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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布竹林镇投奔周百华

上/期/回/顾

三海李得胜和老黑相继死去，秦
岭游击队的领导只剩下雷布，雷布宣
布游击队暂时解散，而他带了三个人
发誓要杀了正阳镇党部书记和王世贞
原来的姨太太……

适应战况，迁都重庆

在咱村成立柴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上/期/回/顾

唐生智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委
员长，你是一国之元首，全军之统帅！
这回你不能身先士卒、独守孤城。若
真没有别人负责，我愿意勉为其难，而
且我向委员会和各位保证：我一定坚
决死守，与南京城共存亡！”

社评说：
此次政府移驻重庆的理由，

是适应战况，统筹全局□□，而
且是制敌不是怯敌，这一层在本
报昨日社评中，已经解释得很明
白。京市党部□□及各界抗敌
后援会昨日发表告本市同胞书，
希望大家凝定意志，勿自惊扰，
为民族复兴而奋起，为国家独立
而抗战，我们在这里尤其有阐明
的必要。

第一，政府是处理全国政务
的最高机关，它必须有行使职权
的最大自由，不受任何威胁和牵
制，所以政府的驻在地要适应环
境，不能站在抗战第一线上。至
于南京地方，除原有市政当局及
军警机关依旧尽职服务外，政府
并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
统率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
土自卫的打算，这个给我们全市
人民以莫大的安慰和兴奋。

第二，长期抗战本来不必过
于重视一隅的进退和一时的得
失，但是抗战的最后胜负，每每
不决于前方的军事行动而决于
后方的持久力量，谈□□□□，
后方民众比前方将士所担负的

更为重要。南京是前方的后方，
对于前方的需要□□□□知道
得很清楚，对于后方的援助，我
们更居于集中策应的重要地
位，所以我们目前所关心的，不
是本身的安全而是如何使前线
得到民众的援助而更加巩固，更
加奋励。

第三，首都的拱卫既然设有
专责机关，市面的治安，又同样
能够维持得很周密，如食粮充
足，日用品源源而来，这都是抗
战中最稳定的好现象。抗战已
到了这个关头，国力的支持全靠
民力作后盾，民众能多出一分心
力和物力，政府不仅可以从容应
敌，并且还有转败为胜转弱为强
的把握，也是我们民众报国的最
好机会。现在，全首都的市民应
该把自己感觉到的责任和如何
尽责的方法，做出一个榜样来，
给全国人民看看。大家照着这
样凝定意志，为国奋斗，这种力
量的总和是绝对不可侮的，我们
期待着前途的光明由这种力量
发挥出来。

老蒋都走了，我们留在南京
不是死路一条吗？！迁都消息一

被证实，南京市内人心惶惶，出
现严重混乱现象。“仗还没有打，
日本人还没有来，堂堂一国之首
都乱成这个样子还行嘛？”蒋介
石听了特务组织戴笠等人的报
告，非常气愤。

“我要跟外面说一说！”蒋介
石决定召开一次记者会，表表自
己对南京和时局的态度。于是
11月25日，当时的路透社这样
报道说：

南京电：今晚蒋委员长接见
外国新闻记者时声称，吾人坚
信，公理终必战胜强权，抗战到
底至最后一寸土与最后一人，此
乃吾人固定政策云。蒋委员长
偕其夫人入招待室，具有信任与
决心之气概，绝无失败者颓唐形
象。蒋委员长续称，中国拟维持
决心抗战之政策，吾人将防卫南
京，但在远处为之，外人之生命
财产当予以保护，外传南京如有
陷于敌手之危险，将付诸一炬之
说，仅属谣言云。继言及停战之
可能性，蒋委员长称此事决于日
方。蒋委员长后言及日机近掷
下一盒，内载一函事，谓此函不
载寄者姓氏，其内容希望早日停

战，并声明日本不欲提出严厉条
件，仅欲得中国防共之合作，此
种言论，殊与事实相反云。记者
询以和议如何可开，蒋委员长
称，讨论此事，今尚非其时，第一
日本必须觉悟云。记者又询以
是否希望苏联扶助，蒋委员长答
曰，余所希望者乃国联机构内所
规定之扶助。记者复询以九国
会议既无助于中国，中国能希望
他方面之援助否，蒋委员长答
称，渠确信九国公约签字国将援
助中国，如无此援助，则所有条
约悉属无效，而破坏条约之举动
反得奖励矣云。

