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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春节前的一个星期天上

午! 全院同志都到关虎屯参加劳动"

我是民事庭里最年轻的壮劳力!自然

应走在前头" 可是!一出门就碰见了

老上访户丘石头"

我是助理审判员兼书记员!职责

是出庭记录和内勤#接待" 那时很少

开庭!所以!大量的工作是接待申诉

人和看申诉信件!并摘要报告庭长决

定立案再审或转往下级法院处理"

对丘石头! 庭里人都接谈过!而

且都不是只接谈过一次!光我就已接

谈过三次了"

他的事儿!确实有点蹊跷" 但是

并不复杂!而且法律#政策界限也不

难划分" 家庭出身贫农!

%&

岁!上过

两年小学" 在他
'"

岁那年! 也就是

!"()

年! 由爹妈包办给他找个外乡

姑娘结了婚" 这姑娘名叫巧巧!当时

只有
'(

岁!不仅长相俊俏!而且聪明

伶俐!爱唱爱跳!初中毕业时!曾报考

过省戏曲学校! 因家庭出身不好!社

会关系复杂等原因!没被录取"

结婚的当天晚上! 巧巧对石头

说$%我才
'(

岁!不到结婚年龄"弄假

证明登记是犯法的" 再说!我的身体

发育也不成熟!在一块儿过!万一出

点啥事!造成残废!我就成了你一辈

子的累赘" 如果你真心喜欢我!咱俩

三年之内不要同居!明天你就送我回

娘家"在咱这儿!咱已登过记!典过礼

了!谁都知道我是你的人了" 可是到

我娘家那里!咱只说相亲!不说是已

结过婚" 过些日子!我也以走亲戚名

义回来看看!咱妈有啥针线活儿需我

做的!我带回娘家去做" &

石头儿是个忠厚老实的后生!他

对巧巧的话信以为真"

第二天石头禀报父母!说要送巧

巧回娘家!父母亲都不同意"第三天!

娘家来人接!石头也不需送了"

开始!巧巧确实像给石头说的那

样!隔个月把就回来一趟"可是后来!

巧巧回来的次数逐渐少了" 对此!石

头和他的父母虽有点不太高兴" 可

是!结婚第二年的农历腊月二十三竟

然也没回来!这下可把石头一家急坏

了" 从腊月二十三到年三十!石头每

天都到村头去接!他想年前巧巧总是

得回来吧' 可是直到除夕也没接到"

初一晚上!石头爹对石头说$%明

儿初二!是姑爷上门的日子!本来你

应该和你媳妇一起去给她爹妈拜年

的" 她没回来!只好你一个人去了" &

石头到丈人家后!丈母娘招待得

还算殷勤!可就是不提巧巧!也不见

巧巧的面" 石头实在耐不住了!才问

丈母娘巧巧哪去了"

丈母娘看瞒哄不过去!才告诉他

说$%巧巧去山西了"去年那儿戏校招

生!她报名参加考试考上了!等放暑

假再回来((&

%她走时给你留了一封信!说是

等你来时给你看"我想等你吃过饭后

再给你" &丈母娘把信递给他说!%你

先看着!我给你拾掇饭去" &

石头接过信!用手捏了捏!感到

厚厚的!信皮上写着%石头哥收&" 打

开一看!蝇头小字 !密密麻麻 !

'*

开

信纸写了四张多!字迹倒很工整" 石

头蒙了!他看不懂巧巧的信!又不好

意思说" 他把信装起来!丈母娘已把

饭端来!他胡乱吃了几口!便起身要

走!丈母娘也没挽留" 石头回到家后

就去找表哥帮他看信"

表哥文化也不高!他没有打开就

念!而是先看了一遍!然后给石头说$

%信写得很长!有用的话就两句"一是

她报考戏校了!如果录取了!得等到

放暑假才能回来"二是等正式报到后

再抽空给家写信" 要爹妈保重身体!

