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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近来常常做梦。梦中总是与父亲在一起。
父亲去世已12年了，我也到了六十好几的年
纪，按理说，从理智上感情上都转过了几个大
弯，把世事都想开了。但岁月怎么就没冲淡我对
父亲的思念呢？

那年母亲去世后，料理完后事，我便把父亲
从老家接到部队家属院居住，我要赡养父亲以
尽孝道，父亲则是出于无奈只好随我而来。虽说
他老人家住在农村老家不愁吃不愁穿了，但生
活条件还是远远赶不上城里人。万一有个三长
两短，身边没个人照应是不行的呀。再说父亲对
部队生活还是有所了解的。我在连长、营长、团
长的位子上时，他都曾来部队小住过。不过每次
都是没来之前特别想来，来了之后闲喝坐吃不
出三日，就嚷嚷着要回去。说是闲得没事心慌难
受不习惯。我生气地说您住三天就要走，能对得
住那几十块车票钱吗？

父亲就是这样的人。他喜欢住在老家那对
檐六间的厦子房里，那六间房若算不上他的丰
功也是他终生的伟绩，住在那里他便拥有了无
限的自豪。他虽然已无力下田劳作，但能看到麦
子发黄、苞谷抽穗他心里舒坦；看着狗儿跑听着
鸡儿叫，他能获得精神上的慰藉；打点水扫会儿
地，招呼邻居来家里喝着茶拉拉家常，他能找到
幸福感。

他住我在部队的家里就是另外一番光景
了。我是早上部队没响起床号便出了家门，晚上
10点熄灯号响了还没回家，身为一师之长，压
根儿就没有节假日的概念。爱人一日三餐想法
调剂饭菜花样也算丰盛，但她是端着公家饭碗
的人，总是要去上班呀。晚上两人看会儿电视，
爱人本就寡言，再说，儿媳妇与公公又有多少话
可聊的呢？父亲白天没事也只能是在营院转转，
看看官兵操练，部队官兵操练本来就是一项单
调枯燥的活动，他看多了自然觉得枯燥无味没
意思了。其实父亲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想让我每
天陪他拉拉家常。他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我却没
法让父亲如愿。

姐姐借住在千里之外青铜峡镇她女儿家
里，帮着女儿料理家务照看孩子。征得父亲同
意，我和姐姐商量，让她照顾父亲一段时间。我
给姐姐说：“您出力，我出钱，父亲觉得哪里住着
自在就住哪里。”不承想这一住就是两年多。我
们师有几个团驻扎在青铜峡附近，我每次下部
队检查工作，总要挤出点时间去看望父亲，每次
去总见父亲颤悠悠地老早就站在门前盼着我出
现在他的面前。父亲那年78岁了，患有帕金森
症多年，生活有点不能自理，好在饭量好又有姐
姐精心照顾，忠厚朴实的脸上总溢满着幸福。他
口水流下来了姐姐帮他擦干净，吃饭时帮他把
菜放到碗里甚至有时拿小勺喂给他吃。洗澡时
帮他调好水温，每晚临睡前把洗脚水端到跟前
给他洗好脚扶上床盖好被子。

在2004年4月的一天早上，伴随着部队的
起床号声，姐姐的电话也随之而来，她说父亲昨
晚突然昏迷叫不灵醒了，连夜请救护车送到了
解放军第五医院，现正在抢救中。我心头猛地一
紧，尽管电话那头姐姐尽量语气平缓让我不要
着急，我依然能想象并感受到姐姐的焦虑急促
与忐忑。“上个月还好着怎么突然间……什么病
呀？”我问。“大（爸）中午吃了一碗羊肉泡馍，晚
上喝了一碗稀饭，8点多就昏迷了，现在检查结
果还没出来。”姐姐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您别
急！”我对姐姐说。挂断姐姐的电话，我当即拨通
了解放军五院种院长的电话。种院长是我的好
朋友又是同乡，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检查结果是
大脑萎缩，但更多的是给我以宽慰，我叮嘱他我
们不怕花钱，要用最好的药……

父亲住院已经整整半个月了，请专家会过
诊，该用的药都用过了，医生们也觉得有点无力
回天，而我是一天一个电话在催问。父亲的病不
但毫无起色，而且每况愈下。我们老家有个习俗
和忌讳，老人是不能客死他乡的，况且医院早就
下了病危通知。我和姐姐商量后，她在银川买了
四张火车软卧车票，堂妹小玲在西安雇了救护
车，老战友黄副局长协调西安火车站提供了方
便，我请假后赶到西安，我们心情沉重小心翼翼
地总算把父亲平安顺利地送回了富平的老家。

