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千里送京娘
出了锁金庄，才走了四百

多里路，就遭遇了十几伙强盗，
但他们都不是赵匡胤对手，有
惊无险。赵京娘年交‘二八’，
正是怀春的季节，一来感激赵
匡胤相救相送之恩；二来觉着
赵匡胤是一个真正的英雄。有
此二因，便生出爱慕之心，欲要
自荐，又有些害羞，走了四日，
也没有想出一个好的办法。

这一日，行至蒲州地界，
客栈里只剩下两间房子，一明
一暗，匡胤宿于外，京娘宿于
内。赵匡胤倒头便睡，传出阵
阵鼾声。京娘睡不着，暗自思
虑：“再有一日，就到家了，只
顾害羞不说，岂不错过机会？
若待明言，一个女孩儿家，怎
好开口？”想到此处，嘤嘤地哭
了起来。她越哭声音越大，赵
匡胤在外厢听了，不知所以，
敲门而入：“贤妹，此时已经鼓
打三更，你因何啼哭，可否说

与二哥知晓？”
京娘擦了一把眼泪说道：

“明日，小妹便到家了，小妹一
到家，您必走无疑。小妹若是
想您了怎么办？”

赵匡胤笑着回道：“你这妞
咋恁傻呢，你我既已作了兄妹，
你想我了可以去找我呀，我有
时间了也可以来看你。”

京娘将头摇了摇说道：“你
我虽然结为兄妹，但是毕竟不
是一母同胞。恩人大德，京娘
没齿难忘。但京娘一个弱女
子，无以为报，倘若恩人不嫌京
娘貌丑，京娘愿意为恩人铺床
叠被，永不分离！”

赵匡胤听了，摇头说道：
“贤妹之言差矣！俺挺身相救，
不过是路见不平，伸张大义，岂
似匪类之心，先存苟且！况你
我乃是同姓，怎能为婚，这不经
之言，莫要再提！”

赵京娘忙深深下拜：“小妹

错了，但小妹之言，实非邪心
相惑，乃欲以微躯报答大恩于
您，故不顾羞耻，有是污言，望
恩兄恕罪！”

赵匡胤双手扶起京娘道：
“贤妹，俺救你送你，本为义气
所激，今日若有私情，与那两
个强人何异？又让世人怎么
看我赵匡胤！”

赵京娘道：“恩兄高见，非
常人所及，小妹今生不能相
报，死当结草衔环。”

一夜无话。
翌日辰时二刻，兄妹二人用

过早饭，便启程西行。太阳将要
落山的时候，来到了小祥村。

赵京娘的父亲见女儿安然
归来，惊喜交加，相持痛哭，把
匡胤晾在一旁。

倒是京娘的嫂嫂韦大妞见
京娘的身后跟了一个用棍挑
着包裹的红脸大汉，心下有
疑，上前问道：“好汉是哪里人

氏，到此做甚？”
她这一问，京娘立马将哭

停住，指着赵匡胤对父母说道：
“女儿得以重生，得以与爹爹和
母亲相见，全赖这位大哥。”遂
把始末根由细细说了一遍。

赵员外，也就是京娘的父
亲，忙向赵匡胤走来：“若非恩
公相救，小女恐怕性命难保，
今生焉得重逢，请受老朽一
拜。”说毕，便要行稽首礼，被
赵匡胤拦住。

“老伯，使不得，在下已与
京娘结为兄妹，哪有长辈给晚
辈稽首的道理。”

赵员外道：“如此说来，老朽
就给公子唱一个喏吧！”说毕，倒
退两步，低声唱了一个喏。

京娘的哥哥，名唤文正，
正在庄上料理农务之事，听说
妹子回来了，三脚两步奔回家
中，见了京娘，抱头大哭，然后
向赵匡胤拜谢。（11)

副刊 C112015年7月8日
责编 赵舒雅 邮箱 dhbdushu@126.com连载

上/期/回/顾

鼓打三更的时候，赵匡胤被窗后
的哭声惊醒，忙披衣起床，绕到窗后。

窗后是一柴房，门上有锁。赵匡
胤驻足静听了一会儿，是一个女子的
声音。

关于我和他的谣言
仅仅半个月之后，刚给我

介绍了一位男朋友的知心女友
找到我，二话不说，从手袋里掏
出几张照片递给我。我一看，
天哪，是我那天和欧阳万彤市
长在一起吃饭的照片，有他给
我夹菜的场景，有他给我添饮
料的场景，有他同我说话的场
景。我一下子惊住，气急地问
她：谁拍的？她说不知道，她是
从纪委一个朋友处看到的，悄悄
拿来向我求证。纪委那位朋友
好意地让她转告我，与市长见面
要小心些。我向女友说明了情
况，但我看得出她半信半疑。