不要再惦记她)表哥故意把*再+字念

得很重," &

石头回到家后! 经不住爹妈盘

问!终于还是对爹妈说了" 这消息对

于石头爹妈!无异于晴天霹雳" 到阴

历四月!巧巧终于来信了" 但不光是

信! 同时还附有县婚姻登记部门的

-解除婚姻关系通知书."

巧巧的信上写啥已无暇也无需

顾及!单就这纸通知书!就已把石头

全家弄垮了"爹吃不下饭#睡不着觉!

妈病倒不起!石头更是陷入了极度痛

苦的深渊之中"

就这样! 在
!"#!

年的端午节那

天!石头背着爹妈备好的干粮!搭上

了开往县城的汽车"县法院的人给他

做解释工作$弄虚作假#虚报年龄!骗

领的结婚证原本就是无效的"婚姻登

记机关发现后!撤销非法领取的结婚

证!解除婚姻关系!是符合婚姻法规

定的!因此!你告谁法院都不应该受

理" 但他执意非要起诉不可!且天天

去法院坐等" 干粮吃完了回家取!取

到干粮再来等!有时还到院长办公室

里哭闹#下跪"县法院没办法说服他!

只好下裁定驳回他的起诉"他当然不

服!中级法院驳回上诉后!他还不服!

于是就上省里#上北京" 后来有个也

是上访的人告诉他!说省法院不出手

续!北京是不会管的"所以!他从
!"*%

年春节以后!就成了省法院的常客"

听着男高音歌唱家多明戈

和卡雷拉斯等巨星绝妙的歌

声! 感受着西班牙人似火的热

情"

!""$

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开

幕式是少数能称得上壮观的开

幕式! 可能是被盛况空前的场

面感动 ! 代表美国队出场的

%&'

球星埃文/约翰逊掏出了

手机! 向正在转播开幕式的美

国
%&(

频道 %现场直播&!叙

述了自己看到的一切和自己激

动的心情((

不过!%魔术师& 约翰逊却

因此受到惩罚!因为-奥林匹克

宪章.第五十九条规则的附则
)

规定$%在整个奥林匹克运动会

期间!任何运动员#教练#官员#

新闻随员或其他已注册的参加

者! 决不能注册为记者或其他

媒体身份或以这种身份行事" &

事后! 约翰逊遭到国际奥委会

的公开指责! 认为他严重违反

了规定! 而美国奥委会也对其

进行了处罚! 认为约翰逊的行

为是在以运动员的身份谋取商

业利益!违背奥林匹克精神" 这

就是奥运会历史上著名的 %运

动员扮演媒体&案例!而这也成

为日后国际奥委会%反博&的把

柄"

不过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和强大 !博客开始兴起 !但在

北京奥运会前 !国际奥委会一

直对运动员开博持反对态度 "

$**+

年国际奥委会专门在雅

典奥运会前就网络问题编发

了 -第
$,

届雅典奥运会互联

网指南.! 规定 $%在奥运会期

间 !运动员 #教练 #训练员 #官

员不能在网站上连载在线日

记!因为这些类似于在赛事期

间进行报道违反奥林匹克宪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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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前夕瞻仰将军故居

-

月
$*

日下午
+

时许! 我们经过一个

多小时崎岖山路的颠簸! 终于从新县县城

赶到许世友将军故里000许家洼" 许家洼

是个坐落在豫鄂两省交界处的深山村舍"

村前!松柏郁郁!翠竹常青!河水潺潺!清泉

叮当1村后!银杏树参天!枝杈环抱!遮天蔽

日!白鹭栖巢!景色宜人" 但见这里山环水

绕#树绿花红#草青水碧#古木奇松!山花云

海!置身其中!顿觉心旷神怡" 许世友将军

故里高级讲解员余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在她的带领下! 我们首先来到了将军

的出生地" 她介绍说!许世友将军故居始建

于清光绪年间! 是将军的出生地和将军父

母的生活地!后经多次修缮#复原!现在
)

