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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畔经典

聆听中国故事

我怎么也忘不了少年时那一段拉纤
的生活经历。

那时，我还只有十三四岁，刚刚小学
毕业。因为家父蒙难，家里惟一的生活
来源被切断了，无可奈何，我只好跟随一
位堂伯走上了艰难的纤道。

其实，沿江是有一条较好的路可以
走的，但那是一条人行道。而纤道却是
时断时续的，遇到崖嘴和较大的江湾子，
拉纤人便只能攀藤抓草爬过山崖，或和
衣蹚水涉过江湾子。这种时候，一帮纤
夫中，最艰辛的就要数拉头纤的人了。

拉头纤的人肩上还要负着沉重的一
卷纤缆，那是拉远距离的滩涂所必需的。
所以拉头纤的人在攀崖嘴或蹚江湾时，因
纤缆拖累而摔倒是常有的事情。每每见到
这种情景，我真有些受不住了，然而我那拉
头纤的伯父却一笑置之，说：“这算么子，只
不过是小菜一碟——你还根本没有尝到
拉纤的苦味呢！”

真正尝到拉纤的苦味，是在一个严寒
的冬天。沿江的行人道上，人迹已被白雪
覆盖，就连平素弄潮戏水的啄鱼鸟也早已
藏匿进崖巢里去了，那纤夫用脚掌抠挖出
来的纤道，就更难寻见了。我们就凭着过
去对它的熟悉，一步一探地摸索着行走。

起初，不管我们怎样把脚踝严严实实
地用棕片紧裹起来，再套上益阳板子草
鞋，那雪水还是渗进了皮肉，像有千根万
根针尖猛扎皮肉。到后来，便渐渐地麻木
了，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像两根木棍杵
在积雪的地面，只有耳朵听见脚掌“咔嚓
咔嚓”地抠进雪地里的声音，以及心灵微
微颤抖的声音。直到拼命拉纤了，才全身
发起热来，那冻僵的双脚便感到了痛楚，
那是一种奇痒无比的痛楚啊！

这时，前面有人在提醒说，攒一把劲
呐，就快要到崩洪滩的滩脚下了。我被
这条闻名于整个资江的险滩吓得目瞪口
呆。然而就在此时，从我伯父的口中，突
然迸出一声悲壮的《过滩谣》号子声：

呃——纤夫过滩哪——嗬嘿！
陡然间，纤夫们的身子全都一震，也

跟着震落了衣服上的积雪和冰凌，我随
即又抬起沉重的微勾着的头颅，用异样
的目光投向江心。

我曾听伯父说过，纤夫号子是非常单
调的：“呃哩喂哟——嗬！呃哩喂哟——
嗬！”就这么反复咏叹。而像今天这种悲愤
的《过滩谣》却是轻易不喊的，只有在纤帮
中有同伙遇难时，才会喊起这种号子来。

究竟出了什么事？我定眼看那灰蒙
蒙的江心，果然有一具尸体被寒流冲下
来。那一定是拉纤人没有辨清路线或者
是过崖嘴没有攀住藤蔓而失足掉在江中
的——他的肩膀上，还紧紧地系着纤结呢。

一声惊呼，我倒在了纤道上……
应该感谢纤夫们那陡然同呼的悲壮

的《过滩谣》——
纤夫过滩哪——嗬嘿！

不惜命哪——嗬嘿！

前面有人坠下滩哪——嗬嘿！

后面纤道脚板响哪——嗬嘿！

……
凝重、深沉而又粗犷豁达的《过滩谣》

号子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朦胧中，我
倏忽意识到，那惊心动魄的呐喊是在呼唤
着我。顿时，只觉得周身的骨骼、肌肉在膨
胀，血管里的热血在流淌……

我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伯父他们已经把我甩下很长的一段路

了。我不能等着船被拉上滩涂，不能等着
伯父和纤夫们又返原路来把我抬上船。我
的眼睛里迸着火焰，腾地爬了起来，不顾一
切地拖着一双结冰的脚向前面滩涂赶去。

船仿佛被冰冻凝住在滩涂上。所有
的纤夫都死死地把铁耙般的脚掌抠进积
雪，抠进地面。北风“呼呼”地嚎叫，他们
的躯体却“咝咝”地冒着热气；那弓成桥拱
状的脊背，在“嘎巴嘎巴”地作响；而那一
双双粗手，都颤颤抖抖地向前伸着，企图
抓到一点点能够牵引自己的东西——哪
怕是一根细藤，哪怕是一棵小草，那也是
救星呀！

