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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挽着父亲的右臂!踽踽而行"

母亲病逝后!我经常陪着父亲!

这样散步"沿着护城河!一直走到大

石桥!再折回来"

父亲站在桥头! 痴痴地望着一

棵大杨树!慨叹说!树叶黄了" 我就

像其中的一片叶!很快会飘落下来"

大杨树的旁边!有间破房子"一

个白发老婆婆! 坐在一堆捡来的垃

圾旁边!正耐心地擦拭一台小风扇"

大概是天气转凉!用不着了!要束之

高阁"

我劝爸!搬我家住吧!也好照顾

您"

父亲摇头说!住哪儿!也没有住

老窝儿踏实"

我说!真这样!您干脆找个老伴

吧#

父亲既不表示赞成! 也不表示

反对!只是笑"

隔天!父亲打来电话!说!妮来

一下!爹答应你昨天说的事"

我很高兴!也很失落"失落是因

为想起了娘! 高兴是因为爹终于有

了能照顾他的人"

我回到家! 见他正和一个老婆

婆聊得高兴"老婆婆的身旁!摆着一

台小风扇" 她看见我!慌忙站起来!

一脸的讨好"

这不是那个捡破烂的吗$

父亲满面春风地说! 你不是盼

着我找个老伴吗$ 她!就是了%

啊$ 太离谱了吧&

父亲依旧笑着!说!妮儿!这是

你婶儿% 不!不!该喊娘%

我没有喊娘! 甚至没正眼看她

一眼!高傲地昂着头!摔门而出% 心

想!父亲这是咋啦!糊涂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没有

再去父亲那里%

父亲却来了%

看着他颤巍巍的样子! 我既心

疼又懊悔% 细想起来! 只要父亲乐

意!找个捡破烂的!又有什么不好%

父亲坐下!叹口气说!闺女!有

个事儿!一直想对你讲%

我在父亲身旁坐下! 拉着他的

手说!爸!您说%

父亲把目光落在窗外! 神色凄

然地说!有个人!叫强!出生在地主

家庭% 幼时!被一个女佣照顾着% 这

个女佣!大他四岁!叫菊%日子久了!

强对菊十分依赖%依赖的程度!远胜

于父母%后来!他们长大了!懂事了!

懵懵懂懂中!偷尝了禁果%

强的父母! 很快察觉了他们非

同寻常的关系!赶紧把强送进京城!

并很快为他订亲结婚%

菊却已经怀孕!并顺产下来%强

的父母! 自然不会让一个女佣抚养

自家骨肉! 生将孩子从菊的怀里夺

出来%

菊和她的孩子!真可怜%我抚着

父亲的手说%

父亲把目光收回来! 慈爱地看

着我!点点头说!菊想念孩子!却无

力夺回%她唯一能做的!就是忍气吞

声地活下去!不断从进城人的嘴里!

探听一点孩子的消息%

后来!强的父母被划作地主%他

们经不起种种肉体和精神的折磨!

身患重症!卧床不起%菊忍受着众人

的唾弃! 为他们端吃端喝! 刮屎接

尿!养老送终%当时的强!人在牛棚!

身不由己!唯有哭泣%

后来呢$ 我问%

父亲再次把目光落在窗外说!

送走强的父母!菊也进了城%她就住

在强家附近! 靠捡破烂谋生% 多年

来!菊从不接受强的各种帮助!挣的

钱也舍不得花%她常说!万一孩子需

要钱了!兴许用得着%

有年夏天!菊买了一台小风扇!

托人转交给强说!天太热了!让孩子

读书用吧%强却顾虑重重!无情地拒

绝了% 他告诉来人说!平反后!再不

是从前了%台扇!吊扇!落地扇!应有

尽有% 这个风扇!还是请她用吧%

送不出的风扇! 成了菊后半生

的遗憾和念想'(

我早已泣不成声%因为我知道!

父亲的奶名就叫强% 我就是那个孩

子无疑% 但!我还是试探着问!那个

孩子!是我吗$

父亲点点头说! 我们都是行将

就木的人!再也等不起了% 所以!在

你劝我找个老伴后!我就去找了菊!

对她说! 我们搬一块吧% 她不敢相

信!大笑着说!你说啥$大声点!我耳

背& 眼泪却一泻而下((

我匆匆赶去父亲那里! 见菊坐

在庭院里!正对着那台小风扇发呆%

阳光笼罩下的她!祥和而圣洁%金色

的树叶! 落满四周% 我急急地走过

去!将风扇轻轻移开!跪在她怀里!

