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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来是逃婚的

抓住机会，开启重新起飞的旅程

许山豹“挖地三尺”找秀才

远方和姑娘俩人出发后，人
熟了，路较为平坦，自然交流也
多了……

走了一段时间后，姑娘放低
声音说：“咱们稍坐一会儿吧！”

远方只好在姑娘身旁坐下：
“你没事吧？”

姑娘的头更低了，还“呜
……”哭了起来。

感到自己什么都能对付的
远方不知所措了，坐着搓着手，
站立起来乱摇头，一会儿坐一会
儿站，走近姑娘又瞬间离开，远
方真不知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
么，突然，远方几句闷雷似的字
正腔圆的话放了出去：“姑娘，有
什么为难的事，你说，天塌下来，
我个大，我顶着。”

姑娘抬起头，美丽的脸上布
满泪珠，她看见了远方满脸的庄
严，双手握拳，神情凝重，但远方
的眼，那么干净，那么无邪，那么
纯真，那么善良，这个人如果是
自己的哥哥，是自己的同学，哪
怕是自己的同乡也好呀，可茫茫
人海，今天是萍水相逢，两个小
时后各奔东西，自己因为骄傲、

因为矜持，既不愿告诉对方姓
名，又不愿询问对方的姓名，问
也无奈，知道了也无果，想到这
里，姑娘又低头哭起来。

远方真的不知怎么应对这
位哭哭啼啼的美丽姑娘，突然，
他又坐在姑娘身边，“那我也哭
吧?”没料到这一招收到了奇效，
姑娘突然被逗笑了，并挥拳打了
远方：“你，怎么这样啊！”

远方也没想到，姑娘会破涕
为笑，就趁机做思想工作：“美丽
的姑娘，虽然我们今天萍水相
逢，但认识了就是好朋友，我仔
细认真全面地观察了你，你是位
美丽的、漂亮的、骄傲的好姑娘，
好人，我更不是个坏人，我长这
么大，还没干过坏事呢，小时候
肚子特别饿的时候，我也没偷过
生产队的红薯，饿了，我会上山
采野果子吃，会打野味充饥，所
以呀，你有什么委屈事，有什么
难心事，你说出来，咱给你诊诊
病，即使解决不了问题，有些窝心
的事，说出来心里会畅快些，开
心些。”

听完远方的话，姑娘平静了

很多，她微微点点头：“我也是一
个人来香山的。我来北京已经
七天了，我爸爸已派人找到我，
下午五点半在香山公园门口接
我。我这次出来，既是离家出
走，也是逃婚的。”

“逃婚？”
“是的。大学毕业后，我分

到我们市教育局工作，但我父亲
希望我与市委书记的儿子结
婚。这人我认识，从小一块长大
的，小时候感觉这人还不错，但
我上大学这几年，他吃喝嫖赌，
无恶不作，虽说是小时候双方父
母开玩笑说过这件事，但我怎么
能嫁给这样一个恶棍呢！所以
我跑出来了。”

“离家出走是怎么回事？”
“我父母过去感情挺好的，

母亲常年有病，父亲在外面好像
又有了女人，母亲三个月之前过
世了。”姑娘说到这里，又哭了起
来。

远方无言了，听见这样的状
况，看见这么美丽的姑娘碰见这
么痛苦的事，自己与姑娘又是刚
刚相识，想帮姑娘，可也不知怎

么帮呀。
姑娘哭着，远方沉默着，时

间在一分一秒地飞速而过。
远方思想快速地闪烁，怪不

得姑娘一个人上山，怪不得姑娘
经常闪现痛苦忧伤的眼神，怪不
得姑娘不肯说出自己的遭遇，这
么多窝心痛苦难受的事情呀！
帮，一定要帮姑娘。

“姑娘，你有没有相爱的人，
爱你的人，或者你爱的人。”

姑娘依然低着头：“没有。”
“那……”远方又着急搓手。
“我上学时，那个男的就来

学校。那时候表面上看人还不
错，长得也不错，没想到四年大
学下来，会变成个坏人。”

“人是在变化的。姑娘，你
起来，咱们该走了，离出园只有
一个小时多一点了。对，咱们边
走边说，咱们想想办法，就像清
兵打大小金川的碉楼一样，开始
不行，后来总会有办法的。”

姑娘擦干眼泪，跟着远方下
山了。

(本书授权连载部分到此结
束)

独立团团长许山豹不明白
李师长为什么把刘文彬当作一
块宝，强行塞给他，让他小心翼
翼地护着，也不管它烫不烫手，
烙不烙人。在许山豹的眼里，政
委刘文彬其实就是个面团，黏糊
糊的，任人蹂躏。