除了那凝重、深沉而又粗犷豁达的
《过滩谣》还在江峡中如滚雷般回荡，却
已经听不到哪怕是一丝一缕的呻吟和哀
叹声了。如果自己不是一名纤夫，我是
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在这种冰天雪地的
严冬，还能把一艘沉重的木船拉过资水
第一险滩——崩洪滩的滋味是什么。

生命就是拼搏，就是抗争，仿佛有一
种能穿越洪荒、穿越茫茫黑夜的力量在
冲击着我的胸壑，我的胸腔裂开了……
我发狂般地吼叫着：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
了！——

一个懦弱者的灵魂，在这苍凉、激越
的《过滩谣》号子的冲激下，毫无畏惧地
重又迈进了这支负着人生苦痛、却又能
征服激流险滩的队伍！

过滩谣
■廖静仁

1955 年 4月，唐亮将军出任原南
京军区首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
记。由于办公条件有限，军区规定，首
长可在家中办公。

唐亮上任伊始，立下三条家规：他
在家里的书房兼办公室，家属和子女
不得入内；他的文件、资料，家属和子
女不得翻看；他的工作情况和其他首
长的人事关系，家属和子女不得打听。

唐亮要求子女“政治上自觉，工作
上自强，经济上自立，生活上自理”。
孩子们称之为“四自方针”。

1965年八一建军节，22岁的唐东
原上军校，父亲唐亮送给她一个特殊
礼物——一本用来记账的笔记本。扉
页上，唐亮仔细写了这个账本的意义：
“一文钱，一件物，都是劳动人民的血
汗。一定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
护它。一定要用一厘钱、一寸布、一粒
米的精神来约束自己。”

唐亮将军夫人张锐的二舅，曾做
小买卖。抗战期间，闻唐亮任滨海区
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即由河南南乐
赶至山东滨海，要求谋个差事。

唐亮甚喜，告诉二舅：“现在全国
都在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部队
正在装卸粮食，极缺人手，你就先干几
天再说吧。”二舅不悦，勉强扛一天麻
袋，溜回去了。

全国解放后，二舅闻知唐亮任南
京市委书记，又来谋职。

将军问：“你想干什么？”
二舅答：“想参军。”
将军说：“你都四十多岁了，怎能

当兵？”
二舅答：“当兵不行，当官还不

行吗？”
将军与之言：“你既无专长，又没

贡献，能当什么官？”
二舅“嘻嘻”：“你先放我个团长干

干吧。”
将军大怒，立即驱其走。

赶走了二舅
——唐亮上将故事之四

■吴东峰

故乡南阳，叫父亲为伯。
军属我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婿，

四个孙辈都是军人。
我去报名当兵，是伯一锤定的音。高

考落榜，我经历身心双重煎熬。不会农活
的青年人，在与土坷垃打交道的山村，成
不了父母的骄傲不说，还可能变成邻居教
育孩子和茶余饭后耻笑的“信子”(呆人)。

为给父母争口气，我受得了烈日下
割麦子的酷暑，受得了初春凉水刺骨中
犁田的寒冷，却受不了日出而作、日落
而息的落寞。有一次，妈三番五次叫吃
饭，我躲在牛屋的“软床儿”上，仰天看
书不动窝。伯大概容忍儿子许久了，
“噌噌”从堂屋来到我身边，轻声但威严
地说道：“是龙你就驾云天上飞，是虫你
就地上慢慢爬。赶快吃饭去！”

闻听伯的话，我猛然醒悟。
1981 年的中原大地，正处在改革

开放之初、人们一门心思奔小康的年
代。我忤逆妈的心愿，悄悄报名体检
参军。妈闻听幺儿要当兵，入伍通知
书一到，十天八天就动身离家时，八天
体重瘦了六斤。伯不仅对我的决定没
有阻止，还笑着对妈说：“当兵走他哥
哥的路是正道！”

读军校的那年夏天，快两整年未见面
的伯，突然出现在我面前。陪同的二姐夫
悄悄告诉我：“咱伯咱妈想你想得厉害。近
半年来，一夜一夜睡不踏实，从天黑说到天
亮，说的都是你小时候和上学的事。”

思儿心切的母亲，梦见我小时候生

病的模样，醒来后给伯说梦中场景时难
过得哭了，当天被抬到乡卫生院输液。
病床前，伯劝妈说：“等你身体好了，咱
俩去队伍上看看。”

其实妈早就打算去看儿子，只是怕
给部队添麻烦，怕影响儿子的进步，就隐
忍着。妈在伯的开导下，加上大夫的医
治，三天后就能吃流食了，一周后就吵着
要出院。为了除去母亲的病“根”，伯趁
蹬过第三遍秧草、田地农闲之际，决定赴
千里之外看儿子。妈大病初愈，担心身
体支撑不了长途旅行，就让二姐夫陪伯
到了部队。