父亲静静地躺在土炕上。看着父亲满头稀
疏的白发，憔悴的面容，半张的嘴巴，插在鼻孔
边的氧气管子，手臂上滴答滴答地输着液体，我
内心充满了无以言状的苦楚。他老人家已近20
天水米未进，全凭那点滴维持着生命的体征。

晚上，只有父亲的房间里亮着灯，姊妹轮流
静静地守候在他的身旁，幻想着奇迹能够发生。
哪怕是父亲再能看上我们一眼也行啊！

我躺在隔壁房间里，熄灯后漆黑一片，整个
院子都是漆黑的，死一般的寂静。只能听见父亲
微微的鼾声。此时此刻能听见父亲的鼾声，对于
我也是莫大的慰藉。父亲的鼾声把我的思绪引
到了往事。

1960年，我6岁，父亲经常按着自己的小
腿肚子，一按一个小坑。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
只知道肚子饿，家里没有任何能吃的。我经常在
院子里打着滚，哭着闹着向母亲要馍吃，母亲也
很无奈，每逢此时，回应我的总是挂在嘴边的那
句话：“拖着顺地磨去！”好不容易盼来政府要给
大家发救济粮了，母亲拿着一个大老碗，拖着我
到村西边的路上去领救济粮。村民们有拿着碗
的，有端着盆的，有提着袋子的，五花八门，但是
一个姿势是相同的，都站在路边踮起脚跟伸长
脖子向南边镇上粮站的方向眺望着。太阳都两
杆子高了，还不见队上派去领粮的人回来。“来
了来了！”随着人群中的喊声，我终于看见远方
出现了两个人影，一个挑着担子，另一个扛杆枪
在后边护驾着。

队长按照每人每天三两的标准，把救济粮
分发给村民们，我们家六口人，分到半碗白生生
的大米。回到家，母亲烧了半锅水，下了一半米。
米在锅里煮熟后就像天上的星星，稀里巴叉的。
母亲用勺子在锅里搅几下，然后给每人盛一碗
清亮的米汤，就算吃饭了。我那会儿不懂事，总
嚷嚷着：“我不喝汤，我要吃稠的！”父亲喝完一
大碗米汤，把沉在碗底的米粒倒在我手中的小
洋瓷碗里。我不解地抬头望着父亲，只看到父亲
满脸的无奈与怜爱，也听见母亲在一旁叹息道：

“别给娃了，你还要下地干重活哩！”
我十多岁时，有天晚上刚睡下不久，肚子疼

得厉害，当时的农村缺医少药，只有镇上的一个
小医院，离我们家好几里地呢。父亲把我抱在怀
里，用食指和中指一会儿提我的肚皮，一会儿慢
慢地轻揉我的肚子，也不知过了多久，我在父亲
怀里睡着了。待我睁开双眼时，已是第二天的早
上了。

1979年初春，祖国南疆燃起了战火。我和
弟弟各自所在的部队都奉命进入一级战备，进
行临战训练。为了保密，部队规定不能给任何人
写信。弟弟随他所在的部队出境参加了自卫反
击作战，我所在的部队原地待命。两个多月时
间，我们弟兄俩杳无信息，父母心急如焚，日夜
熬煎着自己俩儿子。之后我听乡邻说，在那段日
子里，父母坐卧不宁，茶饭不思，串村走巷地与
军属们互相打探儿子的消息，更多的时间则是
伫立在村口的大路旁向县城方向张望，一夜之
间两位老人头发白了许多。一直等到我在临战
训练中荣立三等功的喜报和弟弟荣立三等战功
的喜报双双被政府敲锣打鼓地送到家中，才使
父母焦虑的心情有了些许安定。

1984年初夏，父亲感觉胃部极不舒服，在
当地看了几次医生也不见好。我只好请假陪他
到西安解放军三二三医院做胃镜检查，镜检发
现是胃黄色瘤，活检结果确诊为癌变，这个结果
让我始料不及，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主检医生
当时给我说的话：“老人这么大年纪了，就不要
做手术了，想吃啥给买点啥，回家抓紧准备后事
吧。”医生的建议像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但
在父亲面前，我不能把忧愁写在脸上，我必须尽
最大努力展示出自己的平静，装出漫不经心的
样子。我告诉父亲说是胃炎，吃一阶段药就好
了，随即买了几瓶进口的抗癌药并逐一撕去了
瓶身上的中文标签，四处打听偏方土方未果。
好友海丁却告诉我，他们军分区卫生所有一种