都到什么时候了，蒋介石还
在自欺欺人：九国会议假如真想
出手救你中国，何必要让你蒋介
石连首都也要丢掉？这么个道
理，蒋介石能不清楚？他这么
说，无非就是尽力想“安抚民
心”，然而，用句老百姓的话，他
这叫“睁着眼说瞎话”！

不管怎么说，该准备的还是
要准备一下。就在同一日，蒋介
石密电唐生智，对南京守备部队
的战斗序列作了部署，总兵力超
过10余万人。（26）

报了仇，雷布四人一时不
知下来该怎么办，先是决定把枪
埋了，改名换姓到大深山给财东
家当长工去，但心里总是不甘，
闹腾了这么多年为的是不再当
农民，到头来还是去种庄稼？把
枪埋了后又把枪刨出来哭。其
中一个就提出既然拿枪拿惯了，
也干不了别的活，那索性投奔周
百华去。周百华是岭宁县竹林镇
的大财东，仗着其舅是省城西北
军的一个旅长，他在家有自己的
武装，越发展越大，岭宁县保安团
拿他没办法，便默许着他独霸一
方。周百华排行老二，人称二先
生，势力大后，却兔子不吃窝边
草，待家乡人友善，修路筑桥，开
设粥棚，还办了学校，免费让学生
读书，号称自治。竹林镇家家户
户家里没挂蒋中正的像，贴着他
的像。李得胜在多年前曾去过
竹林镇让周百华加入秦岭游击
队，甚至提出游击队扩大后，周
百华做司令，他做政委。但周百
华没同意。此后他们再没往来，
也互不侵犯。

匡三没有跟随雷布，当后来
得知雷布他们挖了姓林的祖坟，
毁了王世贞姨太太面容，也去找

过雷布，但没有找到，就独自去
报复告密的拾粪人和那个儿子
当保安的财东。县党部奖给了
拾粪人和财东各十块大洋，财东
的儿子领了赏回到了镇保安队，
拾粪人背着大洋返回时，在清风
驿的二道梁上被一个土匪抢了
褡裢，又把他推到梁下摔死了。
匡三没有在拾粪人身上出恶气，
便打听到财东家，半夜里翻院墙
进去，正好财东的老婆上厕所，
一刀捅死在蹲坑里，进了上房，
东厢屋炕上睡熟着财东，照着肚
子把刀扎下去。此后，逃往三台
县，恢复了老行当，流浪乞讨。

又过了两年，七月十五日夜
里竺山上又落陨石，这一次不是
流星雨，是掉下来一块笸篮大的
石头，把地砸了一个五丈深的大
坑。到了十月，共产党的二十五
军从湖北进入秦岭，计划北上延
安，国民党的西北军也就开进秦
岭围截追堵，双方展开了长达三
年七个月的拉锯战。

二十五军一来，雷布四人便
脱离了周百华，又寻找到了匡三
和那些失散的同伙，重组秦岭游
击队。二十五军曾在十里峡遭
西北军堵住了峡的前后口，游击

队带领从一条沟里成功转移，二
十五军就给了游击队一批武
器。有了这批武器，游击队发展
壮大队伍，人数比李得胜时期多
了一倍。但是，二十五军在一次
战斗中，命令游击队袭击敌军的
后勤车队，游击队为了保存实力
没有去。后来又让给筹集粮食，
明明筹集到了一百石粮，却只给
二十五军运去了三十石，其余的
七十石藏在一个山洞，竟然被保
安团发现又一把火全烧了。二
十五军的首长很生气，派一位姓
邓的任游击队政委。姓邓的来
后以肃清异己分子名义，处决了
八名游击队的人，其中就有雷布
最早带领的那三个人。雷布和
姓邓的意见不合，时常争吵。二
十五军和西北军又打了一仗，命
令游击队去东山垭阻击敌人的
增援，敌军来增援的是三个团和
两个县的保安，游击队打了三天
三夜，最后撤出了姓邓的等五个
人，其余全部战死，包括雷布。

听当地人讲，雷布牺牲在东
山垭左边沟里的一棵白皮松下，
他往前冲的时候中了弹，子弹从
身后打的，当时倒下去就死了。
匡三大哭了一场，只得再去了二

十五军。在二十五军找到了姓
邓的，询问雷布的死为什么是子
弹从身后打中的，这子弹是谁打
的？姓邓的说，谁打的我怎么说
得清，战场上的子弹长眼睛吗？
匡三随后被编入二十五军，第二
年部队终于到达延安。