师政治部首长被我伯来队的艰辛历
程感动，特意派群联科科长和宣传科科长
两位团级干部看望慰问，介绍我在部队的
表现，并特意祝贺我考上军校。伯很感激

部队首长的抬举，说把孩子交给你们，我
一百个放心，回去也让孩子妈放心。

第二天，伯就坚决要求回家了，自言自
语说：“你妈要是看到这景致，干活都会有
用不完的劲。解放军真的是个大学校呢！”

回到房间，伯从一个塑料袋中拿出
几封信，一定要我读给他听。接过一
看，都是我写给家里的信。

读着自己决心书保证书似的话，我猛
然感到肩上重有千斤。再看津津有味、笑
眯眯地听儿读信的老父亲，瞬间明白了他
的良苦用心。我一把将伯紧紧地搂着！
脸紧紧贴在他瘦小又很宽大的胸膛上，任
由泪水肆无忌惮流淌。伯岂止是享受、品
味儿子的成长书信，他是在用读信的方
式，让我下保证再努力再前进啊！

1987 年伯病了。我请假匆匆从部

队返乡，望着消瘦但刚强如昨的伯，我
心已碎了，决定带伯到解放军武汉总医
院看病。山区交通实在太差，天不亮从
桐柏坐汽车上火车，到汉口站已是华灯
初上。

看着折腾整整一天、又累又饿的伯，
还有陪同的长兄，自责无力让伯享受更
好交通的我，在小旅馆里特意点了几个
菜，还加了瓶啤酒。服务员端菜上桌时，
伯不高兴了，说菜太贵了，不该上酒。

我忙弯腰贴着他的耳根说：“儿错
了。”当晚回到房间，伯将我叫到床前说：
“当年队伍上的同志可节省了，你是他们
的后人，可不能忘本啊！”

车过信阳大站，伯和我依依分别。
我见伯清瘦坚毅的脸上有些许伤感，再
也忍不住泪水，伯突然用结满老茧的双

手，边轻轻地擦拭我的眼泪，边无限慈
爱地说：“都是军官了，咋还兴哭咧？别
让人看见笑话。”

挥泪别离后，伯佝偻着腰，一步三回
头走在月台上。忽然，伯和大哥停下脚
步，慢慢转身面对列车。直到车站在我眼
中越来越远，仿佛伯还塑像般立在那里。

之后，伯的身体渐渐虚弱了。1988
年农历正月十六日，伯平静地走了。走
的雪花纷飞大地白，儿女肠断泣血流。

伯生前最放心不下我的婚姻，和妈
半夜三更总念叨这件事。当伯明白来
日不多时，托了好多亲朋好友牵线，直
至伯去世我还落着单。

伯心里着急幺儿的婚姻，面儿上从不
提起，也不让别人对我说这事。有次母亲
忍不住说：“啥时候你能领个姑娘回来就
好了。”半天没说话的伯，看我难为情的样
儿，“哈哈”一笑，轻声说道：“谁和谁成一
家人，月老早拴好红线了！俩人碰面的缘
分没到，别人瞎操心着急也不中用呢。”

直到我和妻结婚生子，妈无意中说
起，才将伯抱憾离去的心事说出来，我
和妻听了都泪眼婆娑。

伯是普通的山村农民，伯又不是普
通的人。普通的伯，幼时父母双亡，靠
我的曾祖父母李自祥夫妇养大；非凡的
伯，新中国成立前夕，冒死为解放军当
向导，参与土地改革。伯与部队结下了
深情，当时还与熟悉的首长约定：儿孙
长大都送到自己的队伍里来。

伯走了整整三十年，我家的“军属
光荣”牌，换了一块又一块。我转业离
开部队十多年，也从军人变成了军属。
看到儿孙踊跃献身国防，想必军属我伯
在天有灵，会是满意和高兴的。

插图 朱 凡

军属我伯
■李朝俊

我喜欢说故事

口述实录，时光留声机

微纪事

微乎,四两拨千斤

第4286期

新锐故事手

我的“专柜”，我做主

褚迎冬 陆军某工程维护

团建筑安装连指导员

文学主张：我崇敬这样的文学
家——让语言臣服他的意志！

作者小记

下士胡军最怕虫。据说，他小时候

挨蚊虫叮咬，得过荨麻疹。不偏不巧，连

续四年留守的胡军，今年却在这大伏天，

跟着驻训的部队钻进了山沟沟。

晚上，虫子爬满窗户。飞蛾、蝴蝶、

竹节虫……密密麻麻像遮了一层布。全

连就他一人挂着蚊帐，蚊香没日没夜地

点，还自掏腰包买来纱布钉纱窗。

驻训不久，轮到胡军带队巡山。他

头戴防蚊帽，手穿棉手套，袜子裹了两

层。巡山回来，见他满身黑泥，连长问咋

回事，他脸一红进了屋。

一起巡山的战士说：“一路撞见三回

蛇，班长跳了三回沟。”