不久，女友给我介绍的那
位男朋友，就不再同我联系
了。我知道与那些照片的出现
有关系。我咬咬牙，在心里叫
道：你个臭男人，几张照片就把

你对我的信任弄没了，可见你
辨别事情的本领没有多高，这
样的男人，不交更好！

又过了些日子，我注意到
我们局里一些人看我的眼光里
添了内容，有讪笑的成分，有鄙
视的成分，还有讨好的成分。
我估计他们也知道了照片的事
情。我非常委屈，也非常愤怒，
却又无法解释。我心里憋得难
受，很想找人大吵一顿。恰好，
有天上午，局里一位科长让我
和他一块儿去市府送一份要求
拨付经费的报告，我挺意外地
问他：这种行政管理上的事与
我从事的业务根本不搭边，为
何要让我同去？他很有深意地
笑笑：你不是与市领导熟吗？
我一听这话，立刻明白了他的
意思，肺都气炸了，张口就朝他

骂了起来……这是我长这样大
第一次骂人，而且是在机关当
众哭骂。

哭骂过后的当天下午下班
后，我一个人推着自行车径直
上了梡河河岸。我在河岸上坐
了很久，双眼盯住一波连一波
的河水，心里想着怎么办。我
这一哭骂，等于在局里把事情
公开了，难道今后就要在人们
异样的目光下一直过下去？

直坐到夜色四阖，我才起
身准备回家，刚一转身，猛看见
市长欧阳万彤就站在我身后不
远处。我一惊，问他：你怎么在
这里？他苦笑了一下：怕你想
不开呀！

他的话让我的眼泪一下子
下来了，我捂住脸哭了起来。
他站在原地，沉声说：我很抱

歉，没想到给你添了这么大的
麻烦。我为我连累了你再一次
向你表示歉意！我今晚来见
你，是想告诉你，我有两个办法
可以帮你，其一，是给你换个单
位，换个工作环境；其二，是找
人把你调到别的城市里去。你
看用哪个办法好？

我停了哭声盯住他，摇了
摇头。我不想和他有更深的交
往和更多的来往，不管是给我
换一个单位还是换一个城市，
人们最终都会知道是他给我换
的，到那时，我更说不清了。

那年的年底，欧阳万彤市
长的妻子林蔷薇二审判决结果
宣布：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
儿子欧阳千籽受了一个记过处
分。他家的事至此算有了一个
结果。(5)

邙岭背靠黄河，前临陇海
铁路，是一块纵深不过二三十
里的狭窄地带。日寇在陇海路
沿线的洛阳、偃师、巩县等重要
城镇均驻有重兵，在这里是万
不能久停的。最后一批部队一
登岸，我们就迅速向西穿插，在
离洛阳较远的新安附近越过陇
海铁路，又涉过洛河、伊河，然
后折向东方，朝预定的目的
地——嵩山进发。

进入豫西后的行军途中，
触目所见，尽是荒芜的土地，逃
荒的难民；成群的乌鸦大胆地飞
到人们的身边，睁着贪婪的眼睛
盯住你；许多破窑洞，看来很久
没有住人了，洞口结满了蛛网，
长起了青草，红薯还不到收获的
时候，可是人们早已迫不及待地
挖来吃了。除了这凄凉景象之
外，就是围寨如林，枪声不断。
豫西大部分村庄都是用黄土垒
成的土寨，寨墙上有枪眼炮楼，
寨外有堑壕，宛如古代的城堡。
由于在日寇和国民党长期统治
下，群众对我军不了解，我们路
过的地方，一村打枪，村村打
枪。豫西是个黄土高原，时属仲
秋，秋风一起，黄沙漫天，日光暗
淡，又加上四面枪声、喊声，无
异置身于辽阔的战场。

洛河、伊河是黄河的两条
支流，发源于伏牛山脉。河水
并不深，可是水势湍急，漩涡很
多，河底陷沙暗伏。我们渡过
黄河，越过陇海铁路后，洛阳的
敌人跟踪追击，稍有迟缓，就有
被夹击在洛、伊两河间平原地
区的危险。我们毫不停留，长
距离跋涉，在洛阳以南不远的
地方抢先渡过了洛、伊两河，当

天晚上到达白沙。这里的群众
也同样不了解我们，不让我们
进寨，我们只得露宿在树林
里。要吃饭，就把钱放在竹篮
里，要群众吊上寨墙，他们再把
饭吊下来。

第二天天不明，我们又继续
东进。快到登封的颍阳镇，全国
闻名的中岳嵩山已隐隐在望。
嵩山是一座充满传奇色彩的名
山，以武功著称的少林寺，就坐落
在它的五乳峰麓。明末的农民
革命领袖李际遇，在嵩山揭竿起
义，为这座名山增添了光荣的历
史。据说李际遇后来被官府捉
住，绑在登封县衙门前的石狮子
腿上，李砸断石狮子腿，聚兵起
义，活动于荥、汜、登、密。所以，
现在登封县衙门前的石狮子还
是三条腿。李际遇的故事和传
说至今还在豫西人民的口中津
津乐道，他是豫西人民所崇敬的
英雄。今天我们能够亲眼瞻仰
嵩山的雄姿，并且在嵩山之巅竖起
抗日的红旗，揭开豫西地区革命斗
争新的一页，在我们的内心油然
激荡起一股无比自豪的感情。

