抛头，取义不
惜舍生，恪尽职守，以身殉国。”
饶国华在检查阵地时，对属部
们如此说。

30日黎明，日军以排山倒
海之势，出现在饶国华的第145
师面前。

面对狂风暴雨般的攻势，
第145师各部阵型已现溃散之
状。饶国华又急又恼，忍着伤
痛，亲率手枪兵20余人，在距
敌阵几百米之处督战，但也难
力挽狂澜。

饶国华不得不率部退至广
德境内的一处叫祠山岗的地
方。

一切皆成定局。饶国华看
着可数的145师官兵，依然振
臂高呼：“我们都是军人，一起
从四川出来，生一起，死一起。

今天，大家都到了报国捐躯的
时刻了，是好汉的就留下来。
我们要跟小鬼子拼尽最后一滴
血！”

“跟师长一起拼尽最后一
滴血！”饶国华得到的回应是震
天动地的口号。

日军如潮水般涌来，将饶
国华部逼退至最后的十字铺重
重围住。突然敌军又止步不前
了。为何？原来敌首谷寿夫连
日与川军作战，对饶国华怀有
几分敬重，于是下令下属不必
向饶国华逼近，可劝其投降。

“笑话。我饶国华，堂堂中
国军人，大名国华，怎能做对不
起中华民族之耻事？”

言罢，饶国华怒视敌方，然
后猛地拔出手枪，对准自己头
颅……“砰！”这声枪响，久久在
火光冲天的夜空中回荡。

千里太湖，用自己的呜咽
记下了这个时间：1937年12月
1日凌晨2时许。爱国名将饶
国华将军在日军重围之中举枪
自戕殉国，时年43岁。（18）

这爆炸就是从石窟逃走的
那户财东去了镇公所，镇公所
又报告了县保安团，保安团就
扑到皇甫街放了一炮。保安团
也就这一门炮，支在街东头的
山梁上往街上打，第一炮偏巧
钻进新房，打在婚床上。坐在
床凳中间的四凤没事，两边的
妇女全倒在床上。右边的那个
伤在胸脯，一个奶子的肉翻过
来，人是没吭一声就死了。左
边的那个伤在小肚子上，喊叫
疼，喊叫了十几声也死了。院
子里，天上往下掉砖头，瓦片，
木块，还有人的胳膊和腿，乱声
喊：保安团来了！李得胜和雷
布刚从外边回来走到院子前的
巷道，忙领着人就冲上街去。

而老黑那时在茅房里蹲
坑，爆炸中一扇窗子砸在茅房
墙上，他一看窗扇是菱花格，认
得是新房里的，提着裤子跑过
来，见两个小兄弟死在新房门，
两个妇女死在床下，四凤还坐
在床凳上，像个木头，而匡三刚
从床下爬出来。老黑抱住四
凤，说：你死了没？四凤灵醒
了，一头倒在老黑怀里，哇地就

哭。老黑说：保安团来了，你快
躲起来，躲起来！拿了枪也就
往外走。四凤在地上找鞋，怎
么也找不着，找着了，又穿成对
脚，要和老黑一块走，说：我跟
你！我是你的人了，你到哪我
到哪！老黑说：危险哩！你跟
我？四凤说：危险哩你娶我？！
要死一块死！老黑说：我不
死！已经跑到院子里了，回头
对匡三说：把你嫂子藏好！

匡三拉着四凤到后院去，
后院里有发现藏着土豆的那个
地窖，匡三让四凤钻下去，说他
会在窖口盖上包谷秆，没人能
看得出来。四凤却不愿钻下地
窖，说她还要跟着老黑。匡三
说：你先到地窖去，把敌人打退
了我们来接你。四凤还是不肯
钻下去。匡三说：你不到地窖
也行，敌人来了不要让他们知
道你们在屋里结婚的，你去把
床上的被子枕头拿来扔到地
窖。四凤去抱被子枕头往地窖
里扔，刚一扔，匡三一拳打在四
凤的下巴上，把四凤打晕了，再
掀进地窖，盖了窖板，还堆了些
包谷秆，说：女人麻烦得很！跳

过后窗跑了。
老黑到了街上，街上已有

了保安团的人，忙闪到一堵矮
墙后，就听见喊：那就是老黑！
三个保安边开枪边跑了过来。
老黑打了一枪，跑在前边的那
个倒在地上，没想到后边的一
个也倒了，知道打了个穿弹，自
个也就张狂了，将一颗子弹在
嘴里蘸了唾沫，说：炸你的头！
果然最后那个保安还跑着脑袋
就炸了。他大声喊：队长！队
长！没见李得胜，连别的游击
队的人都没有，另一个巷口却
拥出七八个保安，啪啪地一阵
乱射。老黑转身就跑，身子像
树叶一样，忽地贴在街南房墙
上，忽地又贴在街北房墙上，眼
看着跑出街了，一颗手榴弹扔
过来，竟然在地上又跳着滚，他
赶紧跳进一个猪圈里，人还仰
八叉躺着，手榴弹就炸了。他
睁了睁眼，自己还活着，又在交
裆里摸了摸，东西没伤着，骂了
声：我你娘！然后出了猪圈，趴
下身子爬过街口，再跑到街后
河堤上的柳树林子里。柳树林
子里藏着十几个游击队的人，