哭唤了一声!娘)**

她把大串的泪! 滴在我的头顶

上! 用骨节变形的大手! 摩挲我的

发!轻拍我的背!号啕大哭!妮儿!你

这一声喊!娘苦苦等了六十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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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意义何在$

一学者如是说+ 就无边宇宙而

言! 人生乃至人类的存在都是没有

意义的! 就人生或人类有限的历程

而言! 人的存在是积极的! 有意义

的! 它的意义在于创造! 爱和真实

的生活,

"

人生在世 ! 犹如登山 ! 其崎

岖! 其坎坷! 其峰回路转! 其柳暗

花明! 大抵每人都要经历% 然而!

由于人之差别! 尽管所面临境况相

同! 其态度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也因

之不同%

由此! 便有了出世和入世! 消

极和积极%

#

真正悲伤的人不一定流泪! 泪

流满面的人也未必悲伤! 关键在于

心境如何%

无力面对自己! 便无力面对生

活%

自蒙双目! 焉能怨生活没有光

明 - 自缚手脚 ! 岂能痛恨没有自

由- 不去拼搏! 又怎能报怨成功的

缥缈%

生活之镜! 在于你以何样表情

面对%

$

人面远不及面具固定. 单一!

其变化莫测无人能解! 即便笑! 也

有种种涵义% 于是! 有人常叹+ 人

心难测量%

难则难在人们常常对假象信以

为真 ! 并为此流下真诚的泪 % 由

此! 意外之事层出不穷+ 狐假虎威

者有之- 笑里藏刀者有之- 落井下

石者有之((待到水落石出时! 常

捶胸顿足! 奈何世上无后悔药! 也

无人借你一双慧眼! 识别庐山真面

目%

%

逝者如斯 ! 而路漫漫其修远

兮%

你无法左右你的生命! 却可以

左右你的人生- 你不能把握生活!

却可以把握人生%

无所事事! 今朝有酒今朝醉

者! 是庸俗! 更是怯懦! 其行为可

怜而又可悲- 勤勤恳恳! 上下求索

者! 他们坚信+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成功与否无足轻重%

尽吾志! 则无悔%

平凡与平庸因之泾渭分明%

&

有人为名利而活! 有人为别人

而活% 活则无可非议! 但其方式可

导致卑微与高尚! 腐朽与永恒%

腐朽的未必都是躯体! 永恒的

也未必都是碑石! 历史显影的常是

灵魂%

'

人人都在追求幸福! 人人都在

为幸福日夜奔波% 但真正懂得幸福

的又有几人$ 与之擦肩而过! 却又

浑然不知 ! 一生追求却又总是错

过! 殊不知! 幸福仅是一种心境%

摒弃冗繁! 简单与充实才是人

生之真谛%

(

凡是不可避免的! 都是理所当

然的 % 对已成事实的事再耿耿于

怀! 是不明智的! 你所能做的事只

有一件+ 设法解决%

世上所有问题的解决 ! 只有

一把钥匙+ 行动%

桃花祭 !外二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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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转了转身

桃花已然散尽

落红滴滴化入泥土

繁华凋落

芳菲不再

我不是荷锄葬花人

更无清泪用来祭洒

我只是另一朵花瓣回归了故里

潜伏在曾经的枝头

随春光摇曳

并再一次

看流水! 流风! 流年

怎样漂白我

粉色的腮红

一只苹果落下来
一只熟透的苹果" 从树上落下来

只需要一秒钟

熟透了就是这么容易

这么简单" 这么快

一只熟透的苹果

自己从树枝间跳下来

落在她凝望了一生的土地上

嗒# 一下

没在厚厚的草叶里" 不见了

她腾出的一小片空间

迅速被其他的苹果挤占

她生长过的地方

明年" 还会开出新的花

结出新的果实

没有谁" 再记得她

她也不需要被谁记得

古墓
沉睡千年的人" 依旧不得安宁

被盗墓贼盯上! 被考古者盯上

被电视前千千万万双好奇的眼睛

盯上

盗墓贼盗走她的金银和财宝

考古者细细考证其身世" 性别

年龄和死因! 并从一小堆腐烂的

衣饰里

唤出一个锈蚀的名字

几根白森森的骨头" 被拨过来

又翻过去" 竖七横八地堆在一起

怎么看" 都无法与当年的美貌

尊贵与娇宠" 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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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统筹!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

撰 稿!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 梁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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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村%

