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中108个好汉，谁在江湖
上的威信和名声最大？不是卢俊义，不
是宋江，更不是鲁智深和武松，而是柴
进。柴进，江湖唤做“小旋风”，乃是后
周世宗皇帝柴荣的正宗后裔，在江湖
上的名气还排在了宋江的前面。

大宋的江山来源于大周皇帝，赵
匡胤登基后特别优待柴家的后代，柴
荣的嫡传后代柴进不仅在沧州横海郡
做起了富 家 翁 ，还 持 有 超 级 护 身
符——— 丹书铁券，不管你犯多大的错
误，除非公开造反，一概不予追究。丹
书铁券来源于著名的“太祖勒石”，赵
匡胤亲笔立一石碑：“保全柴氏子孙，
有罪不得加刑，即使有谋逆大罪,亦不
可株连全族,只可于牢中赐死，不可杀
戮于市”。

宋王朝的立国精神，跟儒家学派
的保守思想融合为一，宋王朝遂成为
士大夫的理想乐园。优厚的物质条件
加上当时社会的享乐心态，许多官员
失去了积极进取的锐气，但是我们的
柴大官人一直在韬光养晦，因为他的
血管里流淌着恢复大周的热血，他的
心中怀着复国兴邦的决心！

柴进有封地，虽然不能干涉地方
行政，但土地税收归他支配，掌握了庞
大的财富。作为一个前朝的皇族子弟，
他何尝不想复辟大周呢?为达到这个
目的，柴进联系与朝廷作对的人，拉拢
对朝廷失望的人，网罗有些本领手段
的人。

柴进广招天下客，结交朝廷官员，
偷养庄客，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军队。他
更积极地与江湖人物交往，热情赞助，
联络感情，成为名副其实的江湖老大。
被官府追捕的逃犯逃到他的庄上，他
都要亲自出面热情款待。因赌博争吵
打死同伴的石勇、杀死阎婆惜亡命江
湖的宋江都到他的庄园避难。被官府
发配的犯人，也可以顺道到他府上，被
高俅陷害发配沧州的林冲就是在柴进
府上打败了洪教头。即使被官府明令
通缉的要犯，他也屡屡加以荫庇，做下
惊天大案的晁盖等人就是柴进介绍入
梁山泊的。更有甚者，柴进厚赠银两支
持王伦占据梁山作为复辟大周的后
援。他为梁山提供经济支持，同时为梁
山输送了大批的人才。

柴进的野心没有逃脱当朝皇帝的
眼睛，为了防患于未然，皇帝安排高太
尉处理这件事，高俅从柴进的叔叔柴
皇城入手，派弟弟高廉到高唐州任知
州。高廉的小舅子殷天锡看上柴皇城
的花园是这个阴谋的切入点，柴皇城
被气死也只是阴谋的前奏。柴进不能
吃这个哑巴亏，去高唐州找仇人算账。
柴进终于入套，被调离自己的根据地
沧州，李逵打死殷天锡更是帮了朝廷，
柴进彻底落入朝廷的阴谋中，被高廉
捉拿入狱，房子等不动产全部没收，自
己也被关进了死牢，只等在“牢中赐
死”。

关键时候，他建立的梁山山头和
施过恩惠的人前来相救。梁山第一次
公开进攻州府，引起了朝廷的注意。宋
江领军救出了柴进，也让柴进明白：丹
书铁券是不能帮助他实现复辟梦想
的。

上梁山后，柴进与李应共同掌管
梁山钱粮，他发现，梁山没有固定的粮
食收入，只依靠抢劫是没有出路的。柴
进终于明白依靠梁山军队恢复大周王
朝是不现实的，遂成为招安的代表人
物。招安后，柴进彻底放弃了复辟梦
想，在征方腊途中，和燕青卧底方腊老
巢，获取方腊的信任，还因势利导成为
方的驸马爷，终于帮助宋江抓住了方
腊，立下大功。

