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剑冰

一
公元前627年二月，天还是很冷，风从太白

岭上刮过来，吹着那些纷乱的旗帜呼呼飘飘的，
就更是感到寒冷。大军过了函谷关，就下起了
雪，雪花一直伴随着到了周朝的都城洛阳。战
车在洛阳的城外威武驶过，再往前就是滑国了，
绕过滑国，过了虎牢关，百里奚的儿子孟明和蹇
叔的儿子西乞、白乙商量着先安营扎寨，休息后
便向郑国发动偷袭。

秦国之所以动用重兵偷袭郑国，还要说说
缘由。

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晋文公打败了强
敌楚国，奠定了晋国的霸主地位。原来归附楚国
的陈、蔡、郑三国立刻同晋国会盟，但是害怕楚国
报复的郑国暗地里还跟楚国结盟。晋文公知道
后很生气，约上秦国征伐郑国，两国军队从四面
包围了郑国。使臣烛之武偷着去见秦穆公，说秦
晋两国联手打郑国，郑国一败，土地归了晋国，晋
国势力大了，明天就可能犯秦国，秦国能得什么
好处呢？秦穆公一想是这么个理，便跟郑国单独
讲和，还派了三个将军并两千人马，替郑国防
守。晋文公一瞧秦军走了，生气之余又怕秦郑联
手，也和郑国订了盟约，撤兵了。这也是一招狠
棋。秦穆公得到消息，心里不痛快却无法发作。
两年后，郑文公、晋文公先后病死，这可是个好机
会，尤其是晋文公重耳，一代霸主的死去，晋国举
国悲伤，尚没有发丧。有人劝秦穆公趁此攻打郑
国，晋国肯定不会出兵。留在郑国的将军也送信
说，郑国北门掌管在手，只等秦国大军来袭，这样
里应外合，会一举灭掉郑国。

此意正是秦穆公心里开的花，但是老臣百
里奚和蹇叔都不这么认为，他们看到了白色的
纸花，一千多里的路，劳师以远，不堪一战啊。
秦穆公不听，并且派他们的儿子为大将，这下蹇
叔哭了，蹇叔是在儿子出征时拉着儿子哭的，蹇
叔说：晋军必设伏于崤山。崤山有两个山陵，南
陵是夏王的陵墓所在，北陵周文公在那里避过
风雨，秦军必葬身于此处。蹇叔也真是，怎么能
说这样的丧气话。

秦国的军队那个时候还是很棒的，郑国相
对就弱得多。大军接受了军令，就这样怀着鲜
花和纸花的心思走到了郑国的边上。

二
从郑国出来的官道上，走来另一支队伍，那

是一支雄健的牛队，正享受着雪后的阳光，朝着
洛阳的方向行进，队伍的领导者叫弦高，郑国的
商人。那个时候做买卖不是太让人看重，不像
现在，一说商人，就和大款联系起来。弦高为什
么选中这个职业，就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其实
经商的人脑子是很好使的。弦高就是讨厌权势
阶层的尔虞我诈，弦高活在自己的自在中，这
不，这么一个牛群进入周都，就会立时赚回一大
笔响当当的现实回来。

弦高正走着，就有人来报，说似乎前面有军
队。弦高吃了一惊，亲自观察后认为，这确实是
一支有目的而来的大军，战车齐整，兵员众多，在
通向郑国的道路上，不是朝郑国来又是向着哪里
呢？可郑国似乎一点防备都没有啊，出城的时
候，守城士兵懒散得像一群醉鬼。百姓也是在冬
闲的时光里说笑着晒太阳。谁知道一场血腥的
杀戮会临近呢？再看那旗帜，是秦军无疑。这些
年，秦国和晋国一直对郑国虎视眈眈，都想吞并
郑国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郑国夹在两个强
国之间，跟这个好了不是，跟那个好了
也不是，不跟他们好了更不
是，郑国一直寻找不出
一个好的办法。好
在还有像弦

高这样的有正义感和爱国心的人。
弦高感到了事情的严重。他立即派人返回

去向郑国报信，自己看了看那群皮肤光亮的牛。
军队整装待发，孟明正要发布命令，一个探

子来报，说一个客使要求见军队的最高首领。
孟明列阵迎候，进来的自称郑国使臣的不是别
人，正是弦高。弦高拿着架势，真的像一个使者
一般，行觐见礼，说是郑国国君听说秦国军队路
过，特来犒军，共带来肥牛一十二头，熟牛皮四
张，另外大军所在，可以尽享供应，直待大军离
去。孟明和他的副将对了一下吃惊的眼光，怎
么郑国已经有了防备呢，那么内应的事情看来
也暴露了，这样还怎么偷袭呢？

