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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嘛小儿郎! 背着书包下学堂" 家里认真写作业! 只怕

没有学问! 无脸见爹娘"

新华书店 邓平 摄

!!!!!!

看我闲庭信步" 要知道! 我就是斯文

的代名词" 东晋的王羲之同志还专门养

我! 学习我的斯文之气呢#

淮阳县地方史志办公室 王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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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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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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 吃根冰棍太爽了#

项城市李寨镇政府 薛全伟 摄

毕业了! 让我们放飞梦想

淮阳一高 宋癑枫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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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田野道路上!

车辚辚" 风萧萧! 李子木# 杨

树勋和张岚峰的女儿坐在车上赶路!

杨树勋$ 不知李先生是什么地

方人%

李子木$ 我是扶沟县郑庄人!

杨树勋 $ 我是太康县崔桥人 !

咱们还是邻县老乡哪&

张岚峰年长的一个女儿说$ 李

先生" 这几天陪伴俺的你们那位女

同志一身戎装" 英姿飒爽的" 真令

人羡慕!

另一个女儿接着说 $ 李先生 "

说实在话" 要不是想爹想娘" 俺真

的就想在你们那里当个女兵!

李子木$ 两位小姐大概还在求

学吧%

张女$ 是啊" 都在读大学文科

呢" 很快就毕业了!

李子木$ 那么" 小姐还是一心

把书念好" 将来报效国家吧!

车近柘城" 路上赶集来来往往

的农民在城外树荫下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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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城门口!

车正要进入柘城" 忽然城南门

大开" 快步跑出一队荷枪实弹的国

军" 端着刺刀" 对赶集的农民进行

检查" 口中还不停地发出吓唬人的

吆喝声" 发疯似的见啥要啥! 抱着

西瓜啃甜瓜的 " 提着鸡子要鸡蛋

的" 拿黄瓜抢蒜薹的" 不一会就个

个嘴里叼着抢来的香烟 " 满载而

归" 回城里了!

看到这里" 杨树勋难堪地笑了

笑$ 李先生" 这样的军队能不败在

贵军手下吗%

李子木笑了笑" 没有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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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城门口!

城门口" 一个守城的哨兵见杨

树勋的车子停下来" 军官给杨树勋

打敬礼$ 杨队长有何公干
7

杨树勋$ 总司令让我回他老家

接女儿" 顺便接我的表弟来住一段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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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城杨树勋家!

杨树勋对李子木说$ 李先生来

柘城的事儿" 我已经转告了张总司

令! 他说" 原来打算给你一个公开

的职务" 像秘书或参谋之类的" 做

个掩护" 但又考虑到没有不透风的

墙" 万一军统的特务发现了你" 安

全又无保障! 经过周密考虑" 还是

不给职务" 保持联系比较稳妥保险!

李子木$ 我干不干还不一定哪&

杨树勋 $ 作为老乡 " 说实话 "

我看张司令对两军保持联系不太感

兴趣" 有点下逐客令的意思!

李子木$ 既然如此" 俗话说得

好" 客走主家安! 不过我离开之前"

魏将军有些话要转给张先生说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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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城县张岚峰总部会客厅!

屋里用的是煤油灯" 显得十分

阴暗! 有些发胖的张岚峰坐在椅子

上" 看见李子木走了进来" 站起来"

张岚峰$ 李先生" 请坐&

张岚峰$ 感谢贵军的宽宏大量"

张某人对王其梅先生和魏老上司不

念新恶" 顾及旧情" 送还爱女感激

不尽! 李先生的情况" 杨队长已经

告诉了我! 我的处境" 想来杨先生

已经告诉先生了" 人家委员长根本

不相信我们嘛& 听杨先生说李先生

要回去%

李子木$ 明天就启程回去" 家

里有要事等着我办! 总司令有什么

话要转告王政委# 魏司令吗%

张岚峰$ 今后要保持联系" 有

啥事要互相通报!

李子木$ 我一定把司令的话带

给王其梅先生! 希望司令早日看清

局势" 举起义旗" 拯救豫东人民于

水火之中!

张岚峰伸出指头" 慢吞吞地说

道$ 时机未到啊! 我要干就不干小

的" 要干大的! 我要把冯治安的西

北军和原将领联合起来" 大干一场!

现在不行" 你们的力量也不大" 我

一动" 你们也掩护不了我" 我马上

就被人家消灭了!

李子木淡然一笑" 语带双关地

说道$ 你真是多谋善断" 希望能看

到这一天!

张岚峰$ 好" 为了先生路上安

全" 这是我让杨树勋队长给您开的

通行证" 请先生路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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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东纵队驻地!

王其梅哈哈大笑地对魏凤楼 #

李子木说道$ 这个志大才疏# 胆小

怕事的人" 简直要把天吹破啊&

魏凤楼$ 和他打交道几十年了"

还不知道他是个啥玩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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