间房屋!土木结构!内摆放有大别山区老式

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等! 反映了旧农民艰

辛的生活状况和许母辛劳的一生"

将军故居坐落在许家洼后排" 坐北朝

南!有土木结构房屋
)

间!每间面积约
$*

平方米 !土坯墙体!外裹青砖" 房屋傍山而

筑!屋顶齐全!地面呈梯次升高!门头上悬

挂着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光英题写的 %许

世友将军故居&牌匾"

由大门进入第一间为故居正屋" 两边

摆放着社会各界敬献的花篮((东西墙上

悬挂着许世友将军不同时期的照片! 这些

照片记载了将军不同时期的经历! 反映了

将军戎马一生#战功赫赫#心系劳苦大众#

艰苦朴素的本色" 其中!有一些将军表演少

林拳的照片!显示出将军武艺高强!身手不

凡的传奇"

%许将军
,

岁进入少林寺习武!

!.

岁探

母病打出山门回到家乡" &余梦讲道!%

,

年

中!将军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功夫!碗口大的

杉树!他一口气就能撂断好几棵1

/$

个铜板

摞在一起!他一刀劈下去!铜板分成
$+

片!

他指似钢叉!叉人一下能捅
)

个血洞1抓人

一把!能扒下一块皮肉1他身轻如燕!五六

米宽的壕沟!一跃而过!一丈多高的房子!

纵身上去声响不出" &

东边一间! 是将军生前的住室"

!"),

年!身为南京军区司令的许世友回家探亲!

谢绝了县里的安排!住在这里!守候在母亲

身边" 将军生前用过的木床及太师椅!依然

摆放在当年的位置上"

我们再沿阶梯西下! 到达底层两间房

屋" 在西间里摆放着将军生前劳作时用的

石磨! 南墙上! 有一个约容
!

人进出的洞

穴! 是当年许世友将军在革命年代回家探

母时被叛徒出卖! 遭国民党当地民团
!**

多人围捕!情急之下!许将军用莲花掌将墙

打开一个洞口!施展轻功从屋顶逃走!后人

称此洞口为%避匪洞&"

炮队队长救娘

%瞻仰将军故居! 可以探悉将军传奇

一生 !感受将军忠国孝母情怀((&余梦

介绍说"

少年时代的许世友长相英俊!聪明伶

俐!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他
0

岁那年!母

亲到麻城当铺当掉了自己结婚的首饰!把

许世友送到离家两公里的宋堂大庙读私

塾"不到一年时间!小世友就把-三字经.#

-百家姓.#-幼学琼林.等书学会了" 许世

友
!+

岁那年秋天!父亲因操劳过度!患重

病去世" 兄弟姐妹
,

人!年龄尚小!一家
"

口人的生活!全靠许母一人支撑" 小世友

也就辍学回家!帮着母亲劳动度着苦不堪

言的日子"

!"$0

年春!全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根

据上级指示!许家洼成立了农民义勇队!并

从中挑选了
!*

余人组成炮队!许世友担任

了炮队队长" 名为炮队!实际上他们并没有

炮!只有几支鸟铳!其余都是长矛#大刀!任

务是打头阵" 换句话说就是敢死队!炮队队

长也就是敢死队长" 在一次攻打大山寨的

战斗中!许世友受了重伤!因为没有固定医

院安置治疗!便被队员们抬回家养伤"

在许母的精心护理下! 许世友的枪伤

很快痊愈了" 他又返回部队!斗志昂扬地投

身到了反%围剿&的战斗中"

在那血与火的岁月! 许母因许世友而

吃尽了苦" 许世友是清乡团搜捕的重点对

象! 土匪头子李静轩带着爪牙围捕几次都

落了空!便恼羞成怒$%逮不住许世友!就拿

他娘是问' &许世友是个出了名的孝子!当

他听说母亲被李静轩抓走的消息! 肝胆欲

裂" 许世友写了一封信!送到李静轩手中"

