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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后! 一向依靠交换邮票集邮
的郑州! 出现了尚不正规的邮票" 跳蚤市
场#$直到

%""&

年以后!郑州才在黄和平大厦
有了正规的邮票市场$很多人开始收集邮票
等待升值后转手赚钱$ 与此同时!从未卖过
邮票的司马万通依然坚持走专业道路$

!""'

年
!

月
((

日凌晨! 北京西客站开
通! 京广线

($

对旅客列车由北京站分流到
北京西站运营$ 其中

%)

对旅客列车编挂有
邮政车$ 这是司马万通一个月前拿到的消
息! 他觉得只有在这一天把全部列车的火
车邮戳集齐!才能反映此事件的全貌$

于是!司马万通提前买了
)&

多张空白明
信片!并提前写好了地址和收信人!为盖邮
戳留下了足够的空白$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
提前一天到达火车站!再次确认相关信息$

" 有时候一天都吃不到饭$ %司马万通
说!一个面包&一瓶水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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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和
$"

次两辆列车相隔仅
*

分钟!按
照到发时间登车必定会错过一辆$最终他决
定冒险$ 要知道始发车装邮件时间充足!过
路车卸邮件时间较短!他决定利用列车装卸
邮件的空隙!来个先到的后登!后到的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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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不眠不休后!司马万通成功拿到
了
('

个火车邮戳!有了自己的巅峰之作'''

( 北京西站火车邮局首日运行邮戳集)$

这之后!司马万通病了$这册邮戳集成
了他亲自操刀的绝笔之作! 也成为他这一
生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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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火车赛跑的集邮" 狂人%

拉着一位老人和他的一本邮戳集!救护车呼啸而过$ 老人紧张得浑身颤抖!他!

还是没能实现唯一的心愿$

这位集邮
-%

年的老人! 已经再不能到处跑着盖邮戳了$ 他已被病痛折磨了
%)

年!如今!只有在看到那满箱&满柜的邮票时!他才会觉得自己实实在在地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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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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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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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集邮展览正在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 洛阳博物馆外拥挤的人潮
中!一辆救护车呼啸而过$ 车上是一位浑身发
抖的老人!还有他视若生命的一本邮戳集$

这位老人就是司马万通!一个生病已
%/

年的老人!一位狂热的集邮爱好者$

就在到洛阳的前两天!司马万通还躺在
医院里$他的帕金森综合征似乎已经越来越
严重了$ 去洛阳参加世界邮展!他已经念叨
了两年!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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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抱病参加太原邮展时就在
等这一天了$他说!去洛阳可以不看邮展!但
一定要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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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收集的( 北京西站火车邮局
首日运行邮戳集)'''一套他集邮巅峰时期
的册子!通过邮展组委会送给国家集邮博物
馆$ 这是他的心愿$

司马万通的病越来越重!受不了一丁点
折腾$ 他的家人都不同意让他前去邮展!无
奈司马万通丝毫不肯让步!" 我这些个东西
比命都重要!洛阳!我一定要去$ %

.

月
%&

日!在妻子的陪同下!司马万通颤
巍巍地出现在了洛阳博物馆$ 遗憾的是!他
的心愿那天并未实现$就在他正在联系组委
会时!就已发病倒下了$ 等司马万通醒来时!

早已在疾驶的救护车上! 离邮展越来越远了$

只是在他的心中!那些邮票&那些与邮票相关
的故事!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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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司马万通的记忆中!那是个集
邮的年代!学校&家长都是鼓励集邮的$ 只是
那时的他!从未想到集邮会成为毕生的追求$

司马万通拥有的第一批邮票是父亲买
来送给他的!为了让他收敛贪玩的性子$

从这一天开始!司马万通的玩乐就开始
与集邮有关了$ 那是个缺少玩具的年代!可
以玩的游戏有限!玩弹珠赢邮票是他和一批
孩子们的最爱$ 此外!他又爱上了一件可以
赢得邮票的事'''替人送信$

那时的司马万通家在一个类似于大四
合院的院子里$院子里住的都是铁路系统的
人!来自五湖四海!各家各户的书信往来均
是十分频繁$ 每次听到邮递员的车铃声!司
马万通总会从家中迅速冲下楼去!拿着信件
挨家挨户敲门给人送去$然后在见到收信人
时央求对方把信上的邮票撕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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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文化大革命%掀开了集邮的
空白一页$

集邮!曾经被冠以" 文雅%称号的娱
乐!瞬间成了" 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代
名词!而集邮人也成了" 不务正业&游手
好闲的花花公子%$ 这项不被时代肯定的
娱乐顿时" 失声%$

司马万通的父亲当时是郑州市铁路局
团委书记$ 在那个所有" 当权派%随时有可能
被打倒的年代!" 随潮流而动%的司马万通自
己改名为更革命的" 司马壮志%!那些印有金
鱼& 花草的邮票一时也失去了以往的诱惑

力!成为随时可能被人揪到的" 小辫子%$

某个深夜!" 司马壮志%仔细地抚摸心
爱的邮票后!划着了一根火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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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邮
票在一个小火盆里抽搐&点亮&毁灭$

%"$&

年!司马万通投身军队!成为云
南开远一个警卫连的士兵$

.

年的军队生
活!他没有辜负自己的理想!却彻底远离
了邮票$ 就在士兵司马万通都认为自己
再不会集邮时! 他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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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重新回到了
郑州!买下了当时发行的" 上山下乡%邮
票$ 怀揣着残存的两本邮集!司马万通的

" 集邮%梦涅槃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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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在与别人交换邮票的过程
中!司马万通结识了一位他集邮生涯中
最重要的人'''张老师$ 正是他将司马
万通带上了专业集邮之路$

当时!国外很多人对火车邮戳都很
有研究! 张老师告诉他中国还没有!并
建议他往这方面发展$ 于是!司马万通
成为中国第一批收集火车邮戳的人$

如果说初次接触火车邮戳!凭的是
火辣辣的赤子情怀!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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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司马
万通就真的" 疯%了!为了火车邮戳$

凭借着在铁路部门工作的优势!火
车提速&改点等信息!司马万通总能第一
时间得到$ 但这些已经不能满足他收藏

的" 野心%!他渴望能收集到一些特别的火车
邮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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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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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司马万通连续四次利
用公休假期自费到东北寻求林区&矿区的火
车邮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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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哈尔滨飘起了雪花$ 火车
上的司马万通一身薄衣长裤! 在旅馆安顿
好住处后!凌晨两点他再次回到了火车站$

零下
'1

!司马万通渐渐觉得脸已没了感
觉!腿僵硬得犹如身旁的木棍!火车站值班室
里走出一个人递来一件崭新棉袄!" 要不是那
件棉袄!可能就留在哈尔滨回不来了$ %

妻子知道这件事后!每次说到棉袄!总
会指着他说" 疯子%$

他沉默!邮票是他的第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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