李师长说话其实和许山豹
都是一个腔调，越亲近的人吼得
越凶。特别是当你犯了错误之
时，他会恨铁不成钢地拍案而
起。这次安县大战，许山豹昏迷
之前在脑海中最后一闪而过的
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师长。

安县之战打得十分惨烈，炮
火一直很猛烈，独立团死了几百
个弟兄。许山豹也是昏迷后被
土堆深埋，最后憋得难受才爬出
来的。许山豹爬出来之后想到
的第一个人还是李师长。他仿
佛看到师长拍案而起，怒喝他许
山豹：“无组织、无纪律！匹夫之
勇！蛮夫！一个团出去，没全须
全尾地回来，你小子倒有脸回
来？那几百个弟兄呢？”

许山豹爬出来后下意识地
喃喃自语：“狗日的，想活埋老子
啊，这点土哪够？！埋秀才还差

不多……嗯，秀才呢？死哪去
了？”

许山豹心情好的时候称呼
刘文彬为秀才，心情不好时就骂
他为面团了。面团虽然任人蹂
躏，可天天黏糊糊地黏在身边，
絮絮叨叨的，许山豹真是烦死
了。烦还不能说，毕竟是党领导
下的军队，有团长，必有政委。一
个管军事，一个管生活；一个负责
杀伐决断，一个负责婆婆妈妈。
许山豹和刘文彬真是一对欢喜冤
家，两人都想离开对方，偏偏离不
了。一场安县大战打下来，漫山
遍野都是横七竖八的尸体。许山
豹自己差点去见了阎罗王，刘文
彬估计也壮烈牺牲了。许山豹第
一时间涌上心头的感觉竟然不是
悲伤，而是轻松。

对，是轻松，但不是喜悦。
毕竟共事了这么长时间，面团本
质上也不是坏人，就这样英年早
逝，还是挺令人惋惜的。许山豹
之所以感到轻松是因为他觉得
从此之后，这个世界清静了。

但轻松之后是恐惧，因为许
山豹想到了一个人——李师长。
许山豹甚至想到了李师长惊闻

噩耗后的场景——此公边吼边
在桌边来回走，两盏马灯高悬，
光线忽明忽暗，将他的影子拉长
又收缩。然后，李师长拍案而
起。他盛怒地来回走动，应该会
拍案而骂。

这世上的事多是一物降一
物。许山豹不怕别人，就怕李师
长。不是职位原因，而是李师长
跟他亲，护犊子。多少次，许山豹
闯祸，李师长将他一顿臭骂之后，
又死乞白赖地跑到军部去为他求
情。有一次，许山豹闯的祸比较
大，总部首长盛怒之下，扬言一定
要毙了这个无法无天的浑小子。
李师长是怎么做的？他竟然当着
总部首长的面说，要毙，毙两个，
自己也有失察之罪，应该一块儿
毙了。总部首长差点就喊出“那
就他奶奶的一块儿毙了”的话，但
最终，他没有与李师长一般见
识。许山豹这才捡回了一条命，
从此对李师长又敬又畏。

所以许山豹挖地三尺也要
找回刘文彬。不为别的，就为给
师长一个交待。他站在深秋的
旷野极目四望，心里竟一下子凉
透了。因为战争的惨烈程度超

出了他的想象，举目皆是横七竖
八的尸体。那些表情各异的尸
体有咬牙切齿的，有相拥而亡
的，有怒目圆睁的，也有头颅不
翼而飞的。地上的鲜血凝成了
黑褐色，一面千疮百孔的独立团
团旗在硝烟弥漫中时隐时现。
它倾斜着插在阵地上，随残风时
而舒卷，时而下垂，还有一双血
手死死拽住旗杆下段。团旗下
血肉模糊的旗帜手春生胸膛微
弱地起伏着，显示还有呼吸。

许山豹正恍惚着，一阵凄厉
的炮弹呼啸声由远及近，在掩体
旁爆炸，炸出的浮土四处飞扬，
重新将许山豹掩埋。硝烟弥漫
中，许山豹再次爬起来，口里连
连吐着被呛进去的尘土，然后骂
骂咧咧道：“还有完没完，老子找
人呢！狗娘养的搞什么破坏！
明跟你说啊，炸死老子不要紧，
要是秀才少一根汗毛，老子跟你
祖宗十八代没完！秀才！秀才
你没死吧？”

万籁俱寂。许山豹直起身
子，汗水涔涔而下。他摸一把脏
脸，已经面目全非的脸上突然间
黑白分明。 (1)