“化瘀片”，是根据一位李姓医生的祖传秘方炮
制的，对食道癌、乳腺癌很有效。河南林县一带
是食道癌高发区，许多人都治好了。抱着一丝
希望，我便托他一次就买了三个月的量，一日三
次，一次服12片，反正是有病乱投医呗。大概
是听信了当时媒体上铺天盖地的宣传说日本人
发现大蒜具有抗癌作用的缘故吧，父亲一日三
餐还坚持吃七八瓣大蒜呢。我们就这样一边让
父亲坚持吃药，一边悄悄地给父亲准备后事。
我买了副上好的棺材放在了几里路外的姑姑
家，姐姐为父亲准备的寿衣寿冠等物品也放在
她自己家里。我们担心的是父亲见到这些物品
会增加心理压力。其实，我们既没猜透父亲的
心思更低估了他的承受能力。这不，有一次午饭

后，一向不善言辞的父亲硬邦邦地给我撂下一
句话：“我死了你们都不要劳神，用席一卷埋了
就行了。”我听后一怔，赶忙解释：“您不要多想，
病没那么严重，再说，该准备的我们都准备了。”
我当即托人赶紧把棺材寿衣等拉回了家请父亲
过目，他老人家看后立马有了精神。我们做儿女
的所思所想所做的，并不一定是父亲内心所需
要的。

就这样一晃两年多过去了，父亲的身体没
见好多少，更没见坏多少。

那年冬天，我在陇县驻军的一个部队任营
长。我把父亲接到营部来住。我想，能多陪父亲
一天算一天，他想吃什么就买回来给他吃吧，谁
知道他老人家还能吃上几顿啊！不过，在我的记
忆里，父亲一辈子在吃饭穿衣上没给我提过任
何要求，平时手头再拮据，也从来没跟我伸手要
过钱。但我知道父亲喜欢吃羊肉泡馍，便买了个
保温饭盒。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距营部三公
里多的县城去买碗羊肉泡馍，赶在早上开饭时
给父亲吃。记得有次天下了雨夹雪，早上起来路
面上尽是冰溜子，明晃晃的非常光滑，我把买好
的羊肉泡馍盛在饭盒里，挂在车前把上，小心翼
翼地骑着车子往回赶。一不留神，哧溜一声，车
子倒了，把我摔在地上，保温饭盒叮叮当当滚出
老远，所幸羊肉汤没洒出来。

我注意到父亲每顿饭饭量还不小，气色也
越来越好。每次吃羊肉泡馍都是两个饼，有点不
像是癌症晚期的病人啊？莫非是病情有所好转
了？带着这个疑问，我陪他到解放军六○医院去
复查，消化科李主任亲自操作，看了后说：“好着
哩呀！浅表性胃炎。”我赶紧把两年前的检查结
果给他看，他看后又复查了一遍，十分肯定地
说：“好了，没问题！”我真是欣喜若狂啊！至今我
都不能肯定到底是哪种药物发挥了作用，还是
由于父亲意志特别的坚韧，抑或是他终生善良
辛苦感动了上苍，我想这些因素都有吧。此后
20年间，每当遇见有人夸赞父亲身体好有福气
时，他总会说：“多亏了武平，是他让我多活了这
么多年，不然早就死了。”

父亲病倒那年我刚好50岁。五十年来我第
一次有时间在这万籁俱静的夜里回忆往事。突
然，父亲的鼾声停息了，我一骨碌从炕上爬起
来，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父亲的房间，刚站定，父
亲又有了点气息。一晚上这样来回折腾了好几
次，弄得我的血压又升高了，第二天，昏沉沉地
睡了大半天。

大约到了晚上8点，我们几个人正在聊着
家常往事，只听见姐姐在父亲房间里急促地大
声呼唤：“快！大（爸）醒来了！”我们兄弟姊妹赶
紧跑过去围拢在父亲的身旁。父亲睁圆了双眼，
挣扎着要坐起来。嫂子急忙给他背后垫了床棉
被，父亲张了几次嘴巴，这才吃力地问：“我这是
在哪里？”“在咱老屋哩！”我们齐声回答。嫂子问
父亲：“您认识这几个人不？”父亲竟能一一叫出
我们的名字，大家高兴地笑了，几十天沉闷得像
凝固了的气氛，一下子变得鲜活起来。“东平
哩？”父亲又问。大家面面相觑，没人说话。东平
是我三弟，1986年1月31日在作战中光荣牺
牲，荣立一等战功，这些父亲是知道的。20多年
过去了，怎么又问起这个来？他老人家一定是发
现自己的骨肉少了一块。我只好硬着头皮回答：

