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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司令来电要求我们撤”

登门道歉

中华门是敌人最想进入的
地方。中华门—南京城—中国
政府，它们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是
这样相连的。日本人也是这样
认为的，因此日军司令松井石
根下达的最后命令中就把这场
战斗作为进攻南京的“收笔之
作”——显然，攻破中华门的实
际意义和象征意义都特别重
要。

日军派出的是第6师团主
攻中华门，同时配合的还有几
个飞行中队、2个战车大队及几
个联队的步兵和工兵。

中国守军是王耀武师等重
兵。中华门的城墙比起光华门
来似乎还要坚固，防守力量更
是“固若金汤”，这非形容之词，
你看那城墙上，每隔50米，便
有一挺机关枪，机关枪之间大
约架着30余门迫击炮。而在
城墙外，原来是一片密集的居
民房，如今因战斗防御的准备，
在日军到来之前，全被毁为平
地。这样，站在城墙之上，可以
一览200多米外的前方，敌军
稍有动静，皆在守军眼里。这
一招算是中国守军的高明战
术。

然而，日军不傻，他们在安
排有针对性的进攻战术——

12日天色刚有些晨光，地
面的高炮、天上的飞机投弹，如
山呼海啸般地在中华门城墙内
外一顿猛烈袭击，于是中华门
前后火光冲天，硝烟浪潮一波
又一波地席卷而来……

十几分钟过去了，中华门
和城墙岿然不动，丝毫没有要
倒塌或失守的迹象！

日军指挥官愣了一会儿，
突然大叫一声，令几辆75吨重
的坦克向城门冲去——企图用
它们来撞开大门。结果是：除
了几声“咚咚”回声外，城门安
然紧封。

日军指挥官再度傻眼。“八
嘎——”这回是一队抱着炸药
包的工兵上了，只见他们在重
炮的掩护下，贴近城墙根，点燃
了几十包炸药……

“轰隆——”
“轰隆！轰隆隆——”
硝烟过去，再看看城墙：除

了几处掉下些墙皮和砖块外，
大城墙依旧傲然挺立，如大象
被小虫子咬了几口而已！

日军傻了，日军疯了，日军

玩彻底了——他们开始什么都
不用，只用一队队士兵和一把
把亮光耀眼的刺刀……

守军153旅旅长李天霞和
所属306团团长邱维达轮换着
指挥官兵，一次次或用枪炮或
用身躯，将进攻之敌10余次挡
在城墙根下和城门口。

战斗进入了白热化状态。
敌我双方全都杀红了眼，只有
倒下的一排排尸体在挡着他们
进攻和坚守的每一寸土地。

“撤！唐司令来电要求我
们撤……”

负伤的团长邱维达不相
信。旅长李天霞也不相信。但
这是真的，接近傍晚时分，司令
部好不容易派来一位参谋传达
唐生智司令的要求：153旅等中
华门一带的守军全部撤离到长
江边，准备渡江。

“我的两个营长都死了！
全团1300多人就剩下我等一
二百人了，我怎么向死去的兄
弟们交代呀？我怎么交代呀！”
邱维达痛哭流涕，就是不愿放
弃中华门。

可是，撤离的命令是真的。
12日下午5时许，唐生智

将守军司令部军、师长级军官
紧急召集到他办公处，宣读了
蒋介石的命令，又拿出一张纸，
要求将军们在“同意撤离”的字
样下面签上自己的名字。

唐生智的命令下达时，除
了广东新增援过来的邓龙光、
叶肇两个军按计划突围撤离
外，宋希濂部撤到了浦口，其
余中国守军没有多少人是按
命令撤退，因为他们大多数根
本就不知道12日下午司令部
已经下达了撤离的命令，而有
的部队在火线上与敌人胶着在
一起，更不可能接到什么命令，
蒋介石的通讯与电台部队在12
日中午后就已经收拾家当先走
了……

