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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凤疯啦？

上/期/回/顾

老黑脚心发烧，脱了鞋，才把双脚
蹬住洞壁，就听到肚子里说话，说的什
么话他听不真，听着听着，突然还哼了
一声曲儿，他觉得好笑，才揉了一下肚
子，那曲儿的哼声却是从洞外传来的，
忙提了鞋藏在佛像后，洞口进来的是
匡三……

铅刀小试

当选伙食委员

上/期/回/顾

日舰随时都有可能逆水而至，不
能让强盗从长江水路上得逞！沉舰开
始——大同、自强、通济……一艘又一
艘伴着呜咽的江水下沉、下沉。之后
是德胜、威胜、武胜、理胜，统统的不战
而自沉…………

干吗我们总吃亏？趁小日
本在上海吃紧，我们为啥不袭
击它一下？江阴要塞处有国民
党军队的一个新组建的防御式
的海军电雷学校，这里有一支
鱼雷快艇队，是前两年从德国
和英国进口的，共13艘，政府
原本还向德国订购了一艘六千
吨级的“谭伦”号航母，但尚未
交货，另一艘从英国订购的“戚
继光”号航母此时则在香港，还
没能赶回长江防线。电雷学校
的年轻海军学员们，个个血气
方刚，他们向校方提出如此大
胆建议。“奶奶的，干一把何
妨！”校方领导竟然同意快艇队
主动向下游的敌军舰队出击！

8月14日，也就是淞沪大
战开战第三天，快艇大队派出
史无102号、文171号两快艇伪
装掩护，由江阴黄泥港出发，经
太湖、松江，从黄浦江上游，于
16日深夜，出其不意地偷袭了
敌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此
举让日方着实吃惊不小，后日
将军评价道：“这是中国海军唯

一的一次积极性攻击。”
从不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

的日派遣部队的作战官兵们，
决定给江阴要塞，尤其是那个
敢于挑战他们的电雷学校来点

“厉害”——8月22日，日方派
出12架飞机，目标直接盯住电
雷学校，进行报复性的轰炸。

“嗡——”警报在校园内紧
急响起。

“敌机来啦——”学校官兵
迅速进入阵地，一时间，高射机
枪、步枪，齐向空中盘旋的日机
瞄准射击。

“哒哒哒——”
“轰隆隆——”
炸弹声、枪弹声，乱成一

片。
敌机一架接一架地向学校

俯冲而下，并掷下罪恶的炸
弹。迎接他们的是一排排雨点
般的子弹……地面上，有人流
血，有人倒下，但没有一个退却
畏缩。当敌第五架飞机再次俯
冲而下时，地面学生队的机枪、
步枪来了个迎头痛击，敌机拖

着一团长长的烟尾，坠地摔毁
在学校的校舍一角。见此，其
余敌机急忙掉头逃之夭夭。

“我们胜利啦！”警报解
除，学员们纷纷跑到坠毁的敌
机前观看胜利成果。这是中国
海军在抗战中击落的第一架日
九四式轰炸机，机号为“154”。

“电雷学员们不愧为我军
英勇顽强的军中佼佼者！”江防
司令给打下这架敌机的学校第
三期学生队授予锦旗一面，上
面写着四个大字：铅刀小试。

再说江中要塞其他阵地。
日军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把

江阴这一通向南京的最重要的
江域要塞作为主攻目标进行攻
击。就在轰炸电雷学校的同
时，日机开始向守卫在要塞江
面上的我海军舰艇实施袭击。
中午时分，三四十架敌机绕过
炮台，轮番向中国舰艇投弹，
落至江中和舰艇甲板上的炸
弹，发出一次次可怕的爆炸
声。中国海军早有准备，一时
间，江面上的各艘舰艇的高射

炮、机关枪甚至长官的手枪、士
兵的步枪，齐向空中的敌机开
火，为首的敌机很快被击中而
栽入江心。战斗持续两个多小
时，最后敌机因弹尽返航。此
役中国舰艇仅有平海舰被炸伤
进水，艇长高宪申负伤，舰员高
品衢、罗汉霖阵亡，另有十余人
负伤。

“拼了！小鬼子敢再来，老
子让它更多地栽到江中喂鱼
去！”中国海军将士斗志昂扬。
第二天——8月23日清晨，首
先出场的是海军电雷学校的十
余艘鱼雷快艇，年轻的中国海
军学员们驾着快艇，绕游于我
军舰艇周围，那隆隆之声震耳
欲聋。这是江阴要塞有史以来
所没有的阵势，一场恶战即将
拉开序幕……江面上各艇队官
兵也提前各就各位，盯住东方
的天空，等待敌机的出现。