“东平早就牺牲了，您就安心睡吧！”父亲没吭
声，只见两行浑浊的泪水从他眼角流淌下来。少
顷，父亲喘了几口气又说：“你们扶我起来，让我
在咱院子里走走，再看看……”我们劝他：“今天
晚了，明天再看吧。”父亲无力地慢慢合上了双
眼，又长一声短一声地打起呼噜来。

在这漆黑的夜里，我睁着双眼，努力地追寻
着往日我与父亲的足迹。我掰着指头算了算在
50年的岁月里，我与父亲相处的时间确实是少
得可怜。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少言寡语，从来就
没有正儿八经地教育过我。不知咋的，父亲在我
心目中却永远都是一座能靠得住的大山，他那
贴满了半面墙的“劳动模范”的奖状，曾给我带
来无限的荣光；他那“共产党员”的称号，曾给我
平添了无限的自豪；东家有难、西家有忙他都主
动去帮，他的为人曾让我从村子东头走到村子
西头都能感受到左邻右舍投来的友善的目光。
以至我退休后回老家给父母上坟，碰到村上的
熟人，他们还念叨着：“你大（爸）人好！你前些年
拿回的好茶叶他让我们喝了，你拿回来的好烟
他给我们抽了！”是啊！与父亲生活在一起时，我
体会不到多少父亲的含义，待我成为父亲，对父
亲有了牵挂之时，却又远在千里，军务繁忙难得
相见。每次回家总是来去匆匆，无非是给父亲放
几个零花钱，买上一堆食品，吃完母亲擀的一碗
面，抹抹嘴就走人了。这次回来倒是有时间与父
亲说话了，可惜父亲却在昏迷中，想到这里我的
内心十分酸楚，眼泪扑簌簌往下掉。

次日早晨，我约姐姐一同去附近村上看看
舅舅、姑姑。到了舅家一杯茶还没喝完，我突然
觉得心里慌得很。多年来我有这个灵验，家中凡
遇大事，我都有心灵感应。弟弟牺牲，母亲病逝，
我虽然身在千里之外，但当时就是这种感受。

我和姐姐赶快与舅舅告别急忙驱车返回家
中。我一摸父亲的双腿，膝盖以下已经冰凉，再
一摸脉搏，非常缓慢微弱。我把父亲抱在怀里，
对着父亲耳边喊道：“大（爸），您坚持一会儿，给
您把新衣裳换好您再走啊！”随即招呼嫂子、姐
姐：“快！赶紧给大（爸）把寿衣穿上！”她俩很麻
利地给父亲穿好了衣服，收拾停当。此时，父亲
在我怀里头一歪，长出了一口气，永远地停止了
呼吸。嫂子姐姐在一旁边哭边念叨着，又是烧
纸，又是招魂的。我没有哭，我只是静静地紧紧
地抱着父亲不忍松手，我企图用自己炽热的胸
腔温暖着曾经给我生命给我血脉给我温度的躯
体，但我终究没能留住父亲身上的温度。

我在他的怀抱里健康快乐地成长，他在我
的怀抱里优雅尊严地老去，这，就是我们父子！

（选自作家出版社《归途拾光》，作者尹武
平，2019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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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在上海，故人故事故情也在上海，这个
世界上自称是上海人的，通常都不是祖辈、父辈，
而是比年轻的上海更年轻的年轻人，只有他们才
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上海人。

上海人最终都要回到上海的。对于一个男
人来说，上海像一个青春永驻、丰姿长在的美女，
无论你漂泊远方，无论你历经变故，无论你岁月
留痕，她最后都在等待你、吸引你，回到这个可容
纳收留无数宾客的人类大世界，让你时光倒流，
延缓寿数，让你躲开孤独，依赖亲近，在隐秘深沉
又安全无虞的小角落里，甜蜜生活，潇洒人生，很
快就变成纷繁万物中通过仔细辨认才能发现的
一道景象，变成除了农民之外的任何一个职业身
份，变成自以为广告牌上旗袍美女惟一流盼关注
的对象。

