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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瞬間

●雁 翔

英雄故里感受愛國情懷
去著名書法家劉合彬先生家鄉——中原歷史
古村鎮——河南省通許縣邸閣鄉標台村採訪新
農村建設，無意間劉合彬說了句「吉鴻昌故里
距標台村不遠」，我當即道：「要去看看！」
翌日一早我們便驅車前往。當日氣溫驟降雨雪
飄舞，吾胸卻深懷一種拜見英雄的熱切與嚮
往。
途中便與劉大師追憶起英雄的光輝一生。吉
鴻昌 18 歲投奔馮玉祥麾下，因驍勇善戰屢立戰
功，深得馮器重，由連長、營長、團長青雲直
上，1929 年當上軍長，還兼任寧夏省政府主
席。1932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3 年與馮玉祥
等愛國將領在河北張家口組建抗日同盟軍，奮
勇殺敵。1934 年 11 月不幸遭反動派逮捕並槍殺
於北京。他短暫一生充分展現一位民族英雄愛
國為民、清廉無私、勇於擔當的崇高氣質。
1945 年中共「七大」吉鴻昌被定為全黨褒揚的
革命烈士。2009 年吉鴻昌榮登 100 位為新中國
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模之列。
從通許縣邸閣鄉南行 35 公里是扶溝縣呂潭
鄉，呂潭街中心高豎一尊吉鴻昌將軍漢白玉雕
像，一身戎裝、器宇軒昂，雙目眺望遠方、一
派英雄氣概。汽車拐進一條寂靜小巷，不遠處
便見一片老式宅院，一座清末民初樣式門樓，
上塑「吉鴻昌學校」五個紅色楷書。劉合彬
道：「這就是當年吉鴻昌創辦的學校，他故居
也在裏面……」
可惜大門緊閉，正猶豫間，劉大師掏出手機
撥通，不過十分鐘，街那邊走來一位老人，先
對我們點頭示意，逕直拿鑰匙打開大門。他自
報家門：「我姓何，叫何國治，今年 83 歲，看
護將軍故居30多年了！」
走進吉鴻昌學校，迎面是個寬敞四合院，當
年是辦公區。正房寬五間，屋頂為綠色琉璃
瓦，兩邊鑲有黃色「中山」二字。「吉鴻昌非
常敬仰孫中山先生，他曾將學校改名『中山學
校』。」正房懸掛一黑底金字匾額，上書「經
文緯武」，老何指着院子道：「當時這裏有教
室 300 多間、師生好幾千人呢，我小時候就在
此上學！」
劉合彬講起吉鴻昌興辦義學一事來。他說，

1920 年吉鴻昌任連長駐防信陽，那年他回家省
親時決定創辦義學。其父吉茂松是一位急公好
義的開明紳士，力挺兒子善舉。此舉也大獲當
地鄉賢和父老響應。吉茂松借呂潭山西會館西
院（大王廟舊址）為校舍，起名「呂潭小
學」，首次招生 70 人，聘請校長和四位教師，
學生免收學費，對困難學生還提供書籍和食
宿。老何補充道：「吉茂松為學校捐地 800
畝，吉鴻昌也捐基金 30,000 元，並將自己所得
的『軍餉』捐助給學校。後來又購地 40 畝，新
建校舍 210 間，購買圖書、文具和體育器材，
成為當時扶溝縣設備最好的學校！」
出校園側門，穿過一片小樹林，裏面一個院
落便是吉家故居了。1895 年 10 月 18 日，吉鴻
昌就誕生於此。故居現存十幾間房子，陳列有
吉鴻昌生平事跡的圖片、文字和實物。最令我
眼睛一亮的是吉鴻昌畢生遵循的父親送他的座
右銘——「當官即不許發財」。吉鴻昌 18 歲當
兵，從普通一兵升至軍長兼省主席，他絲毫不
改「當兵救國，為民造福」的初衷。他還讓瓷
器廠把父親「當官即不許發財」的教誨刻在瓷
碗上，發給將士牢記於心。
吉鴻昌愛國情懷令人扼腕動容。1930 年 9
月，吉鴻昌部隊被蔣介石改編，奉命「圍剿」
鄂豫皖蘇區。吉鴻昌對此非常反感，拒不接受
蔣的命令，說：「中國人不打中國人！」他開
始加緊追尋「救中國」的革命道路。1931 年 9
月，蔣介石逼吉鴻昌下野，到國外「考察實
業」。登上遠洋輪時他對天長嘆：「他為何不
許我抗日？」在美國，他通過外媒怒斥日本侵
華暴行和蔣介石委屈求榮逆行。
回國後，吉鴻昌出任抗日同盟軍前敵總指揮
兼第 2 軍軍長。1932 年秋加入中國共產黨，由
愛國舊軍人轉變成了一名共產主義戰士。他毀
家紓難，拿出 6 萬元積蓄購置武器，身先士卒
殺向日偽軍，一舉收復康保、寶昌、沽源和多
倫，令全軍士氣大振！1934 年 5 月，吉鴻昌又
在天津組建「中國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自
任主任，還在寓所設立秘密印刷所，出版《民
族戰旗》報，其住宅儼然成了中國共產黨地下
聯絡站，被稱為「紅樓」。