果不其然，刚过十时许，只
见东边的天空上突然黑压压的
一片向江阴要塞飞来……其数
量是前一天的数倍！（21）

我在王屋坪唱完一场阴歌
后，又被请去了涧子寨。涧子寨
在清风驿到皇甫街的官道上，那
里有个药铺，老板姓徐。这药铺
为清风驿广仁堂药店的分店，实
际上是广仁堂的一个药材收购
点。徐老板是广仁堂王掌柜的
外甥，十多年一直跟着舅舅。王
掌柜在院子里的柿树下埋了银
元，埋时徐是知道的，可过了几
年再挖银元时却没挖到，王就问
徐这是咋回事？徐说银元在地
下会跑的，徐说的是实话，银元
在地下的确会跑的，但王听了竟
怀疑了徐，虽然后来王在院墙外
的梨树下挖到了银元，相信了徐，
而徐再不肯在广仁堂干了，就到
了涧子寨收购店来当小老板。

徐只有一个儿子，为了以后
能有势力，将儿子送去县保安团
当了兵，没想皇甫街一仗，儿子
被打死了，便托人请了我去店
里。我去后才知道徐的儿子才
二十三岁，没结过婚，徐联系到
了邻村一个病死女子的家人，那
女子也是未婚，两家商定了给两
个孩子办阴婚。

涧子寨住户分散，药店建在
村子最高的坡头上，办阴婚的那

天，门上的白联换成了红联，灵
堂上也撤了白纱挂起了红帐，那
儿子的棺材和女子的棺材就在
锣鼓敲打声中并排安放，我当然
也换了腔调，唱的是：打起扁鼓
把歌唱，来到婚家院门上。到了
上房里，我绕着两副棺材唱起了
《十八扯》。《十八扯》就是东拉被
子西扯毡，天上的日月星辰，地
下的牛鬼蛇神，天上地下之间的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猪狗牛羊，
柴米油盐，只要记性好，能顺嘴
编排，没有什么不可唱的。正
唱着，保长来了。但保长并不
是来行礼的，他提了一面锣，咣
咣咣敲了三下，宣布：保安团今
日押解了在皇甫街活捉的游击
队匪徒往县城去，要经过涧子
寨，上边要求沿途村民都得出
去看！

徐老板一听保安团，自个就
又哭起来，哭得直翻白眼，众人
赶紧舀碗浆水往嘴里灌，摩挲了
一阵心口才缓过气来。保长没
让徐老板去，我说：我不是涧子
寨的人，我陪徐老板吧。保长
说：你在我的地盘上你就得听我
的，去！赶了所有人都站在了官
道边。

在被押解的人中，我看见了
四凤，她穿着一件新衣服，却沾
满了血，担着一个担子，担子的
前笼里放了块石头，后笼里就放
着她哥三海的头，嘴张着，塞着
一条尘根。四凤没有朝人群看，
一直在和她哥说话，说爹和娘是
在你当了游击队后被抓去了镇
公所，受不了折磨和羞辱才上吊
死了，是用根绳子拴在窗棂上，
一个吊死在窗里一个吊死在窗
外。说清风驿东街口的柳姑娘
对你一直有意，但你当游击队
了，她才嫁给了街后村卖挂面的
张小四。说你怎么就藏在水瓮
里呢，藏好了为什么又要动呢？
说一月前夜里她做了个梦，梦见
一群狗和猪在自家的院子里说
话，它们都是被你阉过挑过的。
接着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或
者停下步说她要尿呀。保安团
的人却用树条子抽打，说：尿呀，
往裤裆里尿呀！裤脚里就流下
血尿。就在四凤后边，是一头
驴，驮了五个受了重伤的游击队
员，他们一个压一个被垒起来。
押解的保安停下来坐在榆树下
歇息，驴先站着，后来四蹄就跪
下了，再往起拉不起来，有人就