江村第一次沉默了!为了不伤害

自己的同胞!周排长命令士兵在枪上

上了刺刀!屈登瀛和战士们抽出了背

后的大刀片子! 村民也都拿起了长

矛!铁锹.榔头!一齐冲出村子!和日

军厮杀在一起! 直杀得天昏地暗!鬼

哭狼嚎%

:3

一组特写+

屈登瀛的大刀一连劈了几个鬼

子! 鬼子的血浆溅得他满身满脸都

是! 简直成了一个血人% 吓得鬼子

连连后退%

一个战士的大刀砍掉了鬼子的

头颅! 那头颅掉在冰上! 打着旋儿

滚出好远%

一个战士的大刀砍断了鬼子的

胳膊!那断臂掉到冰上!还在活蹦乱

跳%

一个战士的大刀砍掉了鬼子的

一只耳朵! 鬼子捂着头杀猪般地嚎

叫%

周排长与鬼子拼刺刀!一连刺死

两个鬼子%

屈登瀛与鬼子拼刺刀!一刺刺倒

一个!越战越勇%

村民几个围着一个鬼子乱打!有

个村民一榔头打死一个鬼子%大刀翻

飞!鬼子一个个倒下去((

冰上丢下了一片片尸体%

在不要命的中国军民面前! 日

军惊愕了! 节节败退((

;3

日军指挥所%

远处指挥战斗的小野! 猛然举

起日本战刀! 命令炮兵向混战在一

起的人们开炮%

日军炮手犹豫了一下! 看了看

小野发红的眼睛! 才将炮弹推进炮

膛%

轰隆隆((一颗颗炮弹落在激

战的人群中爆炸! 顿时! 漫天血肉

横飞! 碎冰四溅((

<3

江村%

日军进入江村! 对着江村白杨

树上的中国国旗猛烈扫射! 国旗倒

下! 血红的日军太阳旗终于喘息着

在日军的血泊中有气无力地升了起

来((

0=3

江村镇中%

日军疯狂地报复屠杀手无寸铁

的村民%

字幕 + 日军攻占江村的那天 !

正是
0<8=

年的大年初一%

003

江村%

一个日本鬼子刚刚走到一个路

口拐弯处! 突然蹿出两个人来! 从

背后卡住鬼子的脖子 % 打死之后 !

将尸体扔到了滚滚的黄河波涛里%

093

江村%

一个鬼子进入一户人家抢东西

吃! 突然一个榔头狠狠地砸在鬼子

兵头上! 顿时脑浆四溅-

023

江村%

几个鬼子高叫着 + 花姑娘地干

活& 追赶一个年轻的妇女! 妇女跑

上寨墙! 望着墙下滚滚的波涛和追

赶上来的鬼子兵! 似乎吓呆了% 一

个鬼子上前拉住了她! 撕拽她的衣

服% 头发蓬乱的她猛地抱住日本兵!

一起栽进滚滚的黄河波涛里! 再也

没有出来%

083

江村%

村中! 小野和众日军抬头望去!

不禁惊呆了+ 高大的白杨树上! 日

军旗帜已不知去向 ! 高高飘扬的 !

仍然是一面中国国旗%

073

江村镇外%

吴之圃. 魏凤禧带着士兵赶到

江村! 路上正遇到几个村民抬着担

架迎面走来% 魏凤禧走上前去一看!

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正是米村长%

米村长吃力地说+ 你们要是早

来一顿饭功夫((俺((俺江村人

没有一个孬种((

说罢! 米村长就永远地闭上了

眼睛%

013

江村镇外%

魏凤禧看着冰面上的累累尸体.

殷红的血迹! 听着西北风的嘶叫声!

猛地双膝跪在地上! 吼道+ 马后炮!

马后炮&

魏凤禧说罢又一拳砸在地面上+

魏凤禧! 你不是人啊&

0:3

江村镇外%

吴之圃眼里冒着怒火! 和战士

们一起默默地摘下帽子! 面对江村

默哀%

0;3

许昌第一战区野战医院病

房%

医生+ 魏将军! 手术比较成功!

一个月后! 你就可以下地活动了%

0<3

许昌第一战区野战医院病

房%

勤务兵手持电报走了进来%

勤务兵+ 报告! 蒋委员长电报%

魏凤楼+ 念&

字幕 + 复魏凤楼密电稿 一九

三九年十二月四日

勤务兵宣读+

河南西华魏司令凤楼 !

>

密 !

艳电悉! 魏凤楼为国负伤! 今又跋

涉! 惦念万分! 盼早日痊愈! 特复%

蒋中正%

魏凤楼+ 哼&

9=3

许昌第一战区野战医院病

房%

第一战区司令卫立煌带一批要

员和一群记者来看望采访魏凤楼 !

魏凤楼坐一辆轮椅! 被推出病房%

字幕+ 卫立煌! 国民党第一战

区司令%

卫立煌后边! 跟着一个着绿呢

子军服. 佩少将军衔. 手拄拐棍的

军人! 他叫傅庭芳% 还有一群记者%

字幕+ 傅庭芳! 国军中将师长%

#

&)

$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