呜呼！哀哉！我可怜的前
线将士们，等待你们的12日这
个最后的夜晚和明天的命运是
什么呢？

也许谁都想了，但谁又都
没有想到——其实只有简单的
两个字：死亡。

12日之后的中国守军官兵
们十有八九是死亡在等待着他
们。等待着他们的是苦战、血
战的最后命运……（33）

晚上，李金虎带着曹长随
去了刘玉龙家。

二人提着礼品登门，令刘
玉龙一家人深感意外，尤其是
刘鳖妮，一时竟无所适从，坐在
一旁不停地搓手。

李金虎表现得很坦然，坐
下后，就向叶红英道歉：“鳖妮
婶儿，你别生气了，我专门带着
长随给你们道歉来了。”

刘玉龙猜不透李金虎为何
忽然低下身子亲自登门道歉，
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静看他
们如何表演。

李金虎的一席话却把叶红
英的泪勾了出来。

李金虎看了看叶红英，见
他的话有了效果，转向曹长随，
恨声骂道：“老曹呀！你是不是
当官的丢了印——昏了头了
你？我们老邻老舍的，你咋能
干那事儿呢？你知不知道，你
还是村里的治安主任呢，咋能
知法犯法呢？”

曹长随一直耷拉着脑袋，小
眼睛却在偷偷地扫视着众人。

李金虎话音刚落，曹长随
就装出一副惭愧懊悔的样子：

“我真是昏了头！红英妹子，这

些年咱两家关系可没错过。你
忘没有，当年你和鳖妮结婚时，
别人都是凑份子对五毛钱给你
们买幅胖娃娃画，我可是花了
三块钱给你买的大暖瓶。还
有，鳖妮在郑州从楼上掉下来，
我们去给他跑事，我差点掂刀
跟那个包工头拼家伙……”

曹长随说着，嬉皮笑脸地
走到叶红英跟前，伸着脑袋说：

“妹子，都怨我，我不是人，要打
要骂你随便来。”

叶红英恨透了这个见利忘
义的狗脸贼，真想给他两巴掌。

常言道：伸手不打笑脸
人。叶红英强忍住内心的怨恨
和愤怒，缓声说：“曹长随，你对
俺家的好，俺一家人一辈子也忘
不了。俺也不打你，也不骂你，
俺就是想问问你：俺咋对不起你
了，你们这样祸害俺，这样欺负
俺？俺孩儿咋得罪你们了，恁那
样败坏俺孩儿，那样……”

叶红英一阵哽咽，说不出
话来。

多年来，曹长随虽然一直
怨恨叶红英，但看她满眼含泪、
楚楚可怜的样子，心中不由得
一酸，啜泣着说：“妹子，我不是

人，我不是人哪！给你说掏心
窝子的话，我是有点嫉妒玉龙，
自从他回村后，老板啥工作都
交给他，把我晾在了一边，我心
里窝火。我气不过，就向王团
结诉苦，就和他们密谋着……”

李金虎见曹长随越说越不
着调，忙插言拦住了他：“你说
你这个曹长随，都是当爷的人
了，你跟一个孩子争风吃醋，真
是越老越没出息了！”

说完，李金虎转向叶红英，
诚恳地说：“婶儿，玉龙和子涵
结婚证都办了，以后咱们就是
一家人了。我准备让玉龙担任
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呢，就看你
同意不同意。”

刘玉龙已经下定决心不再
过问村里的工作，全心全意搞
自己的养殖基地和蔬菜基地，
所以急忙应声说道：“金虎哥，
谢谢你能看得起我。你那公司
我还是不去为好。”

刘鳖妮看曹长随流出了眼
泪，早就已经心潮澎湃了。见
玉龙一口拒绝了李金虎，当时
就满心不高兴，恨恨地瞪了刘
玉龙一眼，怒声训斥道：“玉龙，
支书聘你当总经理，那是看得

起你，你咋能给脸不要脸呢？”
叶红英最瞧不上刘鳖妮的

就是他那没骨气的样儿，见他
这样骂玉龙，脸顿时拉了下来，
就要发作。

李金虎忙出来打圆场：“鳖
妮叔，你说这话可就不对了。玉
龙去招商引资可是村里一等一
的大事，到我公司当总经理的事
儿，咱以后再说，以后再说！”

李金虎忽然话题一转：
“……我那总经理的位置给你
留着，你随时都可以上任。不
过，我得提醒你一下，这段时间，
咱村里有些人到处惹是生非，唯
恐天下不乱，你可要小心，不要
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此时此刻，刘玉龙终于明
白了李金虎前来道歉的真正目
的。原来，他是怕自己和刘贵生
走到一起。他正视着李金虎，朗
声说道：“金虎哥，我说过不问村
里的事儿，就会说到做到。”