三
再说另一面，弦高派的人很快到了郑国，郑

穆公听到报告，派人到帮助守卫郑城的秦军驻
地打探，果真捆好行装，准备好马匹，正磨刀霍
霍。就派皇武子对秦将杞子说，我们这里太穷，
粮草也不多了，听说你们准备离开，那就到郑国
园圃里猎取点麋鹿好了。杞子知道阴谋败露，
又恐回秦国获罪，就仓皇逃到了齐国，另两个将
军逢孙和杨孙逃到了宋国。

孟明无心再进攻了。为不致无功而返，就
顺手灭了滑国。滑国很小，就是现在的偃师一
带，多少年后，那里走出了一个唐玄奘。滑国在
周朝都城洛阳的边上，周天子很不高兴，但是不
高兴又怎么样？何况是实力强大的秦军呢。但
是秦军不知，还有比他更强的一支军队正等着
他呢，地点就在崤山。

别忘了蹇叔的眼泪。四月，秦军往回走入
了崤山天险。那崤山是陕县东边的一个关隘，
我现在去看，依然山势陡峭，奇险无比。此地属
于晋国辖地，来的时候秦军顺利通过，回来的时
候却不知道晋襄公着丧服亲自督军，在东、西崤
山之间设下埋伏。当秦军全部进入崤山峡谷，
晋国的军队突然杀出。尽管秦军英勇拼杀，架
不住劳师疲惫以及地势之劣，最终全军覆没，孟
明、西乞、白乙三帅被俘。

郑国不战而胜，两个强敌各有损伤，自己独
好。郑穆公想起来就感激那个撂下自家生意，
舍财挺身、不战退敌的弦高，喜极之际便大宴群
臣，让弦高坐上座，并提出要给予重赏。

要说此事弦高值得炫耀，也值得在功劳簿上
躺一躺的，何况郑穆公也拿出了诚意。但是弦高
不这么看，人家做事是无私欲的，纯粹是出于对
郑国的热爱，谁不爱自己的祖国呢？弦高觉得为
祖国做事也就是为自己做了一件事，不值得挂记
在心，更不需要国家来赏，而自己假借国家使臣
的行为也是一种欺瞒行为，事先也没有征得国君
同意，如果加赏，就会坏了国家纲常。

那么，这个不说了，十二头牛也没想着要
赔，好好做自己的生意总可以吧？举国上下一
定都知道了弦高救国的事，十二头牛简直就是
活广告，借此做什么生意能不亨通呢？
可是，弦高竟然谢辞后就退走了，而
且退得远远的，甚至退出了国
门，也没有到周朝的首都洛
阳，那个他常去的
地方。人们
不知道他去

了哪里，他一
直 退 出 了 历
史的视线。

四
那个勇敢的、仁义

的、智慧的爱国商人弦高，
只是在《左传》的一个段落
里提及了一下，就一闪不见
了。然而人们不会忘记他，到
了唐代，有位诗人吴筠在《郑商
人弦高》中还写道：卓哉弦高子，
商隐独摽奇。效谋全郑国，矫命犒
秦师。赏神义不受，存公灭其私。虚
心贵无名，远迹居九夷。

多少年后，在江西的婺源，看到了县城曾
经的名字：弦高镇。这是中国以弦高名字出现
的唯一地方，名字叫了许多年。莫非弦高游离
到了这里？婺源在安徽和江西交界地，属僻远
之所。我查找了很多资料，没有得出一点结
论。

又过了多少年，郑州紫荆山百货大楼门前，
出现了一尊雕塑，是人们想象的商人弦高。郑
州是应该记住弦高的，那是他们的老乡，值得说
道的老乡。郑州被称为商城，一是因为这里是
商都，有完整的商城遗址，还因为商铺林立，是
全国商家抢占之地。经商的进货的，各种各样
的口音在这里汇聚。这或许与郑州人弦高没有
多大关系。但是后来人们发现，越来越多
的商家抬出了弦高，很多商界学术会、
研讨班，会把弦高说成中国历史上第一
商人，也会将他的爱国举动
和精神大力宣扬，以壮商
家声誉。

这是退隐的弦
高没有想到的，
或是弦高不愿想
到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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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军八姐妹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俊华

商人弦高

□刘韬

在驻马店市驿城区，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位老
人骑着一辆“国防宣传小推车”穿行于社区、广
场、公园和学校……

今年 75岁的田世红，孩提时就在曾当过兵
的父亲熏陶下，喜欢上了军品收藏。后来，他也
穿上了军装，成为一名空军战士，乐此不疲地收
集了一大批军械模型和国防图片。“这些都是对
青少年进行国防教育不可多得的教材。”老田说，
退伍后他十分留意废品收购站、文化市场，还频
繁来往于省内外几十个驻军单位和许多军队离
退休干部的家。有关军事的书籍和用品，他都想
法买回，分类收藏，定期义展。