得胜还朝后，柴进已经大彻大悟，
他怕皇帝不放心他的血统，推说中风
有病，退还官位，主动称病返乡为民，
过自己的生活，无疾而终，是梁山好汉
中下场最好的人之一。

（一）孩子若跟着我

们，有一百个也没了
俺是柳行岔的董文英，日

本鬼子大扫荡那段，俺二十六
七岁，正是奶孩子的时候，掩
护咱们的战士有小赵、小王、
小张、小刘、老杨、老郭、老
徐……俺是小组长。

小赵，叫赵仲玉，是宣大
演戏的，演打鬼子，宣传抗战。
他们也背枪打仗。小赵20岁左
右，长脸，白净。在医院生的孩
子，生孩子前还在前方打仗
哩。她在这里，俺掩护着坐月
子。那是1940年冬天，她男的叫
郭方恩，山西人，是个军官。赵
仲玉装成俺小姑子。她第二次
来，和坐月子相隔了几个月，
环境很不济了。在这里住了一
年多，她走的时候，俺送到董
家店子，那时宣大在青驼。后
来看俺好几趟。还有一个女
的，会拉弦，抱着俺的孩子，一
边拉一边唱，唱着唱着哭了，
说想她的孩子了。她孩子生下
来，没奶，在艾山后给人家了。
第二天就有人帮她抱来了。把
她喜的呀！和我一铺，她没奶，
我给奶着，吃在一起吃，打扮
和咱一样。青袄白里子，戴毡
毛头。是上级统一安排的。那
年七月底，摘豆角，徐瘸子来
了，我缝了一浅蓝褂给穿着。
这月还来一个小张，十五六，
发疟疾，直哭。

九月初五下晌，冯司务长
又送来个小孩，六岁，穿小制
服，是冯主任的孩子。冯主任
叫冯志廷，小孩叫冯永生。我
找出我闺女的花衣裳给他穿，
他怎么也不穿，我劝他说：“不
穿不行啊，你装不了老百姓，
就是小八路呀，鬼子逮着还活
命吗？”小永生说：“不穿，不
穿，就是不穿，穿老百姓的衣
服，还革命吗？”俺说：“怎么不
革命？革命不光看穿什么衣服
呀！你看，徐瘸子、小张，都穿
老百姓的衣服了！”好歹哄着
才穿了。冯主任是山纵一支队
卫生队主任。司务长说：“他娘
转移，带不了啦！怕让鬼子扫
荡扫去，她说放你这里放心。”
冯主任在俺家南屋住过。俺

说：“俺活着，孩子就不碍，您
和冯主任都放心就是。”司务
长说：“哪里也没有大嫂这脾
气！”永生不大怕事，来鬼子，
跑，我背着他，上地堰子，他在
我脊梁上喊：“妈妈，加油！妈
妈，加油！”一次让顽固分子围
住了，问：“是抗日小学的学生
吧？”俺说：“上抗日小学太小，
看这不是还得人背着！”后来
他爹来领他，说“来看看孩子
还有没有?若跟着我们，有一百
个，也没了！”永生他爹那队
伍，牺牲的剩不几个了。小永
生正骑高粱秸秆当马跑，问：

“爹，你的马呢？”
爹说：“我的马，牺牲了！”
他说：“骑我的马！爹，买

干（煎）饼给马吃！”
孩子还不想走啊，多远

了，直招手：“妈妈，再见！妈
妈，俺再来！”

冯主任领孩子走的第二
天，逢岸堤集，到了岸堤北巨
埠，被鬼子逮去，拉到了关东，
下了煤窑。后来跑回来的。

又过了好些年，孟良崮战
役后，冯主任又来过一次。说
来看看还有人没有，见俺家刚
让敌人炸了，南屋的基石都炸
出来了，北屋炸翻了，院子的

磨炸摇晃了，心里话：“毁了，
是没人了！”冯主任望着那情
景，一阵难过，啪啦啪啦掉泪
珠。打听了一下，知道俺转移
上沂北了，在那里见的。

冯永生眼前在上海，常来
信 ，开 头 总 说 ：“ 沂 蒙 山 妈
妈……”

