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奶奶你瞧! 要这样跳"

扶沟蔬菜局 谷志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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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生活中是否经常看到让您感动的一瞬! 或许是

一个孩子欣喜地扑向母亲的怀抱"或许是一枝寒梅冲破冰

雪绽现容颜#您是否常常看到有趣的一瞬! 或许是一只肉

肉的青虫笨拙地爬上叶子"或许是一猫一狗相对虎视耽

耽! 您是否有时看到让您欣喜的一瞬! 或许是几片嫩芽

从湿润的泥土里钻出"或许是一场飘飞的白雪! 那么"请

您拿起相机"记录下这或美丽或感人或充满情趣的一瞬"

我们愿意和您一起留下这一刻的精彩$ %周口晚报&即日

起开辟'大众拍客(栏目"欢迎周口人拍周口事$ 来吧"拿

起相机或手机"记录下您身边发生的感人的)动人的)有趣

的瞬间"记录下我们的多彩生活* 你能拍"我们就能发+

拍摄作品请直接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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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式!不要压缩画面!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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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请将照片发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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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班级的荣誉! 同学们! 拼了"

西华实验小学 马孝奎 摄

策 划$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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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视文学剧本%连载%

&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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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操场上!

一位留有胡子的老兵" 老军长#

看来今晚有大事啦$ 往哪走%

魏凤楼" 谁告诉你的%

老兵" 跟你一辈子了& 光揣摩

也有个八九不离十!

魏凤楼走上了主席台& 刚坐下

来& 刘尚飞跑上前报告!

刘尚飞" 来了!

-,!

操场外!

预先埋伏的冀鲁豫军区警卫营

.44

多人& 荷枪实弹地跑上来包围

了主席台& 其余的战士迅速占领了

东西两边的制高点!

刘尚飞领着他的手枪连突然出

现队伍的前面!

--/

操场上!

军区警卫营营长持枪站在魏凤

楼面前!

营长" 报告魏凤楼同志& 军区

警卫营前来报到& 听从你的指挥!

这时& 四周传来时紧时慢的枪

声& 台上台下一片愕然& 不知是出

了啥事& 全愣了!

魏凤楼站起来 " 士兵兄弟们 &

你们都听见枪声了吧 $ 八路军有

,3444

人包围着我们 & 要反抗 & 咱

谁都别想活& 身家性命没有了!

手枪连大呼" 魏司令& 起义吧&

起义吧$

魏凤楼" 我宣布& 汉奸部队从

现在起义啦$

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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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操场!

军法处处长悄悄掏出手枪& 瞄

准了魏凤楼!

只见魏凤禧眼疾手快& 砰的一

枪打中了军法处长的手腕& 又一枪

结束了他的生命!

蔡洁臣掏出手帕& 只顾擦汗!

魏凤楼 '看他一眼(" 这个军法

处长& 是个大汉奸! 是张岚峰派来

专门监视老魏的 & 杀他算是祭旗 !

我再告诉兄弟们一个消息& 我老魏

是混进汉奸队伍的& 我是共产党$

部队 '齐声高喊 (" 跟着共产

党& 跟着魏司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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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操场!

魏凤楼看看蔡洁臣 " 副司令 &

你走吧& 有人送你& 保证安全到达

周家口!

蔡洁臣用祈求的目光看着魏凤

楼" 老魏呀$ 我也跟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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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曹州芦寨!

魏凤楼的办公室还没整理好 &

一辆破旧的军用吉普车开进院子 !

吴芝圃) 张国华和王幼平从车上走

下来*

吴芝圃 '亮着嗓门(" 魏县长&

你看谁来了*

-./

院子里*

魏凤楼手拄拐杖& 从屋里走出

来& 他认识吴芝圃和王幼平& 和张

国华不熟*

吴芝圃说" 这是豫皖苏军区张

国华司令员& 江西永新人*

张国华 '

54

多岁的 (" 魏凤楼

同志& 欢迎+ 欢迎你呀$

魏凤楼说" 我来晚了& 应该我

先去向司令员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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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

众人进屋*

张国华" 屋内和屋外一样寒冷&

我这个江西老表从长江南打到黄河

北& 就是到冬天不好过*

张国华伸出手让魏凤楼看" 你

瞧& 我的手背都冻肿了& 魏老将军

哪& 你大我
-4

岁又伤一条伤腿& 千

万要注意保暖啊$

警卫员进来了& 端上一个铜制

火盆 * 张国华接着说 " 这是我在

永新打土豪时分到的一个火盆 &

背着它 & 走过两万五 & 走哪带哪 &

你比我年长 & 权当见面礼送给老

大哥, ,

魏凤楼用袖口擦擦眼角& 挤挤

流出的泪花 & 半晌才蹦出一句话 -

啥都别说了& 老魏不能白收共产党

的礼*

魏凤楼这才看到大家都站着 &

赶紧说" 迁就迁就& 坐吧坐吧$

一看四周还真没地方坐*

刘尚飞借来两条长板凳& 大家

挤挤坐下*

吴芝圃" 我们已从敌人的情报

上得知了这一消息& 党中央和毛主

席都表扬你了& 刘邓首长要我们来

看望你& 想听听你对今后工作有什

么要求想法%

王幼平" 魏将军& 你年纪偏大&

又有腿伤& 是否先去后方医院疗养

一段时间%

魏凤楼说" 我没想过养病& 我

只想才入八路& 得弄军事* 你非让

我去医院趴床上打针吃药& 那可不

中$

张国华等人被魏凤楼憨劲倔劲

实在劲所折服& 都笑了*

张国华说" 刘邓首长正是要我

们听听你的意见& 要不然你就跟我

搭档搁伙计& 你和毕占云同志任军

区副司令& 我这个小兄弟给你俩当

班长*

吴芝圃补充说" 魏将军既是军

区副司令& 也是八路军豫东纵队司

令兼第二分区司令*

魏凤楼说" 党就不要给我恁些

官帽了& 一个戴好就中& 就当个八

路军豫东纵队司令吧$

张国华说" 军区副司令你可以

不到位& 但是遇有重大战役还是要

听听老将军的意见& 譬如& 蒋介石

就要发起全国内战,,

李子木和刘尚飞将一盆熊熊燃

烧的炭火抬进来& 还拈了一个大铁

壶. 一摞子碗*

张国华接着说" 党中央和毛主

席. 刘邓首长指示我们打回河南去&

建立根据地& 就想听听你的意见*

魏凤楼说" 打蒋冯闫中原大战&

到今天& 想想
,7

年了& 西北军毁到

老蒋手里& 我魏凤楼三起三落& 九

死一生& 都是蒋介石的孬点子& 重

庆谈判协议也签了& 老蒋可是翻脸

不认人的货& 反正我不信& 咱八路

给老蒋说打就打& 不信走着瞧* 要

是真的打起来& 我就带上豫东纵队&

打回去& 给你们几个做窝去*

张国华等人仰天一阵大笑*

魏凤楼" 我还有一个要求*

吴之圃" 什么要求& 老魏你说$

魏凤楼" 当年彭雪枫将军& 给

我派来了张爱萍当参谋长 * 今天 &

你们得给豫东纵队派一位政委*

吴之圃" 这个吗,, '他沉思

了一下( 国华同志& 你看是不是这

样& 让豫皖苏五分区书记王其梅同

志兼任豫东纵队政委& 李苏波同志

任参谋长& 他们和老魏早就打过交

道*

张国华" 我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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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续

树的爱情

郸城一高 王雪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