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水浒传》描写的第一个英雄是王
进，第一个梁山英雄是史进。王进是东
京80万禁军的教头，高俅上任要报复
他。王进只好带着母亲逃走，途中传授
武艺给史进，投奔延安府老种相公，可
是史进千里迢迢到延安府去寻找，却
没有找到，王进到底去没去延安府呢？

王进是个忠厚而且脑子比较清醒
的大孝子，人缘极好，武功出众。高俅
上任太尉，属下将官都来参拜，只有王
进因半月前病倒来不得，高俅便叫人
强请他并要打二十大板，发现王进的
父亲曾一棒打翻自己，便要公报私仇
杀了王进，幸亏同僚求情，王进才得以
暂时脱身。王进的第一反应是“不怕官
大、就怕现管”，与母亲商讨之后，决定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毅然离开繁华
的京都，抛弃高收入的工作，逃出了高
俅的手心。

王进在史太公庄里借住，偶然在
院里看到史进练棒，王进身为枪棒教
头自然会看出破绽。在史太公的恳请
之下，与史进对棒，虚实结合，轻易获
胜。史进也是个晓得事理的好汉，拜王
进为师，逐步达到精通十八般武艺的
程度。史进上梁山后属一流战将，其十
八般兵刃皆得王教头的悉心点拨而精
熟，王进的武功水平由此可见一斑。王
进和母亲离庄去了延安府以后，似乎
就再无音讯了。

王进到底去哪里呢？他逃过一劫，
而且忠心为国，所以他没有必要上梁
山落草。试想王进没有认清当权的嘴
脸，对他们忍让服从，出路有两条，一
是被迫害而死，二是像林冲一样被逼
上梁山，远离主流社会，身上背负反贼
的心理负担，即使招安也没有好下场。
从这点看王进是《水浒传》中最有智慧
的人。奸佞当道，君子在野，自古如此，
他隐姓埋名保护自己的安全，在史进
家里也不敢暴露，直到发现史进是个
人才，决心把自己的武艺通过史进传
下去，才报了真名。

王进走出史家庄就再无消息，消
失在茫茫人海中，他不会选择去延安
府老种相公处效力，他已经不再留恋
名声，更害怕高俅报复，虽然他和延安
府老种相公手下的军官有交情，却和
老种相公不认识，他不可能刚出虎口，
又把自己交给一个自己不了解的军阀
手中。何况老种相公也不敢违背高俅
的命令，久居官场的王进对此很清楚，
他打着投奔老种相公的名义是为了更
好地保护自己，也在徒弟面前保持一
下荣誉，他的唯一选择是消失在茫茫
人海中，隐居民间做一个自给自足的
农民。

王进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在经
济上应该很富裕，隐居后完全能够颐
养晚年、孝敬母亲，甚至娶妻生子。从
史进的武艺上看，王进的水平应该不
低于林冲林教头，至少比林冲全面。作
者完全有机会在后来的故事中写写王
进，甚至把他写成梁山的五虎上将。但
作者却把他处理为神龙见首不见尾，
离开史家庄再无踪影，施耐庵是有深
意的，用第一个出现的英雄的经历为
梁山上的人指明了出路，告诉人们即
使你有梁山好汉的本领也没有好下
场，王进的出路为你指明了方向，那就
是藏在民间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民，
快乐地生活。作者实际上把林冲和王
进作对比，林冲有同王进一样的家庭
和社会背景，本可以做出同王进相类
似的选择，但由于林冲抱有幻想，留恋
官场，最终落得一个家破人亡的下场。

历史上确有王进的原型，据文献
记载：禁军将领王进在京城得罪了上
级，隐姓埋名逃到延安小种经略府。金
军灭宋之时，王进又跟随种师中抗金，
在太原保卫战中，与种师中一起为国
捐躯。事实告诉读者，王进的选择远比
梁山108将的选择高明得多，王进的出
路是作者为梁山好汉安排的理想出
路，是对梁山好汉十损八九的无奈反
思。

今野博(又名金野博、中野
博)，日本秋田县人，1919年生。
毕业于秋田县实业学校。1939

年(民国28年)春，应征入伍，编
入侵华日军第32师团长田大
队。5月随军入侵中国，从青岛
登陆，驻山东省汶上县。8月2

日，随军到梁山“扫荡”，在独
山庄战斗中与13名同伙一起，
被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俘虏。9月
13日夜，与同伙趁暴风雨逃跑，
淹死3人，今野博又一次被俘。

被俘后，今野博思想十分
顽固，感到没能战死于疆场，
愧对天皇，企图自杀，幸亏八
路军及时发现，才自杀未遂。

为了转化其反动立场，八
路军指战员和“日人觉悟联
盟”对他进行了耐心教育，使
他逐渐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
的反动本质，认识到他们发动
侵华战争给中日两国人民带
来的严重灾难，从而产生了强
烈的反战思想。