疫情中被救活的元曲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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煙塵壓，
野色霧籠寒。
雪影卓然明月賞，
梅香貞亮好風牽。
今悟叩禪關。
千秋鑒，
聞唄自消嘆。
東國春光襄漢水，
西夷陰色暗雲山。
心轉覺開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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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對吉鴻昌早已必欲除之而後快，終於
下達誅殺令，1934 年 11 月，吉鴻昌被秘密殺害
於北平陸軍監獄。就義前日，吉鴻昌在國民黨
北平「軍法會審」上義正詞嚴道：「我是中國
共產黨黨員，我為我們黨的主義和綱領而奮
鬥，這是我此生最大的光榮！」臨刑他對劊子
手說：「我為抗日而死，為革命而死，不能跪
下挨槍，死後也不能倒下，給我拿椅子來，我
得坐着死！」他又對拿槍的敵人說：「共產黨
員要死得光明正大，決不能背後挨槍，我要親
眼看着敵人的子彈是怎樣打死我的！」當劊子
手顫抖着舉起槍，他振臂高呼：「中國共產黨
萬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老何介紹，吉鴻昌就義後，吉夫人胡洪霞購
置一口楠木棺材，入殮時讓吉將軍穿長袍馬
褂，拒絕國民黨陸軍上將禮服。在眾親友協助
下才將棺木運回故里呂潭鎮，靈車行至呂潭鎮
時父老鄉親2,000餘人自發灑淚前來迎靈。靈柩
安放將軍故居後，一連數日無數親朋故友和鄉
親前來致哀弔唁，出殯當天更有數千人護送至
祖塋下葬。
筆者參觀過天津花園路 4 號的吉鴻昌舊居，
比起那幢歐式小洋樓，呂潭的吉鴻昌故居顯得
更加樸實和接地氣，也更能體會到他的心路歷
程。故居兩旁還有碑林，數十塊碑刻題字頌揚
吉鴻昌的英雄氣節。在吉鴻昌故居，我一次次
默念吉鴻昌「我是中國人」、「當官即不許發
財」和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國破尚
如此，我何惜此頭」的《就義詩》，心中燃起
一股烈火，那是抗日名將的滿腹情懷、是革命
志士堅守一生的赤膽忠心，更是期盼民族解
放、中國強盛的沸騰熱血啊！步出英雄故里，
心中湧出一詩：
呂潭追念吉將軍，
抗日壯舉驚鬼神。
當官不許發橫財，
節操鑄就民族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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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歷史的隧道，當代中國人
可以發現：公元 1234 年，中國北
方由女真族人建立的金朝，運轉
了 119 年之後，終於被與其接壤的
蒙古族人用金戈鐵馬狠狠地畫上
了一個句號。戰亂期間，四處逃
竄的人群中，有一名七歲的男童
和他的母親以及姐姐。三人飢餐
露宿，相依為命。不久，母親走
失，剩下姐弟二人。正當孤苦伶
仃的姐弟倆一籌莫展之際，一位
年逾四旬的中年男子伸出援助之
手，慷慨地搭救了他們，並帶領
他們逃到了山東聊城。孰料，禍
不單行，一場瘟疫驟然而至。七
齡童不幸為瘟疫襲倒。好心的中
年人熬湯煎藥，關懷備至，甚至
晝夜將其擁抱懷中。垂危的生命
終於出現轉機，男童染疫的第六
天，居然渾身大汗而痊癒。這位
仁厚的中年人即是著名詩人元好
問，而這位幸運的七齡童即是後
來歷練成與關漢卿、馬致遠、鄭
光祖並駕齊驅的元曲大家白樸。
沒過多久，揮軍南馳的蒙古族
人在「只識彎弓射大雕」的成吉
思汗的帶領下，也毫不留情地將
南宋王朝送進了歷史博物館。中
國從此步入元代。這個朝代，和
秦、漢、三國、兩晉、南北朝、
隋、唐、宋，及其以後的明、清
諸朝一樣，在五千年的中國文明
史上同樣留下了不可磨滅的一
頁。
元朝的形成毋庸置疑地使元好
問和白樸的戶籍自動地轉入到了
這個歷史階段，成為了其中的中
國公民。由於元好問的深刻影
響，漸漸長大的白樸決心以填詞
作曲替代對功名的追求。他布衣
草履、簞食瓢飲，不停地行走在