在离开青瓦台之后近20年
的时间里，朴槿惠虽然远离了政
治，但每天都会阅读报纸、收看
电视新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自
己祖国的关心和担忧。在国家
面临危难之时，朴槿惠抓住机
会，开启了全新的政治生涯，她
带着自己的梦想如涅槃重生的
凤凰般再次起飞。

人们往往认为危机带来的
是失败、痛苦、挫折和绝望，但在
一些人看来，危机中其实潜伏着
机会。如果一个人能够在危机
中迎难而上，化解危机，甚至在
其中为自己寻找机会，创造一片
属于自己的天地，那么他一定会
取得非凡的成就。朴槿惠恰恰
就是这样的人。

自从1979年离开青瓦台之
后，朴槿惠便远离政坛，但她并
不认为自己的遭遇是绝望的，反
而把它当作一种历练。经过近
20年时光的打磨，朴槿惠已经不

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少女，她变
得坚韧、淡定、平和，内心十分强
大，这无疑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但朴槿惠并没有想要回归政坛，
她表示当时没有重返政坛的勇
气，想来这不仅因为责任重大，
也因为父亲去世之后的一系列
事情让她感到了政坛的险恶。
然而一场始料未及的金融危机
却改变了她的想法。

1997年，亚洲爆发了大规模
的金融危机，韩国首当其冲，大
量公司破产、工人失业、民众生
活陷入困境。当时只是一介平
民的朴槿惠受到了很大的震撼，
想到当初艰辛创建的国家可能
就要坍塌，她感到又心痛又愤
怒。有一天，朴槿惠在大街上看
到露宿街头的人们排着长长的
队伍领救济晚餐，她与一位排队
的人四目相对，那个人羞愧得急
忙转过头去。朴槿惠感到十分
揪心，并且审问自己的内心：“这

究竟是谁造成的？”
从那一天起，朴槿惠每天都

为国家的前途感到担忧，并且思
考自己到底能为国家做些什么，
哪怕是很小的事，也要做出自己
的贡献。朴槿惠扪心自问：“如
今国家已经摇摇欲坠，我怎么还
能心安理得地过自己平静安逸
的小日子呢？以后要如何面对
自己的内心，死后又如何面对曾
为国家献出生命的父母呢？”

与此同时，生活在困境中的
民众也开始怀念朴正熙领导时
代的繁荣景象，他们希望能够有
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站出来，带
领韩国民众走出危机，创造富足
安定的生活。1997年12月，第
15届韩国总统大选开始。朴槿
惠看到了机会：作为朴正熙的女
儿，现在不正是重返政坛，为国
家做贡献的好时机吗？朴槿惠
决定完成父亲生前未能实现的
梦想，带领韩国走向繁荣富强。

于是，朴槿惠重新回到政坛，开
始帮助大国家党的总统候选人
李会昌参选。对国家的爱与责
任让朴槿惠下定决心重走“政治
人朴槿惠”之路，为国家的命运
奉献终身，即使面对艰难险阻也
在所不辞。

在人生的道路上，有的人能
够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实现自
己的抱负；有的人却只能眼睁睁
地看着机会从自己眼前溜走。在
机会来临时，并不是很容易就能
被认出来的，它也许会伪装成其
他的形象，也许在失败、挫折、危
机之中就蕴含着机会。有远见的
人在不幸和失败中也能看到机
会，而目光短浅的人，即使机会摆
在面前，他也只能看到缺陷。机
会不允许你前思后想、左顾右盼，
因此不要缅怀过去的失败，把眼
光放长远，把握现在，发愤图强，
在机会来临时紧紧地把握住。
(本书授权连载部分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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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困境的时候，总会有一
些人向朴槿惠伸出援手，为她送
去温暖。这些人当中有的是她曾
经相识的朋友，有的是素未谋面
的陌生人，朴槿惠为自己能拥有
这些人生的知己而感到欣慰，她
由衷地感谢他们为她所做的一
切……

推/荐/理/由

解放战争时期，西北一支百
战百胜的独立团部队在最后一场
战役后几乎全军覆没，人数从
2000人锐减为60多人。抗美援
朝开始，为了捍卫军人荣誉，他们
渴望入朝参战，在朝鲜战场东山
再起，再铸辉煌，却突然间接到就
地转业为石油兵的命令。独立团
壮志未酬，艰难转型，从团长、政
委到司号手、旗帜手，每一个人都
展开了面向自己人生的战争……

上/期/回/顾

姑娘“扑哧”笑了起来，她
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在
五点左右都要各奔东西，怎么可
能由这位好心的男同志请她吃
饭呢，但她不愿打破这美好的许
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