一个酷暑难耐的夏天，得知驻军某部有部分
退役器材可供收藏时，老田二话不说，背起水壶，
骑上自行车就出发了。他顶着火辣辣的太阳赶
了40多公里的山路来到部队营区时，已成了一
个“水人”。驻军首长被他执著的精神打动了，把
10多件退役军械模型给他送到了家。

自从迷上军品收藏，老田还与省内外许多军
品收藏人士成了“聊友”。很多素不相识的老干
部、老军人都乐意将珍藏多年的“宝贝”与他交流
互换。

上世纪90年代，老田被当地军分区确定为国
防教育义务宣传员后，劲头更足了，每年八一、国
防教育日或征兵时节，他都会在闹市街头、厂矿企
业和中小学校举办军事器材模型及图片展览。

老田的义举，也得到了当地驻军、民政部门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军分区领导专门派车为他
运送展览器材；人武部和民政局为他的拥军活动
提供场地，为他订购军事报刊；当地一些民间团
体支持他创办了拥军服务演出队……

老田还把自己平时送孙子上学用的电动三
轮车加装了篷架，布置了宣传图板，装配了播音
设备，“国防宣传小推车”就是这样诞生的。

90多册兵役法律法规方面的图书，120多张
国防教育挂图，600多张军史知识卡片……老田
的“国防宣传小推车”内容丰富，播放着铿锵有力
的军歌，感染力十足。

随着年龄的增大，许多笨重的器材模型运送
起来很不方便，老田就将精心收藏的1500多件
退役军事器材模型、抗战老物件和680多幅国防
知识挂图，整理归类后放在自家庭院里，建起了
一个“家庭国防教育园”。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就
向中小学生和乡邻们开放。

痴迷收藏六十载，一腔真情为国防。“只要身
体不出问题，我会一直坚持下去。”老田说。8

“哈哈，闺女，你们来啦！”爽朗的笑
声中，第一代“拥军八姐妹”中唯一健在
的吴素珍老人迎上前来。93岁的她，曾
作为洛阳市唯一的支前模范代表，出席
了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

“老娘，我又带了几个新队员来看您
了！”说这话的是第二代“拥军八姐妹”成
员周雪萍。几十年相处，她早把老人当
成了亲娘。

“又增加新人了？太好了！快，快，
进屋……”

老人拿出一本泛黄的相册，其中几
张老照片，照的是一座农家小院，土坯墙
上“解放洛阳！解放全中国！”的字样依
稀可辨。老人说，这是“洛阳营”解放洛
阳时写上的，“拥军八姐妹”和“洛阳营”
的故事就是从这几间房开始的——

1948年 3月 11日，解放洛阳的战斗
打响。华野3纵23团 1营百余名战士冒
着敌人密集的炮火，经过20多个小时浴
血激战，突破东门……同年7月，该营被
命名为“洛阳营”。

老人说，部队进城那天，她和街坊的
七个姐妹一大早就梳妆打扮，可城门口
挤满了人，她被挤到了人群后面。“咋整

哩？俺们能为部队做点啥呀？”回到家
里，她们一合计，决定做鞋送给战士们。

“鞋底上每针都要经过锥眼、走线、
拉紧等工序，俺们胳膊和大腿都磨起了
泡、出了血，手指也起了茧子、变了
形。”半个多月时间，她们赶制了 200多
双鞋和 100 个绣有红牡丹的草绿色针
线包送给了部队。在她们的带动下，乡
亲们也不分昼夜磨军粮，缝军衣，纳鞋
垫，没有布料，就把自家的棉衣棉被拆
了。为让官兵们住得暖和些，老人还把
三间新房腾了出来，自己一家搬到附近
的窑洞。“天气凉，战士们穿的薄，有些
伤员伤口还淌血流脓，俺看着心里可不
得劲儿！”

从部队进城到离开，姐妹们与“洛阳
营”建立起了深厚情谊。“最令我感动的
是1958年 4月，洛阳营第一任营长张明
（1925-2001，战斗英雄，1988年被授予中

将军衔）来洛阳缅怀牺牲的战友时，特别
提到了我们八个姐妹！”

那一次，张明饱含深情地说：“洛阳
牡丹甲天下，八姐妹更比牡丹佳！干脆
你们就叫‘拥军八姐妹’吧！”说完，他还
专门手书题名。

初 心

自从得知“洛阳营”的驻地，“拥军八
姐妹”每年都要给远在千里之外的官兵
寄去两大箱毛巾、布鞋、鞋垫等物品。不
仅关心“洛阳营”，“拥军八姐妹”也关心
着身边军属。吴素珍的大儿子董公元
说，打他记事起，母亲拥军的心和行动就
没落下过。上世纪80年代初，物资相对
匮乏，为了让街道上7户军属过个好年，
他母亲冒着大雨给每户军属送去3斤猪
肉、3斤芹菜、3斤莲菜。这些东西在今
天看来不值一提，但在当时却是稀罕物。