豆棚閒話

馮夢龍的《古今笑》有個故事：唐代有
文賊剽竊名士楊衡的文章參加科考，入榜
登第。楊衡為了找文賊討說法，也去參加
考試，他及第後見到對方，怒問：「我的
名句『一一鶴聲飛上天』是否也被你偷
了？」文賊說，知道您最愛這句，所以不
敢偷。楊衡見文賊識貨且識相，便不再與
之計較。
作為一個寫作者，看到這樣的故事，總
覺得當事人太冬烘迂腐。因為對抄襲的容
忍，會令這種行為在社會環境中變得更為
興盛。
善惡有報才是健康的社會形態，懲罰違
規的人，獎勵正直的人，才能降低社會的
運行成本。對劣行的放縱，其實是在傷害
那些守規矩的人。尤其這個故事裏的文
賊，是懂得社會心理學的。
柳宗元嘲諷一些膽大妄為的文抄公，連
《孟子》《管子》都敢抄。該文賊有意漏
過楊衡的名句，就是知道抄襲知名度太高
的文字容易露餡——很多狡猾的文賊，都

● 俞慧軍

故鄉情思

站在冰雪覆蓋的運河南岸
我的思念抵達冬日的故鄉
故鄉那條蕩漾幸福的河流
是我走出故鄉的方向
那棵兒時孵化憧憬的銀杏
是我回到故鄉的路標
用五穀餵養的故鄉
呼喚遠行的遊子落葉歸根
站在冰雪覆蓋的運河南岸
我的思念抵達冬日的故鄉
故鄉那條充滿歡樂的河流
是我洗滌心靈的地方

那泓流淌鄉愁的水灣
那片花香果紅的田園
那個神秘古老的村莊
是我魂牽夢縈的故鄉
真想從今天開始
有一塊故鄉的土地
耕耘 播種 收割
與故鄉一起春華秋實
真想從今天開始
有一片故鄉的藍天
寥廓 雲淡 風輕
與南歸的大雁一起飛翔