正给李得胜包扎手。
老黑看了李得胜的伤，埋

怨雷布：要观察敌情你雷布观
察嘛，你让队长上柴草棚？！雷
布说：这镜是配给队长专用的，
你不是不知道！老黑把望远镜
扔在地上，拿脚踩扁了。老黑
清点人数，竟少了一半，也没见
到三海，也没见到匡三和四
凤。雷布说他们冲到街上后到
处都是敌人，就分了三股往外
打，也不知别的人在街上还是
跑出来了。老黑说：我寻去！
反身又跑到街上，在三条巷里
来回和敌人周旋，见巷道里有
二三十个游击队员的尸体，还
是不见三海、匡三和四凤。想
着今日原本是办婚事的，没料
到遭了敌人的围剿，听雷布说
这里躲在崖上最西边窟里的人
溜下崖去给保安团报的信，他
知道那户人家的房院，就去房
院里点了一把火，等烟火起来
了，跑回到柳树林子。直到天
黑，皇甫街上已是火光冲天，知
道无法夺回，一伙人才涉水过
河，向沟里转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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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在病痛中煎熬了一
年的褚开运预见自己的生命将走到尽
头，他让妻子把还在学校上课的褚时健
叫了回来……

1943年，褚时健小学毕
业，他放弃了上中学，回到了矣
则。家里有太多的事情需要
他。下田薅秧、上山打猎、下水
摸鱼，褚时健似乎掌握了一个
农夫所有的技能。他挂在嘴边
的话是“同一块地，我要种就要
比别人种得更好”，他好像真的
打算成为一个与土地终身为伴
的农夫。

没有人问他还想不想上
学，母亲只是时时将眼光停在
儿子身上，她知道，这个沉默寡
言的孩子，心里有自己的主意。

暑假，已经到昆明读大学
的堂哥褚时俊回来了，就住在
褚家老屋。褚时健很高兴，他
领着堂哥上山打兔子、套野鸡，
下河里游泳、摸鱼，变着法子让
堂哥感受乡间生活的乐趣。

他说：“我跟我这个堂哥最
要好，他学习成绩好，考西南联
大的时候，听说一千个人录取
一个，他也考得上。他虽说不

住在矣则，但每年回老家，我和
他谈得最多，一点儿隔膜都没
有。”在他心目中，这个聪明过
人、见多识广的堂哥，算得上是
当时自己的人生导师。

一天，褚时健把堂哥带到
了南盘江边。他指着河滩上新
开出来的一片地说：“你瞧瞧，
这是我的地，我自己开的地。”

褚时俊十分惊奇：“你家三
亩田都种不过来，你怎么还要
跑到江边开荒？”

褚时健告诉堂哥一个秘
密：“村子里有一个从四川搬迁
来的外来户在坡地上种了几十
棵黄果树，我看这树太好了，结
的黄果酸酸甜甜的，很好吃。
看来，我们这个地方适合种这
种东西，我也想种。”

看着眼前兴致勃勃的堂
弟，褚时俊沉默了。在他看来，
堂弟是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有
着常人没有的本事，那就是敢
想敢做，而且做事有目标，要做

就做到最好。他的人生才刚刚
开始，他的脚步还没有迈出，难
道矣则是他的起点也是终点
吗？

傍晚，褚时健从江里打上
来七八条筷子长的鱼。兄弟俩
在江边支了一个三脚架，挂起
一口铁锅，边煮边吃。

白天的燥热退去，江面上
凉风习习。看着兴致勃勃地煮
鱼的褚时健，褚时俊问：“石柱，
你不想读书了吗？”

褚时健愣住了。从心里
讲，他喜欢上学，小学六年，他
学到许多知识，眼界开阔了，变
成了一个有文化的人，能不想
上学吗？可眼前家里实在困
难，母亲带着四个孩子，有自己
帮衬，日子尚能过下去，如果自
己走了……他不敢往下想。

褚时俊从他的眼里看到了
答案。他告诉堂弟，外面的世
界很大，你还没有真正看到
它。只有读书，眼界才能打开，

眼界开了，路才能宽，才能干一
番事业，改变自己的命运。他
还告诉堂弟，现在时局动荡，山
河破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之
际，有志青年当担负使命，为国
家民族尽绵薄之力。

褚时健沉默地看着江水，
堂哥的话让他热血沸腾。

86岁时，褚时健说：“我当
时差点儿就不读书了。是堂哥
的一席话点醒了我，一定要读
书，要走出山村，要改变命运。”

晚上，褚时俊和婶婶在堂
屋里坐下，他把自己的想法告
诉了婶婶，怕婶婶反对，他准备
了种种说服她的理由。没想
到，褚王氏只说了短短一句话：

“我知道，再难也要让他读完中
学。”

此后的一段时间，褚时健
为出门读书做着准备。他没日
没夜地烤酒，逢赶集就和母亲
一起到集市上卖酒，积攒了一
年的学费。（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