几十年风里雨里的拥军路上，“拥军
八姐妹”从兵姐姐、兵嫂嫂变成了兵妈
妈、兵奶奶，继而一个接一个离开了人
世，只留下了吴素珍一人。

“继续做拥军工作，已是心有余而力
不足。如何是好？”吴素珍把心事向办事
处领导说了后，得到了大力支持：号召社
区居民加入“拥军八姐妹”。2002年5月
31日，第二代“拥军八姐妹”举着张明将
军题写的“拥军八姐妹”红色方旗正式成
立。周雪萍就是这时候加入的。

“过去，我常听老娘讲拥军故事，自

己也想为军人做些什么。得知消息，我
第一个报了名。”周雪萍说起那时的场景
十分激动。她和吴素珍、李巧云等人一
起，组成了第二代“拥军八姐妹”，也见证
了这个团队拥军的桩桩件件——

汶川大地震时，“拥军八姐妹”迅速
行动起来，准备了1200余条毛巾和300
多箱食品、矿泉水……

现役军人陈向伟因遭遇车祸造成智
力障碍，从部队回来后，只能靠年近八旬
的父母照顾，一家人日子过得艰难。得
知情况后，“拥军八姐妹”经常到陈向伟
家中帮忙，特别是周雪萍，除了逢年过节
外，每月至少还要去两次，洗衣、做饭、理
发……持续至今。随着时间的推移，陈
向伟也从最初的抵触，到慢慢接受、信
任，看到她就叫“姐姐、姐姐”……

老八路耿基提起自己有个老战友50
年了没联系上，不知是死是活……周雪
萍当即发动“拥军八姐妹”帮着寻找。朋
友托朋友、亲戚托亲戚，几个月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两个老人见面后，紧紧拥
抱，老泪纵横……

接 力

2010年 9月 19日，一场特殊的“交
接”仪式隆重举行。

“俺老了，今后拥军就靠你们年轻人
了！”吴素珍老人将那面“拥军八姐妹”的
旗帜，亲手递到第三代“拥军八姐妹”队
长张珊手中。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开通拥军服
务网站。”张珊意识到，在网络时代，拥军
也必须与时俱进。

随着“拥军八姐妹军人之家”微信公
众平台上线，“拥军八姐妹”的拥军服务
正式步入“微时代”。通过微信平台沟通
帮扶事宜、回答军人及家属的相关咨询
等。后来，又建立了“缘来是你”微信联
谊群，专门为现役和退役军人提供联谊
服务……

2014年，“拥军八姐妹”入围“全国
情系国防好家庭”；2015年，入围“感动
中原十大人物”……“拥军八姐妹”从中
原走向大江南北，吸引着各行各业人士
自愿加入，大量男同志也成为这个群体
的靓丽风景。

如今，“拥军八姐妹”已有了教育、医
疗、心理咨询等10个小分队，从最初8人
的拥军组织发展成为860余人的团队。

认亲，一直是“拥军八姐妹”的老传

统。得知在洛阳市儿童福利院长大的5
名孤儿准备参军的消息，“拥军八姐妹”
立即找到人武部表达了认亲愿望。“你们
看中我们谁了，就跟谁回家！”张珊说。
19岁的洛子杰第一个走上台，认下了郑
洁做“妈妈”。“有困难跟我说，有喜悦跟
我说，谈女朋友也得说。”郑洁几句话让
洛子杰羞赧地笑了……

随后，四个“兵娃娃”也分别认下了
“兵妈妈”。从此，“拥军八姐妹”的拥军
故事又有了“母子连心”的新内容。

军人免费，是他们出租车分队的承
诺。去年寒冬的一个深夜，大雪漫天飞
舞，杨玉春正准备收车回家时，急匆匆走
来一个身着迷彩服的战士：“大哥，部队
有紧急任务，你能连夜送我一下吗？”没
有丝毫犹豫，杨玉春请他上车。不到50
公里的路程，走了 3个多小时。到了部
队，已是次日凌晨3点。战士要付车费，
但杨玉春说什么都不要：“你们辛苦为国
家作贡献，我不能收你的钱！”

“虽然我们第三代以80后为主，但我
们会继承前辈们拥军的光荣传统，用我们
的青春与活力传递更多正能量，让咱们的
旗帜更加鲜艳！”在吴素珍的家里，张珊一
边为老人测量血压，一边郑重承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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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天炮火中，抬伤员、送干粮；和平年代，纳鞋垫、送温暖……
69年里，三代接力的她们，属于一个共同的名字——

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