天氣出奇地冷，但護理院的房間裏一片
暖意，那不僅是房間裏的空調開着，還因
為鳳珍大姐和姐夫熱切的眼光使空氣也溫
暖如春。
鳳珍大姐和姐夫拉住我和妻子的手，噓
寒問暖，久久不肯放下。大姐說：「許久
不見面了，你們也都老啦，瞧，臉上皺紋
多了，頭上也有了絲絲白髮。」我不忍說
大姐也顯見老了，臉上只見皺皮不見肉，
從前雙眼是那麼聰慧，如今則是濁濁的、
鈍鈍的，只在眨眼間還留有以往的光澤。
我迫不及待從衣兜裏掏出一隻信封，放到
大姐的手裏：「阿姐，這是你發表文章的
樣報，裏面還附着我代領的 200 元稿費。」
大姐耳朵很背，聽話很累，卻是對發表文
章的樣報和稿費聽得分明，臉上立時有了
光彩：「文章真的發表了？真的還有稿
費？」我馬上回應：「阿姐的文章怎麼會
不發表、怎麼會沒有稿費？」
大姐的臉全舒展了開來，眼睛也明澈了
許多，幾乎看不出被診斷的患有前期阿爾
茨海默症的模樣。我從弟弟的電話裏知
道，大姐的神經系統出現了問題，腦筋是
時好時壞，健忘多疑，甚至連大姐夫也時
常會不認得，譬如這次見面，她反覆向我
求證，站在她身旁的大姐夫是不是大姐
夫，是真的還是假的？不像是開玩笑，她

武漢、岳陽、九江、南京、杭
州、揚州之間。聞所聞而來，見
所見而去。由是眼光日益深邃，
腹笥不斷寬廣。通過一段時間的
厚積，白樸開始進入創作的殿
堂。據相關統計，白樸一生共創
作了 15 種劇本，其中以描寫李隆
基和楊玉環的《秋夜梧桐雨》最
為出色，難怪後人王國維在《人
間詞話》中稱是劇「沉雄悲壯，
為元曲冠冕」。白樸另有一劇，
即《牆頭馬上》，其藝術性之
高，亦不讓《秋夜梧桐雨》，以
至被人將其與《拜月記》、《西
廂記》、《倩女離魂》合稱為
「元代四大愛情劇」。白樸擅長
將歷史題材編寫成動人的故事，
情深意長，新格迭出，常常令坐
元曲創作第一把交椅的關漢卿深
為歎服。
白樸亦有《天籟集》行世，收
詞、曲多達 200 餘首。其中以描寫
春夏秋冬的四首《天淨沙》最為
傳誦，不妨一引。《春》：「春
山暖日和風，闌干樓閣簾櫳，楊
柳鞦韆院中。啼鶯舞燕，小橋流
水飛紅。」《夏》：「雲收雨過
波添，樓高水冷瓜甜，綠樹陰垂
畫簷。紗廚藤簟，玉人羅扇輕
縑。」《秋》：「孤村落日殘
霞，輕煙老樹寒鴉，一點飛鴻影
下。青山綠水，白草紅葉黃
花。」《冬》：「一聲畫角譙
門，半庭新月黃昏，雪裏山前水
濱。竹籬茅舍，淡煙衰草孤
村。」這中間的《秋》與馬致遠
那首膾炙人口的《秋思》即「枯
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
道西風瘦馬。夕陽西下，斷腸人
在天涯」相比較，可謂別有一番
意境與情趣矣！

●青 絲

文抄公
是找文字好、但又不怎麼出名的人作為抄
襲對象。
中唐詩人李播很受白居易賞識，稱讚他
「動筆詩傳鮑謝風」，其詩名卻不彰。李
播任蘄州刺史，有人攜詩求見，想要混個
一官半職。李播看完詩稿後驚問，這是我
多年前的舊作，怎變成了你的詩？文賊見
李鬼碰到了李逵，只得承認是抄來的，乞
求見諒。
李播心軟，嘆息自己這輩子也就是做地
方官的命，再申索版權亦是無用，問對方
接下來準備拿這些詩稿去哪裏投謁？文賊
說要到江陵拜訪表丈盧尚書。李播又再揭
穿對方，盧尚書是我的表親。文賊腆臉懇
求，公既已借詩，乾脆連表丈一起借給我
吧？美國詩人愛默生說，人的善良必須帶
有點鋒芒，不然就等於零——廉價的善良
不僅難以獲得尊重，還有可能換來他人的
得寸進尺。
文學是一個人對自身認知的反饋，抄襲
從本質上說是無能的體現。唐人李義甫有