半路上，我们碰见了三个地
下党员。他们告诉我们，地下党中
心县委书记张思贤同志就在颍阳
镇。这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我们一进豫西，情况不明，地形不
熟，群众一时又不明真相，处处都
是困难，迫切需要地方党的配合
和支援。我们满怀着希望急急进
入颍阳镇。镇上很热闹，群众见
到我们也不惊慌。部队展开了街
头宣传：发传单，贴标语，演说，告
诉群众我们是从华北过来的八路
军，是专门打鬼子来的，八路军是
人民军队，公买公卖等。我们几

个人找到了张思贤同志（他已听
到八路军渡河南下的风声，正在
派人跟我们联系）。一见面，彼此
有说不出的兴奋。可是一听他汇
报的情况，又不能不使我们忧心
忡忡。豫西的险恶局面，比我们
所想象的不知要复杂多少倍啊！

沦陷以前，豫西就无疑是一
个油煎火烙的人间地狱。水、旱、
蝗、汤（恩伯）是压在人民头上的
四大灾难；黄河水患几乎连年不
断：一九四二年一场大旱，赤地千
里，接着又是两年蝗灾，蝗虫遮天
蔽日，落地盈尺，满地庄稼霎时间
被啃得一无所有。这样严重的
自然灾害，人民已经挣扎在死亡
线上，大批大批地出外逃荒要饭，
卖儿卖女；而国民党反动政府和
汤恩伯军队的横征暴敛、抽丁拉
夫、奸淫掳掠，苛捐杂税名目繁
多，有三四十种。豫西有首民谣
说“一怕汤恩伯的部队驻扎，更
怕汤恩伯出来巡察”。豫西人民
刚烈强悍，骁勇善战，蕴藏着无
穷无尽的战斗潜力，这本来是发
动他们抗日最有利的条件。可
是国民党顽固派只知鱼肉人民，
哪知发动人民进行抗日！这里
的人民，为了争取生存，曾被迫
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军队作战。
尤其是汤恩伯的十三军，更加无
恶不作，使人民恨入骨髓，一见
十三军就打。后来，十三军的强
盗们不敢再打出十三军的招牌，
每到一村就诡称是“八十五军”。
豫西人民一想：“不对！八五一十
三，还是这帮家伙，打！”十三军就
是这样被豫西人民打垮了的。

国民党军队逃跑时，豫西
人民群起而攻之。他们说：“你
们没种打‘老日子’（指日寇），我

们自己来打！”他们从国民党军
队手中夺获的枪械，少说也在十
万支以上。豫西本来有我们强
大的党组织，偃师曾经被誉为

“红偃师”，爆发过蓬蓬勃勃的抗
日救亡运动。但是由于国民党
的残酷镇压和疯狂摧残，很多同
志被屠杀或被关进了集中营，有
些同志逃往外地，能够隐蔽在地
下坚持斗争的只有少数同志。
因此，这些掌握了大量武器的农
民群众，虽有满腔的抗日热忱，
但因失去了党的正确领导，又
大都被地主、恶霸、土顽所利
用，以致被引入歧途，变成了他
们各霸一方、争权夺利、互相残
杀的工具。

张思贤同志还告诉我们：
不久前，豫西出现了一支所谓

“冀鲁豫挺进纵队”，有二三百
人，武器装备很好。他们自称
是“从华北过来的老八路”，也
向群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
意”。可是，等到骗取了群众的
信任，进到屋里，马上就抢掠起
来，严重地破坏了我军的威
信。至今这支部队还在东游西
转，不知道究竟是一支招摇撞
骗的土匪，还是一支政治性的
特务部队？

日寇占领着城市和交通线；
山区、乡村土匪横行，“司令”多
如牛毛，每个村寨都被地主、恶
霸、土顽所把持；人民生活贫困
不堪。这就是动荡的豫西，这
就是我们面临的局势！但是，不
论豫西是刀山也好，是枪林也
好，我们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
一定会在这里立足生根、发展壮
大。我们要把这刀山枪林之地
变成日本侵略者的坟墓。（2）

动荡的豫西

皮定均：时任
豫西抗日独立支队
司令员

本文摘自：《河
南（豫西）抗日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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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们指示说，根据毛主席关于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广泛的敌
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为了解
放豫西苦难同胞，扩大解放区，缩小
沦陷区，粉碎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
计划，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党中央
决定，从太行地区抽调部队，渡过黄
河，挺进豫西，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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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我稍稍打扮了一
下，穿上便衣去了聚香楼。

他要了一个小包间，早早地坐在
那里等着我。他点了不少菜，还要了
一瓶白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