（二）“看看不要紧，

再回来！”
俺是马牧池南村杨学田

家的，闺女出了嫁，就是谁家
的“家里”，回娘家都喊：“哎
哟，老杨家回来了！”

1941年那年，逃鬼子逃到
东大山。到了虎头顶南边，遇
上鬼子合击，见一些庄打出了
欢迎鬼子的小白旗，知道上圈
里了。这时，遇到了宣大的小
王，俺赶紧给她找件小男孩褂
穿上，戴上毡帽。晚上，回到黄
沟，放草垛里，用被子裹着。回
到家，房子烧光了，放后面地
瓜窖里，把地瓜往一边挪挪。
杨庆伦他爷来，吓得打哆嗦，
说：“怎么掩护了个大家都认
识的小妮？”俺说：“别害怕，越
害怕越出事。”告诉他，宣大五
个人都被冲散了，才只遇见了

小王。是纪玉利给推的头，戴
上毡帽。

半夜鬼子就来了。咱山纵
司令部住这村，鬼子来包围司
令部，扔了毒瓦斯。俺先是烟
呛得睁不开眼，直淌眼泪。西
屋住的部队正睡觉，赶紧起来
突围。俺往西跑，见不对，又往
东跑。跑上东山的时候，学田
在团圆墁遇上了宣大的另一
个，叫小崔，说：“这不是小崔
吗？”小崔直高兴，说一直在
找，各庄住，不敢回家，在外面
呆了七八天了。学田领到家
来，向纪玉利要来推子，在后
园里推的头，把她也放在地瓜
窖里。

这庄地形不好，鬼子没在
这里住。可四面都是鬼子。鬼
子的司令部就安在拔麻、长山
庄、桃花峪、野竹旺。天天吆吆
喝 喝 到 处 查 ，“ 有 八 路 队 伍
吧？”“有八路衣服吧？”“有八
路子弹吧？”杨福田也跟着吆
喝：“谁家藏着八路？”邻家都
知道俺家有人。房子烧了，敌
人不进来翻，怕有手榴弹。抓
去赵立安等六七人灌椒子水，
都没出卖的。凡藏的户，一个
也没有被弄出来。外庄有交
的，拔麻的村长和六个人集体
交的，把藏的咱的一个人绑着
交给了鬼子，咱的这个人后来
跑了，咱们把拔麻的村长等七
个人抓去杀了。朱家庄也交了
一个，是咱的一个战士，是村
长的父亲王百善叛变了交的，
把这个战士交给鬼子以后，鬼
子向他要枪，咱这个战士说：

“我是个当兵的，八路不要了，
把我的枪早收去了。村长有
枪，这个人是村长的爹！”鬼子
把村长的父亲砸死了。俺马牧
池，鬼子把全庄人吆喝一个地
方，一审再审，没一个交的。

这时，小崔还藏家里，用
酒壶送水给她喝，瞅天不亮领
着跑上了南沟里，让她在那里
躲了几天。在山头转，就是一
个人，谁也逮不住。扫荡快完
的时候转移走的，这时头发已
经好长了，穿男孩衣，铲鞋，俺
送到南边，一直过去辛庄，她
走了，挎着小筐当小要饭的。
俺说：“看看不要紧了，再回
来！”小崔直答应着：“嗯，嗯！”

□苗得雨

“沂蒙山妈妈”的述说（二题）

柴进：

被野心逼上梁山

□张洪贵

【民间记忆】

□刘传录

我给莫言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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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老师是从我们潍坊大
地上走出去的作家之一。凭借
小说“红高粱家族系列”，已是
家喻户晓。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后，一时“高密砖贵”。听说
来旅游参观的人，把他老家的
大青砖都一块块地搬走了，大
概是想沾沾获奖的喜气吧。