1941年6月2日，今野博与
大喜正、上中庄太郎、板谷正
三、本桥超智等在华日本人发
起成立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
山东支部”，任宣传委员。成立
大会上，与会人员一致通过

《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山东支部
宣言》、《工作纲领》、《告日本
士兵书》等，郑重宣布：我们挣
脱日本军阀的枷锁，参加中国
人民抗日阵营，得以亲近如此
伟大民族的革命战士，感到无
比光荣。我们一定要竭尽全
力，在这场空前未有的大灾难
中，唤醒日本劳苦大众，推进
反侵略运动，促使被日本军
阀、财阀压榨下的日本、朝鲜、
台湾人民及早觉醒，结成反侵
略的统一战线，消灭人类的共
同敌人——— 日本帝国主义。

同年7月1日，今野博与其他
一些盟员在山纵驻地慷慨宣誓
参加八路军。并于22日在《大众
日报》上发表题词：我们醒悟了，
我们坚决站在革命立场上，为中
日两国人民彻底解放——— 奋斗
到底！不久，今野博到“日本工农
学校山东分校”参加汉语、修养
讲座，学习中文与一些政治常识
与时事等。结业后，化名中野博
到鲁中区从事反战活动，任反战
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

1943年7月，今野博被滨海
军区派遣到日照，随山东军区
第四武工队在日照城南付疃
河至涛雒一带日军据点做反

战工作。他用写信、打电话、寄
慰问袋、喊话、个别谈话等方
式瓦解日军。在武工队的掩护
与配合下，他努力开展对驻付
疃河日军据点日军翻译的争
取工作，并和他交上朋友。通
过翻译，武工队掌握了据点内
日军的大量情报，为消灭日照
日伪军奠定了基础。

为便于工作，武工队长于
镜清为他将名字中的今改为
金，从而更像一个中国名字。
大家都亲切地喊他金部长、老
金，与他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1943年初秋的一个夜晚，第
四武工队出动30多人包围了日
军驻付疃河的据点，由今野博与
翻译联系，先将装有宣传品的宣
传袋送入据点，然后用日语对碉
堡内的日军喊话。从日军在国内
的亲人受难，讲到侵华战争的惨
无人道；从日军内部的残暴讲到
八路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号
召日本士兵勇敢地站到“日人反
战同盟”一边……亲切、热情、声
情并茂的话语对据点内的日军
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开始喊话
时，他们还不时地打冷枪，后来

据点里逐渐静无声息。
此后，今野博多次对日照

各个日军据点喊话。随着八路
军武工队的军事打击和今野
博的宣传，日军士气低落，不
少人表现出厌战、思乡的情
绪……县城东门碉堡附近与
东海峪村旁先后发现了一些
日军自杀的尸体。

之后，今野博又对日照城的
日军进行策反工作。在武工队和
日照县敌伪工作站的帮助下，他
很快与日照城里的日军翻译接
上了头，并努力开展反战宣传。
当那个日军翻译了解到今野博
是真正的日本人，是日本反战同
盟的战士时，他恭敬地向他鞠了
一躬，羞愧地说：“你是日本人，
帮中国抗日救国；我是中国人，
却帮日本打中国。惭愧，惭愧！”
从此不断地通过今野博向我军
提供重要情报。

1944年7月，今野博由武工
队护送回根据地向“在华日人
反战同盟山东支部”汇报工
作，夜宿高兴区汪家庄子。次
日拂晓与到高兴扫荡的日伪
军遭遇。在突围中不幸被俘。

之后，武工队多次营救无
效，今野博被押到日照城，又转
到侵华日军驻济南宪兵队部。面
对酷刑，今野博坚贞不屈，始则
闭口不言，后则滔滔不绝发表讲
演，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
行，庄严宣告：“只要我不死，仍
要回到八路军中去！”后来，被秘
密杀害于济南。就义前，他大义
凛然，无所畏惧，不断地高呼：

“打倒日本法西斯军阀！”
1944年8月25日，中共山东

分局、八路军山东军区在赣榆
县“抗日山”召开追悼抗日阵
亡将士大会。会上，山东军区
政治部主任肖华向今野博致
哀，代表中国人民给予今野博
极高的评价：今野博同志与中
国人民的胜利同在，与中国的
高山流水同在！

反战同盟山东支部编演了
歌颂今野博的话剧《我们在一
起》，再现了今野博感人事迹。之
后，滨海军民将他的英灵安息在
苏鲁交界的赣榆县“抗日山”灵
园内，并为他建立了一座巨大的
手榴弹形纪念碑。碑上书“日本
国际友人金野博同志纪念碑”。