上海人最终都要回到上海的。对于一个女
人来说，上海像一个脾气温和、胸襟开阔的父兄，
无论你离家多久，无论你随情任性，无论你怨气
难消，他最后都在寻找你、劝慰你，回到这个始终
归属只有你一个人的女性小里弄，让你旧貌新
颜，重拾时尚，让你尽情花开，招蜂引蝶，在热闹
嘈杂而又悠闲漫步的大马路上，嗲声低唱，人前
欢笑，很快就变成众生凡尘中最为夺目的日月光
辉，变成除了妖精之外的任何一个家中宠爱，变
成自以为社交场生活圈中不可缺少的灵魂所
在。这就是年轻男女的上海。但此刻，这个年轻
男女的上海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事件起始于1945年秋天的东北哈尔滨，最
早本应该结束于1946年至1948年期间的北平，
或者重庆，或者上海，但最后结束于1950年春天
的四川重庆，也就是裘宝儿被谢壮吾最终捕获的
地方，最终由当时著名的军区副司令兼代理司
令，即杜代司令，选定闷热多雨的武汉作为落幕
地点。

裘宝儿是杜代司令的心头大患。在当时较
长一个阶段，杜代司令恨裘宝儿甚于恨战场上让
他吃过大败仗的对手，那些人为蒋介石效命，即

为人民公敌，最后的结局已经摆在那里，可以慢
慢解决消灭，但裘宝儿作为一个具体的、背叛自
己的逃兵，光天化日，扬长而去，隐匿人世，甚至
亡命海外，永远都难以追踪，也是大有可能。

时时想起，如同芒刺在背，骨鲠在喉，让人抬
不起头来。杜代司令尽管战事繁忙，天天日理万
机，每每千钧一发，但对裘宝儿此人此事却一刻
都未曾释怀，以至于当时他自请处分，并坚决要
求不去掉代司令的代字，宁愿焦虑地等待着，等
待着亲眼见到裘宝儿最后结局，才同意将杜代司
令变成杜司令。

“君子一诺。”杜代司令在电报中表示。没想
到这一代，就代了将近五年。

直接卷入此起事件的年轻男性当事人，主
要有三个，一个叫谢壮吾，另一个叫裘宝儿，
还有一个是谢壮吾的孪生兄弟谢壮尔。至于直
接或间接牵连到其间的女性当事人，一概都花
样年华，一概都美丽难弃，还一概都重情重
爱，以至于在那个酷烈缠斗、拼死角逐的男性
英雄世界里，融合或者至少是蕴含了一大半柔
绵和感性，一小半月光和明媚，还有一丁点儿
泪水以及微笑。

总之，兰心蕙质，冰雪聪明，像五月之花，遇
到了该绽放的时节，毫不犹豫地猛烈展现，尽情
盛开，在绚丽中凋零青春的花瓣，绝不等到在昼
夜更替中慢慢收缩、枯萎、衰落，腐化成泥，化为
尘土飞扬。

哪怕最后的不幸是她们乱世薄命的全部。
得到裘宝儿归案的确切消息，杜代司令在第

一时间特别派了一架当时十分稀罕的美制CD
军用运输机，抵达重庆，同时致电其时主持西南
军区工作的霍无病参谋长，坚决要求马上催促谢
壮吾将裘宝儿直接押到湖北武汉，公开审判。

中南军区与西南军区平级，由于互不隶属，
事情只能商量着办。长相文弱的霍参谋长起初
并没有答应，他试图说服年轻健硕、相貌英俊的
谢壮吾以养伤为由留在重庆，如果个人愿意，可
以在西南军区总部安排适当工作，而且在职务上
调高一级。他坚定地认为，上海青年文化素质
高，将来前程远大，何况是一个参加革命很早的
上海青年，何况上海是革命的摇篮，是中国共产
党的诞生地。

裘宝儿其实也算是上海人，而且霍参谋长与
他算是故人，因此准备以起义投诚人员应有的政
策待遇，将裘宝儿留置在重庆，一边接受审查，一
边改造思想，讲清历史问题，争取宽大处理。他

同样坚定地认为，青年人总是会犯错误的，何况
是上海的青年人，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原谅他们的
错误，可以有更长的时间让他们改正错误。

谢壮吾强忍着刺心的剧疼，声明自己没有什
么大的伤痛，可以马上回去，何况有飞机坐，熬一
熬就到武汉了。

戴着一副玳瑁眼镜的霍参谋长眼光入木三
分，看出谢壮吾是在逞能，说：“你分明受了内伤，
不然我跟你切磋切磋。”