“胡班长勇闯泥潭呐！”听到连长的

调侃，胡军端着盆挠着头钻进了洗澡间。

突然，“啪”一声脆响，四下顿黑。炊事

班长惊呼：“咋停电啦？馒头还在锅里呢！”

“张亮！王珂！看看什么情况。”连

长吩咐电专业人员赶修。

屋顶上，几束手电光沿着线路游走，

光柱里飞虫乱舞。十几分钟过去，炊事

班长急了眼，扯着嗓子喊：“啥时能修

好？馒头塌成薄饼啦！”

“吧唧吧唧……”伴着布鞋的踢踏

声，胡军披着纱布上了楼顶。手电光聚

在一处，胡军凝神在线路上，飞虫在他眼

前乱舞，密密麻麻爬上他的手臂……

灯光亮起的刹那，连长突然记起胡

军驻训前写给他的信：“连长，请把我从

留守的名单里划掉。在杂草丛生的地

方，你会见证我的成长！”

虫

飞
■
褚
迎
冬

军校毕业后，王宁被分到工兵连一排。

“大家正在夜训呢！”班长老孟指着

靠窗右上的空铺：“你先睡那儿！”

“哪儿？”王宁眉头一蹙。

“那儿！”老孟头也没抬，又指了指那

个风扇吹不着的上铺。

初来乍到，王宁压着火气。

第二天早操，连队组织单杠训练。

热身后，老孟突然拔高嗓门说：“王排长

初到连队，掌声欢迎排长露两手！”

“请孟班长先示范！”王宁不动声色。

“那我打个样儿？”老孟嘴角一扬，飞

身上杠。

“37、38……”兵们高声计数，老孟

借助腰部摆动发力，最终拉到41个，然

后鼓掌请王宁上杠。

“太多了，算了算了！”王宁推托道。

“排长！排长！”兵们鼓着劲儿喊。

“那我试试！”王宁飞身抓杠，停顿3

秒后，胳膊猛然发力，腾身而起。

“32、33……”王宁动作利落而标准。

“40！41！”王宁下杠，掌声雷动。

操练还未结束，老孟急匆匆的背影

闪过……

回到宿舍，王宁看见自己的被褥被

移至下铺，叠得板板正正。

换

铺
■
褚
迎
冬

作家小记

廖静仁 作家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

员，文学创作一级，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作品散见

于《人民文学》《当代》《十月》

《中国作家》等。著有散文集

《湖湘百家文库·廖静仁卷》

和长篇小说《白驹》等十余

部。有作品被转载、翻译和

选入初、高中教材等。

八月在宇，也在野。
踏上时间的河流，峭壑绝

壁间，只听那反复咏叹的“呃
哩喂哟——嗬！”变成了“纤
夫过滩哪——嗬嘿！不惜命
哪——嗬嘿！”

这是闯险滩、过隘口最危
难时刻才喊出的悲愤号子。

此刻，你听这《过滩谣》号
子，近了，还是远了？

故事，有时就是现实的寓
言，两个世界本无楚河汉界。

八月在宇，也在野。
那野训场上，草虫唧唧，

蜂飞蛾舞。
战士胡军（《虫飞》）面对

的敌人也太渺小。当我们就
要表示轻蔑的时候，一封信脱
落出来，让人即刻刮目相看：
“连长，请把我从留守的名单
里划掉。在杂草丛生的地方，
你会见证我的成长！”

军人，挑战无处不在，哪
怕面对看起来并不强大的敌
人，甚至于风，甚至于土。

昨天，就有“一号哨位”发
来照片。那边的战士说，他们
在吃土。
“在戈壁滩的野训场，他

们遭遇了沙尘暴。那些正在
休息的战士，若不睁眼让人发
现双眉下坚毅的目光，你甚至
会觉得他们是风干的雕塑。
吃饭必须抓紧一切有利时间，
因为一阵风，你的餐具就会变
成‘出土文物’。”

洗去尘土，被紫外线晒黑
皴裂的肌肤裸露出来，那是另
一种勒嵌得很深很深的纤痕。

又闻《过滩谣》，蕴藏于躯
体的那簇火焰，遇见追忆的
磷，瞬间被引燃——

祖国，请让我背一根纤绳！
插图 朱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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