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力士士于于令令章章
于长涛

于令章，海阳县郭城镇河
南村人。上世纪20年代末期出
生，浓眉大眼，鼻直口方，一口
络腮胡子配着一张黑脸膛。一
米八五的个头，膀大腰圆，在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是郭城方圆20

里有名的好汉。
令章12岁就能挑得上一

担泥（约一百三四十斤）；十
八九岁时便能抱着本村药王
庙中480多斤重的石香炉绕着
庙堂走一圈，面不改色心不
跳。他刨地用的大镢，足有十
斤重，一天能刨一亩地。战争年
代，令章曾随子弟兵团支前，在
平度一村庄宿营。饭后一伙人
到村边闲逛，他将一废弃的碾
砣子抱离了好几步，要走时被
一老人喊住道：“壮士，六十多
年没人动它一动，你这样走了，
谁能搬回去？”“对不起了，大
爷。”说罢，令章将右手四指伸
进碾砣子中间的凹洞中，大喝
一声，同时用力一扒，整个碾
砣子便飞了起来，翻了一个
跟头，这样连续几下便将碾
砣子扒回原地。

1947年，令章曾在我军的
新华药厂赶过马车。一次到敌

人占领的烟台拉一台机器，返
回时遭到追击。马车负重太大，
怎么也拉不上路上的大塂。敌
人追近了，领队的厂长挥舞着
手枪，下了死命令：“马车拉不
上大塂，谁也活不了！”“厂长，
你搭把手。”令章将鞭子交给厂
长，“我一吆喝，你就用鞭子猛
抽骡子。”“驾！”令章的喝声不
啻于一声炸雷。只见令章的双
臂死死地推着马车后部边栓，
狠命用力，加上厂长鞭子狠抽
骡子，人骡齐用劲，马车终于爬
上了大塂。厂长长长地舒了一
口气，赞道：“黑大个，好力气，
回去给你记功！”

人民公社时，令章在村里
赶马车，再刁的骡子，经不住他
三鞭子就服服帖帖。他修理马
车时，从不用人帮忙，七百多斤
的马车，他一个人就能稳稳当
当地翻过来。令章的力气大，笔
者亲眼所见，在一次送公粮时，
他一胳膊夹着一麻袋小麦，两
个麻袋被轻松地送进了粮仓，
惊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俗话说：“能干必能吃。”十
几岁时，他曾将还没入笼的地
瓜面包子一气生吃了十几个。
子弟兵团南下支前时，他一人
吃过六七个人的饭，炊事班长

非让他当面吃给看看。最有名
的是他结婚后抱怨到丈母娘家
从没吃饱过，这事让他丈母娘
知道后，特意擀了一大盆汤（无
卤的面条），熥了六个饽饽，让
他去吃。他吃得只剩下一个饽
饽，妻问：“这回可吃饱了吧。”
他说：“哪里呢，不好意思全吃
光了。”

吃大锅饭的年代，特别
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长期
吃不饱饭，极大损害了他的
健康。再加上体力严重透支，
70多岁时，他便不能干活了，
饭量也大大减少，当年的豪
气和霸气已荡然无存。晚年，
他连三十斤小麦都拿不动，
自己叹道：“这点东西，早些

年我两顿就吃掉了。”
令章生性豁达、急公好义、

乐于助人，待人接物彬彬有礼。
赶马车时遇到老人小孩都主动
捎人一程，笔者和同村读中学
的学生大多被他帮过。他干活
认真负责，从不马虎；为人处
事，很是仗义，从不占别人的便
宜；讲话热情文明，和人打招呼
都站立起来，以示尊重。

这就是于令章，他没有惊
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轰轰烈
烈的业绩，他所有的就是力气，
他把它全部无私地奉献给了这
个社会。人们谈论起他来，都充
满了敬仰之情。

令章辞世已有七八年了
吧，愿他的在天之灵得到安息。

绿绿色色封封皮皮的的笔笔记记本本
扈刚

褪色的岁月，留在记忆里，
不会像泄了气的气球，被一阵
清风带走，了无痕迹。1982年11

月5日，我和40多个同乡来到辽
西一座军营，在新兵连完成一
次人生角色转换。和老班长略
微褪色的军装相比，新兵清一
色的新军装闪着光泽——— 现在
还怀念那身纯棉绿军装，怀念
那段火热生活。