解放后，正阳镇为秦岭游击
队修建了烈士陵园，每一个墓里
都埋一个木头刻的人，并写着名
字。刻木人时，匡三亲自来指
导，因为只有他知道游击队先后
有多少人，每个人长什么模样。
那时的匡三已住在州城，州城改
为秦岭专署所在地后，他是秦岭
军分区司令。整个秦岭市，有两
个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在政府
里做事，一个是竹林镇的周百华
做了岭宁县的副县长，一个就是
涧子寨药铺徐老板做了山阴县
副县长，左眼还是瞎的，戴了眼
罩，人称独眼县长。

独眼县长活了七十七岁。
活着的时候夏天穿四个兜的中
山装，冬天还是四个兜的中山装，
外面披一件九曲羊羔毛做的黑布
大衣，到中小学里去做报告，讲当
年秦岭游击队的英勇故事。（本
书授权连载部分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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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龙猛地站起，用力抓住李子
涵的双臂，歇斯底里地大声喊道：“自
从我决定离开绿源集团时我就和管彤
结束了，结束了！李子涵，我告诉你，
我现在爱的是你！”

墨云轩专门来到了林场。
他没想到，仅仅几个月的

时间，一个现代化的养殖场就
呈现在他面前。只见几万亩的
林地全用高高的围墙给封了起
来，延伸开来，一眼望不到边。
围墙门口处是座两层楼的钢结
构办公楼，办公室、仓库、职工
宿舍、餐厅一应俱全。

走进院内，广阔的林场用
铁丝网分作了东西南北中五个
区域，每个区域内又划分了若
干单元，每个单元内都盖有两
三间活动板房，星罗棋布而又
井然有序。

墨云轩不由得连竖大拇
指，称赞道：“敢说敢干，还是你
们年轻人有魄力，了不起，真是
了不起！”

刘玉龙一边陪着墨云轩在
林子转悠一边解释说：“南区、
东区和西区用来养殖奶牛，北

区和中区用来种植中草药和散
养柴鸡。现在两个区域一期已
经放养两万只，一个单元放养
二百只鸡子。我准备也在部分
放养柴鸡的单元做种植中草药
的试验，看鸡子对中草药的采
食情况咋样。下一步要全部推
行地上养鸡地下种中药的模
式，到那时咱这一个养殖场就
能散养柴鸡二十万只以上。”

墨云轩连声叫好：“这个模
式好！柴鸡吃中药增加营养，中
药靠鸡粪施肥，这样相得益彰，
真正的无公害！”

俩人走到养殖场的中间部
位停了下来。刘玉龙解释说：

“这里面的路还要进行硬化，另
外这里面还要打一眼机井。”

墨云轩环视着四周整齐划
一的养殖单元区，问：“玉龙，这么
大一个养殖场，得用不少人吧？”

刘玉龙随着墨云轩的目

光，环顾着四周回答道：“得三
百人。但是我多招了一些人，
主要招聘咱村的留守妇女，让
她们在我这儿工作，也是为了
对她们进行培训。”

说到此处，刘玉龙转向墨
云轩：“大爷，你帮我分析分析
我这个判断准确不——我觉得
咱村的这些留守妇女在我这儿
干不了几个月，就有一大半人
要离开这里。”

“因为啥？”墨云轩顺势坐
了下来。

刘玉龙蹲下身子坐在了他
对面，说：“我已经在咱们村子
的里里外外转遍了，发现咱村
家家户户都有几亩林地，尤其
是村子周围全是树林子。我估
摸着这些留守妇女，看我在林
地里养鸡、种中草药能赚钱，她
们在我这儿干一段时间后，肯
定要在自家的林地里也进行养

鸡和种草药。”
墨云轩关心地问：“那这样

不就抢了你的生意——买卖还
是独家生意好呀！”

刘玉龙笑了笑，说：“不怕，
她们如果干，我包鸡苗包饲料
包技术包销售，进行一条龙服
务。大爷，我告诉你，我们绿源
公司的柴鸡和柴鸡蛋是销往全
国，就是再有两个村子的人都
喂鸡，也不够我们销售的。刚
才，我说对她们进行培训只是
一个方面，主要还是想起个示
范引导作用。”

“我都想好了，一旦她们自
己单干，我就在咱村成立一个
柴鸡养殖专业合作社，把大家
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咱农民只
有组织起来抱成团去闯市场，
才能有出路有发展呀！”

墨云轩看着刘玉龙，满眼
的慈爱和敬佩。（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