□邓撰相

今野博，为抗日献身的日本八路

王进为什么
没去延安府

□曹务堂

【民间记忆】

□刘传录

我的飞行员之梦
近日看到报纸上初中毕业

就能“报考飞行员”的消息，阅
之怦然心动，因为它使我回想
起我初中毕业时选拔飞行员的
那段往事。

1958年我初中毕业，那年
正好招收男飞行员。当时飞行
员是大家梦寐以求的职业，人
人都觉得当飞行员既能驾机遨
游蓝天，又能光宗耀祖。使人趋
之若鹜的另一个原因，是听说
飞行员伙食很好，每天都有肉
吃。一听到“吃肉”，我们就流口
水，对于农村的孩子来说，一年
四季只有过年时才能吃上肉，
平时就是咸菜和高粱面窝窝
头。因此报名者众，我记得全校
有100多名男生报名。

一天下午，县医院来了几
位医生给报名者做体检，仅视
力一项就刷去了一半，而我却
顺利过关，因为我的视力极好，
两眼均为“2 . 0”，记得体检之后
只剩下六个人。当天夜里，我们
六个人都被叫到当地的卫生院
睡觉，说是要抽血化验。那是我
第一次被抽血，也不知道化验
什么。

第二天，我们又被带到离
学校50多里的县武装部。当天

下午，武装部的一位干事带我
们乘汽车到济宁去做进一步的
体检。记得我们坐的不是公共
汽车，而是一辆敞篷汽车。那是
我第一次坐汽车，心中十分高
兴和激动。我们昂首挺胸地站
在汽车上，路两旁的树木急速
消失在视野里。

到济宁后，我们被安排好
住宿。第二天，那位干事带我们
到“山东省血丝虫病防治研究
所”，检查我们是否患有血丝虫
病。“血防所”是一座两层的小
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楼房，十
分好奇。我们在济宁住了两天，
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那里的
伙食。那是用鸡蛋、葱花炒的一
种米饭，我们从来没有吃过大
米，更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
西 ( 现 在 知 道 那 就是“ 蛋 炒
饭”)。虽然没有其他任何蔬菜
和汤水，但这喷香可口的“蛋炒
饭”却让我们这些农村孩子大
饱口福，至今难忘。

通过济宁的体检，只有我
一人过关，其他五人皆扫兴而
归。

接下来就是严格的“政治
审查”。有关人员四处调查我的
出身，是否是“地、富、反、坏、

右”子女，直系亲属中有无地主
或富农成分。我记得，连我奶奶
的娘家都调查了，真可谓“一丝
不苟”。因为这点在当时非常重
要，如果你出身不好，那就意味
着你政治上不可靠。如果你政
治上不可靠而成了飞行员，将
来你驾着飞机跑了怎么办？谢
天谢地，我的“政审”顺利过关。

当时我们县有两所中学，
我在二中。经过各种体检和“政
审”，一中和二中各剩下一个。
当时消息轰动了乡里，十里八
乡的人都知道我要“开飞艇”了

（当地老百姓把“飞机”叫做“飞
艇”)，因此我当时也成了轰动
乡里的名人。家人倍感荣光自
不待言，同学纷纷向我投来羡
慕和祝贺的目光，连邻里乡亲
见了我也都竖起大拇指。看起
来他们比我还高兴和自豪，就
好像我中了“状元”，觉得我们
村终于出了个人物。

大约一个多月以后，县武
装部通知我到济南体检。武装
部干事带我俩乘汽车到了兖
州。记得到兖州时日已西沉，他
带我们到兖州武装部住宿，准
备第二天乘火车去济南。记得
车站离武装部很远，大约有三

四里路，很快夜幕降临，走到半
路天就黑了。虽然是夜间看不
清兖州的真面目，但我从来没
走过这么长的街道，心想兖州
真是个大城市。

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
的事情发生了。不知何故(至今
我也不解)，当天晚上那位县武
装部干事告诉我说：“你不用去
济南了。”他的话使我半天没有
转过神来，当时我简直不敢相
信自己的耳朵。之后，那位干事
又对我说了一些安慰的话(我
也没听清他到底说了些什么)，
这才使我慢慢回过神来。当时
我觉得此话犹如晴天霹雳，瞬
间打碎了飞行员之梦，我实在
无法承受这突然而至的云泥之
别。当晚我辗转反侧，彻夜未
眠，甚至觉得没有脸面回家，遂
生“无颜见江东父老”之感。

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当时
我去了济南也肯定没戏，因为
我看见别的小孩在原地转圈就
头晕，根本无法通过“旋转辨
向”这一关。

飞行员之梦破灭了，但它
却给我留下了一段不寻常的记
忆。50多年过去了，当时的一幕
幕情景仍记忆犹新，恍如昨日。

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中华儿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终于粉碎了敌人妄图侵吞我中
华的美梦。其间，一些参与侵华的日军在我军的感召与教育下，幡然醒悟，倒戈相向，与我
军一起，英勇无畏，与日寇进行着一次次殊死搏斗，直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今野博即
是其中之一。

今野博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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