许母被抓之后 ! 匪徒们对她严刑拷

打((李静轩接过信一看! 上面写道$%李静

轩!你听着$你家也有老小!你们住在什么地

方!我们一清二楚!令你速将我母亲和其他乡

亲们都放了!如再杀害百姓!我们定将你全家

老小斩尽杀绝'&落款是$%炮队队长许世友" &

李静轩头上渗出了冷汗"慑于炮队的威力!他

暗中请许世友的三叔作保!就把许母放了"

光阴似箭!春风又绿了大别山"这时鄂东

军已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 许世友

被编制到第二大队第六班任班长" 在一个月

黑风高的夜晚! 许世友奉命带着六班战士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一举捣毁了李静轩的老

巢!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土匪头子处决了"

忠骨孝魂'侠肝义胆

许世友将军纪念广场坐落在将军故居

正前方!高
$1.

米的将军雕像位于最下一个

广场正中间!整体形状为将军背靠大山!目

视前方! 其寓意为 %从大别山走出来的将

军!回归到大别山&" 最上端广场有许世友

将军生平简介浮雕墙! 记载了许世友由一

个普通战士成为一个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共

和国上将的经历! 让你深切感受将军传奇

的一生" 整个广场与将军故里融为一体!让

你在感觉%忠骨孝魂!侠肝义胆&的同时!饱

览养育将军的秀美山川"

/"23

年
/4

月上旬!红四方面军西迁之

前!正向麻城县的西张店集结" 这时许世友

已经升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 十二师师

长陈赓让他回家看看"

回到家中!他抱起快
+

岁的儿子黑仔!

又是亲又是逗" 临走那天早晨!许世友拉着

母亲的手!%扑通&跪下$%娘!我活着不能伺

候您!死后一定要埋在您的身边!孝敬您老

人家' &谁知这一别!竟是
/0

年"

/"+"

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还不到三

月!已是桃红柳绿花开满山了!许世友正在指

挥步兵#炮兵和装甲兵协同作战实弹演习"在

演习快要结束时! 指挥所里忽然响起了电话

铃声!是济南兵团司令部参谋长打来的电话$

%许司令员!你的大儿子从老家赶来找你了" &

%大儿子2 &他心里一怔!直到这时他好像才意

识到自己老家还有个儿子" 儿子的到来引起

他对母亲的思念" 儿子流着泪说$%奶奶年老

体弱!又天天想你!把眼睛都哭坏了"这次!她

听说你不仅活着! 还在咱们的队伍里当了司

令官!就高兴地催我来找你" &

提起母亲!将军的心里是沉重的" 他

不但没有尽到一个做儿子的孝心 ! 还给

她带来了难以形容的痛苦和悲伤 ! 他欠

了母亲难以偿还的感情债" 儿子接着说$

%你随红军走后家里就遭了殃" 我娘被迫

改嫁了 !奶奶拉扯着我东躲西藏 !靠讨饭

度日 ! 有时奶奶给人家纺线织布挣几个

钱补贴家用" &将军含着泪继续问$%后来

呢2 &儿子答道 $%后来 !家乡有了红军游

击队 !日子才算安定一些 !我和奶奶一直

住在舅爷李光荣家里 " 奶奶还供我上了

几年学!起了学名叫大安" &!未完待续$

!"#$$$

许 世 友 将

军! 是我军高级

将领中一个极富

传奇色彩的将

军! 但他又是一

个大别山农民的

儿子! 对生养自

己的母亲怀有崇

高的敬意" 位于

河南新县田铺乡

许家洼! 是一代

传奇将军许世友

的出生地! 也是

许世友将军谢世

后的埋骨之地"

许世友将军赫赫

的战功# 特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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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讲解员余梦正向记者讲解许世友将军的故事 胡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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