叶红英接过话茬儿：“支
书，你放心，我还没糊涂，啥事
儿该做不该做，我心里清楚。”

“我就知道婶子是明白
人。哈哈哈……”李金虎一阵
大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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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的中国军队都说光华门守卫
战是整个南京保卫战中打得最惨烈的
一役，前前后后持续了三天多时间。
双方拉锯式的战斗远比笔者叙述的要
激烈和惊险得多，而且在此留下了一
大批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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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许久，李金虎沉声说道：“征
地那事儿的秘密，十有八九就是从他
们嘴里泄露的，所以我觉得此事还是
不让他们知道为好……目前咱们的首
要任务就是要做刘贵生串联的那些人
的工作，只要把他们堵住，不跟着刘贵
生去闹腾，光靠刘贵生自己，他闹不
大！”

为何男性长寿者比女性少？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韩国
女性长寿人口比男性长寿人
口要多得多。在一些先进国
家，百岁人的男女比例大概在
1∶4到 1∶5之间，从全世界范
围来说大概是1∶7。如果要将
韩国和意大利的长寿人群的
男女比例相比较的话，所有人
都会惊讶于这显著的差异：意
大利撒丁地区的长寿人口男
女比例为1∶1，而韩国则是1∶
10。由此可见，在韩国已经出
现了非常典型的女性长寿的
现象。到底为什么会出现如
此显著的差异呢？

那么，为什么只有韩国的
长寿人口男女比例有如此大的
悬殊呢？这是我们的传统、文
化、社会与生态环境造成的。
在这个永远以男性为主的男权

社会里，男人们理所应当地觉
得自己应该被伺候。越是年纪
大的，或是已经退休的男人，这
种想法就越强烈。觉得一家之
主就应该得到充分休息，对家
庭琐事不屑一顾，每天的生活
只有吃饭和看报纸而已。女人
则不然，她们不管年纪多大，都
要为家中的大小事跑前跑后。

夫妻不是从属关系，而是
一生要并肩行走的同伴关系。
所以，不要以为你是男人你就
是老大，谁都得无条件伺候你，
服从你。想要健康地长寿下
去，至少要为妻子刷刷碗，打扫
打扫房间。想必你一定可以体
验到一种从身体到内心的积极
变化。我也是70岁之后才开
始有事没事就在厨房转悠。虽
然一开始也会有一些尴尬，但

是谁让这是“百岁计划”的生存
策略之一呢。

我曾经听说过宾夕法尼亚
州北边的阿米什村的故事。他
们是18世纪从瑞士移民来的
清教徒。如今的他们，仍然在
村庄里驾着马车，用最传统的
方式耕作。而这里的男性，不
管老少，都必须负责所有的农
事。这跟意大利撒丁的人很
像。那里的男人们即便年纪大
了，照样上山放羊，在自然中享
受生活。所以，意大利撒丁是
世界上唯一一个长寿人口的男
女比例绝对平均的地区。

通过这个实例，我们可以
得知，一个地区的男女长寿比
例是否均衡，主要在于当地的
传统生活习惯。现在的年轻人
思想慢慢开化，不会再像老一

辈那样，固守着“男尊女卑”的
传统观念。所以，问题主要出
在如今的中老年层面上，他们
的思想大多仍停留在以前的时
代，无法轻易从那种局限的文
化中抽离出来。为了解决他们
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让他们更
多地接触到其他不同文化，男
性文化改善计划刻不容缓。我
们必须要让男人们从“大男子
主义”和“男性优越论”的观念
中解放出来，培养他们作为一
个独立的个体，去履行本该承
担的义务和作用。

想要健康、底气十足地生
活下去，就要把“身体”和“心
灵”都活动起来。这是通往健
康之路的唯一秘诀。为此，必
须先摒弃大男子主义和男性优
越主义的旧思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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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患于未然，我们需要从40
岁开始重新绘制自己的百年设计图。
如果毫无准备地面临退休这种人生中
的重大转折，难免会惊慌失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