都说新兵训练苦，到底有
多苦，我有点忐忑。看军区小报
上连载的新兵日记，就翻出同
学朱青峰临别相赠的一个绿色

封皮笔记本，尝试着写新兵日
记，新生活总该留个记录吧。新
鲜感很快消磨殆尽，我们开始
有点排斥硬硬的高粱米饭，似
冻非冻的白菜萝卜做成的汤。
我们这帮来自城镇的新兵起初
娇气，有人偷偷用家里带的钱
买鸡蛋、面包，还有拉老乡下馆
子的。那一月12元津贴哪够？我
傻乎乎地只知买书，有些特立
独行的范儿。就是每次上级来
清点个人物品时遭罪喽，我提
两大旅行袋死沉死沉的书站
队，身上还要背行李卷。

新兵训练第一课是立军
姿，要求是立正挺直，身体微微

前倾，重心放在前脚掌。我们初
来乍到不得要领，大多以脚跟
为重心了，加之过度紧张，大脑
承受压力超值，结果站不到五
分钟，就有几个昏倒。我也倒
了，书呆子不倒才怪呢！

新兵连搞紧急集合频繁，
打背包要快，新兵手忙脚乱，最
初往往是出门散包，还有天女
散花的——— 边跑边掉东西。有
苦就有甜，我们班在老班长张
福生带领下，训成尖子班，多次
代表连队参加营团会操比赛，
成绩优异。当然，我们也照别的
战友付出更多汗水。这些都被
我一一记录，写进那个绿色笔

记本里。
那时，电话还没有进入百

姓家，妈妈惦记我，只能通过书
信交流。她总是担心我吃不了
苦挺不下来。我则暗暗下定决
心，坚决当一个不一样的兵。新
兵连解散后，我把那个绿色笔
记本寄给妈妈。后来探亲回家，
妹妹训我：“惹祸了吧！”我茫
然。她从妈妈枕下抽出一个本
子，正是那个绿色笔记本，我的
新兵日记。“怎么了？”我问。“还
怎么了，你自己看吧。”

绿色笔记本翻开，一页、两
页……妈妈的泪水已将钢笔墨
水浸染得一片模糊。

王德润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处在“文
革”时期，那时人们的精神和物质
生活都非常贫乏，但讲政治、关心
国家大事的风气却很浓。尤其是农
村，在田间劳动休息时，大家还要
学习一段报纸，背诵《毛主席语
录》，如谁家里能有台收音机，不知
会惹来多少人艳羡的眼神。到了冬
天农闲季节，村民多自发在晚上点
煤油灯组织排练节目，然后串村演
出。而那次演砸“三句半”的场景至
今仍深深留在我的脑海里，每每清
晰回忆起那次演出，我都忍俊不
禁，难以忘怀。

记得那年是腊月二十二日晚
上，村里经过紧张排练，终于要登
台演出了。村民冒着寒冷天气，拿
着凳子、马扎等早早来到由木头临
时搭建的舞台，高悬耀眼的气灯似
乎给整个舞台带来丝丝暖意。舞台
上演员忙着化妆、对词，演奏乐器
的相互对弦，舞台下小孩儿吵闹
声、大人说笑声和呛人的旱烟味儿
混杂一起。拉开幕后，先演了开场
舞蹈、乐器演奏、吕剧《园丁之歌》
等曲目，为提高演出效果，将三句
半作为压轴戏安排在了最后。

待演三句半的四个人一上台，
观众热情极高，掌声欢迎，很多人
翘首观看，竖耳细听，就怕漏掉笑
点。锣鼓响过，第一人说：毛主席著
作手中拿。第二人接上：社员人人
都爱它。第三人：真不差。第四人：
对啊。锣鼓响后，再来第二遍，不知
是受观众高涨的热情还是耀眼的
灯光影响，第一人一下子忘词了，
稍愣神后，他干脆编吧，第一人：毛
主席著作还是手中拿。第二人只好
接上：社员确实都爱它。第三人：还
不差。最后：是啊。可第三遍时，第
一人还是没想起台词，又编：毛主
席著作反正是手中拿。第二人也只
好顺着说吧：社员就是都爱它。第
三人：是不差。第四人听后，火气腾
地上来了，心想，这是咋回事，他压
不住自己的愤怒，当场说道：滚蛋
去吧。四人悻悻退场，观众这个乐
啊，很多人当场笑得直不起腰来。
这次三句半演出的情况，大家乐此
不疲讲了好多年。