说：这么重的伤，不到县城就该
死了，还累驴干啥，干脆挖坑一
埋算了！便有个当头目的拿棍
儿在五个伤员身上敲，敲一个不
动弹，再敲一个不动弹，又敲了三
个，其中一个呻吟，两个也不动
弹，就下令埋了。要埋就得挖坑，
保长让村里人挖了坑，却没人往
坑里抬死人，他们就拉着那些尸
体的一条腿或一只胳膊扔进了
坑。我说：要放平呀！村里人
说：那你去放平！我便下了坑，将
四个尸体一排头朝西脚朝东放
平。有一个在拉时掉了一只鞋，
我说：看鞋在没在驴那儿？果然
鞋遗在驴那儿，被踢进坑里，又
扔进了最后一具尸体。但我在
搬动这具尸体时，尸体说：你把
我面朝下。我这才知道他还未
死，就对那个头目说：这个人还
活着。头目说：就你多事？！上
来，填土啊！那人嘴张着还要说
话，而我已听不清，俯下身子，他
在说：面朝下了填土不砸脸。我
说：噢。翻他的身。他又说：以
后有人来，你说王朗就埋在这
儿。我把他的脸刚朝下放好，坑
上就开始填土，急忙爬出来，一
会儿坑就填平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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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村走到城市，最大的不同在
于什么都要用钱买。褚时健的学费靠
没日没夜烤酒来挣取，身上哪有闲钱。
不料他偏偏就遇上了小偷，一个月的伙
食费都被小偷偷走了……

抗战后期，昆明物价一度
高于全国，币值剧贬，物价飞
涨，物资匮乏。褚时健清楚地
记得，物价涨得最快的那段时
间，货币贬值贬到上午可以买
一斤大米的钱，下午半斤米都
买不到了。

穷学生的生活费不多，用
起来处处捉襟见肘，对这些正
在长身体的学生来说，吃不饱
饭是那时记忆最深的事情。褚
时健说：“我当时总结出一个吃
饭的方法，食堂开饭的时候要
排着队进去，我就争取人少的
时候先进去，进去以后我只打
半碗饭，别人打满满一碗，还没
吃到嘴，我这半碗已经两三下
扒完了，再去满满打一碗，这就
等于他们每顿吃一碗，我可以
吃到一碗半。那个时候就养成
了这个习惯，直到现在，我吃饭
都比别人快。”

1944年冬日的一天，堂哥

领着他到学校附近小巷里的一
间小屋去拜访闻一多先生。小
屋里，闻先生正在昏暗的灯下
刻章。褚时健和堂哥一起听过
闻一多先生讲课。他万万想不
到，闻先生住的地方这么简陋。

从闻先生家出来后，堂哥
告诉他，你看见外面挂的“闻一
多治印”的招牌了吗？闻先生
是金石名家，放到过去，他的刻
章求都求不到，现在昆明的物
价这么高，先生一月的工资不
够八口之家的衣食开销，他是
用自己的金石篆刻之技，赚一
点儿生活费。

褚时健后来知道，其实不
光闻先生，很多大学者、名教
授，在昆明的生活都远不能和
当初在北平、天津时相比，但他
们坦然面对，用各种方法渡过
难关。这种穷不失义、达不离
道的风范，让他敬佩不已。褚
时健想，教授们尚且如此，年轻

人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
当时龙渊中学的校方不包

食堂，交由学生管理。这个负
责的学生叫伙食委员，伙食委
员是由学生选举的。校方的事
务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费交给伙
食委员，买米买菜等一切事项，
就由他来安排。

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褚时
健精于计划、行动果断的特点，
选他当了伙食委员。

褚时健说：“大家选了我，
我就要负责任，要把食堂办好，
这才是我的性格。”他认为，要
想管好伙食，关键是买米买菜，
买得价廉物美，伙食就能办
好。而要想价廉物美，先得搞
市场调查，摸摸行情。

那时，有些米店头天晚上
给大米加点儿水，这种潮米称
起来重，但煮饭就煮不涨。还
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
骗顾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

来又白又亮，但淘米时白石粉
一洗就掉，出饭量就打了折
扣。褚时健从小练就的生活技
巧此时发挥了作用，这些伎俩
瞒不过他。他抓点儿米一看，
就知道干得是否透；拿嘴一咬，
就知道有没有回过水；用手一
搓，就晓得加没加石粉。几天
工夫，就连市区哪个集市的菜
便宜，哪个小贩的秤准不欺客，
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老师把钱交给我，我把钱
数数，一路小跑到车站。从那
里进城，赶到米店，先把米买
了，不跑快点儿，米价涨了，伙
食费就不够开销了。再一个就
是买小菜，过去是炊事员买，他
是个四川人，会吃回扣，所以伙
食水平明显和花的钱不符。我
们自己买，一分钱不差，还买得
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当伙食
委员的时候，大家的肚子可以
放开吃。”（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