生活點滴

詩詞偶拾

● 郭言真

貼心的稿費
懷疑大姐夫被調了包，與她朝夕相處的他
是個假的。我就鄭重向她證明，大姐夫絕
對是貨真價實，她最終才相信。
怪不得她對自己文章的發表和發表之後
有了稿費也一度生疑呢。這回我言之鑿鑿
說文章發表且有了稿費，她終於相信，連
忙打開信封，看到一份報紙上果真赫然有
着她的文章和文章的署名，喃喃道：
「果……果然發表了，果然有……有了稿
費啊。」
如果說這回到故鄉探望大姐，我捎上了
她喜歡的食品她並沒有多大的反應，那麼
一份樣報和 200 元的稿費對她說來實在太重
要，不啻如寒夜裏的一簇火光。她已經整
整三年多沒有一個鉛字見諸報刊啦，先是
骨折住院，而後因失能而進了護理院，眼
下則是幾乎癱瘓，須兩個人架着方能挪上
幾步，所以她對於自己的文章還能發表還
能拿到稿費感到異常的幸福。
從前大姐可是個拿稿費的高手啊，上世
紀五十年代起就時常有文章發表，在《人
民文學》和《雨花》都有小說發表，時常
拿到稿費，兌現了她在父親面前的誓言。
她的童年時代家道中落，父親把家裏的藏
書整箱整箱賣掉，她沒法阻攔，就發誓將
來長大了要寫好多好多書，拿好多好多稿
費幫助家庭渡過難關。一度取消稿費，大

一首五言詩：「鏤月為歌扇，裁雲作舞
衣。自憐回雪影，好取洛川歸。」文抄公
張懷慶每句增加二字，改成七言詩：「生
情鏤月為歌扇，出性裁雲作舞衣。照鑒自
憐回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頗受時人
稱賞。其後人們得知這是抄襲的作品，譏
諷張懷慶是「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
一」。
寫作是一種寂寞的宿命，很多寫作者都
體驗過寫不出文字時，內心伸手不見五指
的黑暗，畢竟沒經歷過靈魂之火的鍛打淬
礪，挨不住冷板凳的清苦寂寞，就很難寫
出有價值的東西來。而且最終能夠憑藉文
字出名的人是極少數，水面之下還有着無
數想要出頭而不得的龐大人群。但荒誕的
是，當今寄身翰墨的人，如果從沒被文賊
抄襲過，會是一件很傷自尊的事情，說明
是個小透明，處於抄襲掃描的死角，作品
連文賊都看不上。然而，如果被抄襲了要
像郭敬明和于正那樣，15 年後才道歉，你
還是願意沒被抄過。

● 吳翼民

姐仍筆耕不輟，及至春風歸來，她又開始
發文章拿稿費，還攜帶我也發文章拿稿
費。母親在世時曾向左鄰右舍渲染過，鄰
居們無不睜大嘴巴吃驚於寫字還有進賬。
我們姐弟如此，連我們的母親也曾有過稿
費呢，一次電視台邀請我們全家去做一個
過年談習俗的現場採訪，我、大姐和母親
各拿到 200 元稿費，我們姐弟將這稿費一併
給了母親，母親驚喜異常，逢人就說，自
己說說話兒也能拿到稿費，真是稀奇事
兒。
說起這次大姐發文得稿費還有些曲折，
緣為她住進護理院後仍「蠢蠢欲動」要創
作，無奈沒有電腦沒有網絡，她就用手書
寫，寫了稿件後郵寄給我，我再打字後寄
出，在打字時我看到大姐原先娟秀的字變
得歪歪扭扭，語句也時通時梗，從前的連
珠妙語大打折扣，但我懂大姐的思路，就
按着她的思路把文字組織得圓潤而有色
彩，跟大姐當年的文章一個模樣，寄出後
果然見報。我深感欣慰，所以這次探親向
她奉上樣報和稿費覺得暖和和沉甸甸。
大姐把樣報看了一遍又一遍，眼睛裏閃
爍着幸福的光澤，她小心翼翼把稿費放進
了貼身的口袋，她說這錢不會花去，要留
在身邊紀念，因為這是她的理想和信念，
是熱愛了一輩子的文學的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