岁月悠悠，一晃四十年过去。
现在，人们在家里、手机上就能上
网、床上也能看电视。很多编排的
节目也向精品、专业化发展，村里
自发编排并演出节目基本淡出了
人们的视野。以前真实、原生态的
演出和大家集中观看的情景，却留
在了记忆之中，社会的进步或许会
给人们的社会交往带来更多的思
考。

演演砸砸的的““三三句句半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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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父亲亲的的算算盘盘

王修梅

父亲走了。但，父亲用过的
算盘，仍挂在老屋土炕旁边的
墙上。

每每回到老屋，看见父亲
用心血和汗水洗亮的算盘，便
看到父亲操劳的一生。

听奶奶讲，爷爷过世早，父
亲兄弟三人，排行老三。大伯18

岁便下了关东，音信全无；二伯
被土匪抢劫杀害，父亲只念了
一年半私塾，就辍学种地，以后
靠自学练就了打算盘的功夫，
并能书写一手漂亮的字。在上
世纪50年代的农村，便算是有
文化的人了。1958年成立人民
公社，父亲便当上了第二生产
队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从
此，算盘与账本，便成了父亲的
伙伴。

当时是计划经济年代，
大锅饭、平均分配，无论是收
入还是口粮，全部按人头分
配。比如夏季分小麦，先算出
总产量，除去公粮、种子，余
者按人分配，有多少称多少。
我们那儿是山区，小麦产量
低，每人每年只能分二三十
斤小麦。其实不光小麦，所有
口粮、蔬菜、花生（油料）统统
平均分配，于是父亲的算盘
一年到头响个不停。

生产队的会计不光管账，
夏秋两季，全靠在场院上，扒玉
米、摘花生、晒小麦、分口粮、交
公粮、晒种子、入库，父亲忙得
团团转，有时候连饭都顾不上
吃。

俗语说：三春不如一秋
忙，一秋不如麦上场。当时没
有 收 割 机 、脱 谷 机 ，割 完 小
麦，全靠肩挑人抬、牲畜驮。
运到场院用铡刀铡下麦穗再
晒干，用牲口拉着碌碡转圈，
进行脱粒。傍晚，还要把脱好
的粒进行扬场。利用风向让
麦糠和麦粒分离，反复几次
才能将麦粒脱净，劳动强度

可想而知。
山区的田地离家远，最远

的离家七八里。到秋天分口粮
时，有时在场院分，有时在田间
地头分，无论在哪里，父亲都得
寸步不离。粮食分到哪里，父亲
的算盘就响到哪里。当时，生活
困难，每一斤粮食都显得异常
重要，分配一定要公平。分玉米
和地瓜时，有的长得大，有的长
得小，就要把大小掺和在一起，
再按户进行分配，尽可能平均
公平一点。

我家所在的生产队有70户
人家，人多事多。秋季场院忙完
后，就开始摘花生，每天晚上干
到深夜，直到飘清雪，花生才能
摘完，这期间，父亲每晚就宿在
场院的窝棚里。

每到年底，是父亲最忙碌
的时候。社员劳动一年，能收入
多少、或欠生产队多少，都眼巴
巴地等着结果。这一个月的时
间，昏暗的煤油灯光和噼里啪
啦的算盘声响伴随着父亲熬过
一夜又一夜。直到百姓们开支，
父亲才能舒一口长气。父亲干
了几十年的会计，从来未占过
集体一点儿便宜。当时，虽说家
人们吃喝不饱，父亲却没有拿
一粒粮食回家。

事过境迁，父亲和他的算
盘也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
那个年代，父亲用手中的算盘，
算出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算出
了战胜各种艰难的决心和力
量。

父亲用手中的算盘，弹拨
着生活的酸甜苦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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