我是莫言《白棉花》的第一
位读者。当时，我刚从潍坊市朱
刘店煤矿党委办公室调到潍坊
凤凰影视中心专题部做编辑记
者。工作之余，常去市文联以文
会友。那时市文联在市府招待
所南面的楼里，《风筝都》杂志
社的办公室就在这里，韩钟亮
老师担任主编。杂志社还曾给
我发过一个记者证，我至今还
保存着。

大概是1991年的初春吧，
有一天韩主编突然打电话把我
叫了去，他交给我一个牛皮纸
袋子说，你要尽快把里面的稿
子抄出来，记住，千万不要丢

了。我打开一看，是莫言的中篇
小说《白棉花》手稿。当时我想，
这肯定是《红高粱》的姊妹篇。
可能是稿子刚写出来，里面涂
涂抹抹，改动很大，有些地方不
仔细看根本无法抄写。好在我
多少有点文学基础，一些词语、
段落，我还自作主张做了调改。
不知现在这篇小说是不是保留
了我当初改动的样子。

我买了一箱方便面（平时
舍不得买），请了一天假，披着
被子趴在床沿上（屋里很冷，只
有一张床），开始没白没黑地
抄。每个字、每个标点符号都抄
得很认真，有些错别字把握不
准，还查了字典。抄到很晚，腿
也麻了，胳膊也酸了，熬也熬不
住了，就站起身来活动活动身
子，用小钢锯条插到瓶子里烧
水。水有股塑料味很难喝，再啃
上包方便面……最后还是睡着
了，醒来时天已大亮，只好又请
了一天假。稿子交到韩主编手

里时，一箱方便面也啃完了，嘴
上也鼓了泡。我总算松了口气，
想以后可不接这样的活了。

《白棉花》以莫言在一家棉
油厂干临时工的经历为背景，
描写了农村青年马成功一直迷
恋年轻貌美的姑娘方碧玉，以
及国忠良、孙红花、李志高等人
的爱情故事。小说开头写道：

“我牢记着爹的话，衣袋里装着
母亲给我的十个鸡蛋，忐忑不
安地往支书家走。十个鸡蛋让
我心疼……”我也有过和他差
不多的遭遇，只不过我想去当
兵，他要去县棉花加工厂。1987

年，我在县文化馆肖云龙老师
的帮助下，也到一家棉纺织厂
干临时工，也对一个姑娘产生
爱慕之情，给她写了好多诗，其
中一首还被编入《当代爱情诗
选》。我们厂好多女工冬天上夜
班时，都开着机器跑到了没人
的地方，用棉花一埋睡觉。我们
故意发坏对着那里尿尿……小

说中好多情节都和我经历的很
像。当时也有过一阵冲动，想写
一篇这样的爱情故事。可惜没
有莫言老师那样的才气和功
力。后来听说，这篇小说他每天
从晚上八点写到早晨，只睡两
三个小时。一个春节期间，连续
写了三部中篇小说。难怪稿子
潦草，改动大。

《白棉花》发表在1991年第
一期的《风筝都》杂志上，后又
发表在了《花城》杂志，并由华
艺出版社结集出版了一个中短
篇小说集。2000年前后，台湾导
演李幼乔把它拍成了同名电
影，由苏有朋等明星主演，可惜
没有拍出《红高粱》的影响。

事情过去二十多年了，抄
稿时的好多细节都记不清了。
现在每每和别人谈起这段故
事，都调侃说我也应该继续写，
说不定找莫言老师指导指导，
能在国内获个什么大奖之类
的。我说，咱怕是没那本事。

1974年我刚被“解放”不久，便去沂蒙山一带跑了四
个多月，有计划地从一庄到另一庄，采访到了大量素材。
当年像“红嫂”那样掩护抗战伤员的人物比比皆是，从中
整理出两篇，用她们本人的语气，力求原汁原味，写出当
时的气氛。下面便是这些“沂蒙山妈妈”的述说———

沂蒙红嫂与战士（图文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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