霍参谋长出身天津霍家，年少时曾跟随族叔
霍元甲练武数年，是真传霍家拳弟子，因为听到
不少，见过不少，遇到过不少，所以能看出谢壮吾
受了内伤。

谢壮吾心里不由得佩服霍参谋长的眼力，只
得承认交手时被裘宝儿打了一记重拳，伤了一两
根肋骨，但没有完全断裂，说着用力敬了个军礼，
表示不在话下，已经好了许多。

抓捕裘宝儿的时候，两人紧张对峙，裘宝儿
先是以一记左直拳虚击谢壮吾面部，谢壮吾看出
是假，并没有躲避，而后裘宝儿连环出拳，紧接着
就用一记右直拳重击他的下颌，同时右脚上步，
试图别住他的双脚，原本虚击他的右手顺势展
开，用大小臂箍住他的颈部，上下用力，试图将他
摔倒在地。

谢壮吾上下受敌，全力跳开。裘宝儿瞬间又
上身左转，做出要打出一记右摆拳的动作，趁谢
壮吾防备，他上身又突然右转，同时左腿攻击谢
壮吾身体右侧之时，突然一记左拳收回，再次沉
重出击。

谢壮吾还是不避，以拳对拳，两拳碰撞，裘宝
儿后退一步。格斗到后面，裘宝儿发狠，再次以
左直拳虚击谢壮吾面部，谢壮吾侧脸躲避，不想
这次裘宝儿并不收拳，而是中途改变线路，向下
一击，谢壮吾防不胜防，肋下挨了那一记重拳。

顿觉一阵剧烈的疼痛，但谢壮吾瞬间的惊愕
把这种难以忍受的疼痛抵消了。

他脑子里闪过一幕旧时片段。他的白俄拳

击老师安德烈警告过他，而且不是一次。安德烈
特别提到，当年在谢公馆堂会上演过的一出折子
戏，堂前罗成和秦琼这对表兄弟互相教会对方武
艺之后，也都互相留下最后一手。与罗成和秦琼
一样，谢壮吾与裘宝儿各怀绝技，裘宝儿擅长拳
路，谢壮吾精于腿功。今天裘宝儿最后给他的这
记重拳，或许就是裘宝儿留下的一手绝杀技。谢
壮吾走神之际，裘宝儿趁机脱身。但谢壮吾经受
剧烈打击，倒地之时，突然使出鞭腿反击。谢壮
吾也留下最关键的一腿。

霍参谋长事后点头称赞，以他津门霍家拳传
承，当然也掌握散手要领，当着谢壮吾的面，飞快
演示了鞭腿的一串连贯动作。

霍参谋长以太极云手热身，突然将重心移至
右腿，左腿一屈，屈膝上抬，高过腰，左腿侧转
略倾，随即膝盖朝上一挺，小腿从外向上，向
前向内呈弧形弹击，膝部猛挺发力，又借助拧
腰切胯之力加大力度，弹腿时支撑腿膝伸直，
并以脚掌为轴，地上一碾，脚跟往内一收，上
体丝毫没有倾斜。

谢壮吾不禁佩服，称赞说：“好腿功！”霍参谋
长松了松身体，摇摇头，说：“我现在不是你和他
的对手。”霍参谋长说的他，指的应该是裘宝儿。
谢壮吾并不知道五年前在延安霍参谋长吃过裘
宝儿亏的事情，因此心有疑惑，但也没有多问。

其实谢壮吾伤得不轻，但为了赶回武汉，他
佯装没有大碍，要求尽快登上飞机。

霍参谋长仍然进行了最后的交涉，指出谢壮
吾抓到的这个人是国民党少将，对此党和军队是
有政策的，因为在他来抓人之前，裘宝儿已经起
义了，至少应该算是投诚。

谢壮吾面色始终有些沉重，只得实话实说，
如果不让自己把裘宝儿带走，杜代司令一定还会
派人来，说不定亲自来。

霍参谋长并不示弱，说：“这里是西南军区，
不是中南军区，杜代司令也要讲政策，讲道理呀，
他不过是代司令，大不了我们找不是代的司令。”

谢壮吾沉默许久，才说：“我带他一回去，就
不是代司令了。”杜代司令以副司令职务代了好
几年，上面并没有派过正司令，在谢壮吾看来，杜
代司令早已是真正的司令。谢壮吾因为身负伤
痛，也懒得反驳，而且还给霍参谋长布了一个台
阶，说：“首长您不用顾虑，他原来就是杜代司令
的下属，把人带回去，是让他归队。”

（摘自《上海公子》，王霄夫著，作家出版社
2020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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