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山好汉108人中有媳妇的不多，露脸
的就更少了，仅有李应、徐宁的妻子有说句
台词，林冲和林娘子算是有情有义的一对，
林娘子却落了一个为情自杀的下场。整部
书中夫妻恩爱、儿子出色的只有张清一人。

张清，祖籍章德府，绰号没羽箭，年少
英俊，擅长飞蝗石绝技，百发百中，人称“没
羽箭”。张清在第七十回出场，是梁山最后
一个上山的天罡星，倒数第二个入伙，虽出
场较晚，未给梁山建立寸功，却高居第16

位。是什么原因让他占据了这个位置，绝对
不是书中所说的天意，其实都是宋江的安
排。

宋江和卢俊义以抓阄的方法确定了各
自要攻打的城池，东平府和东昌府都是紧
临梁山的前线府州，兵马都监皆为选派的
强将，东平府兵马都监董平和东昌府兵马
都监张清都是人才。宋江攻下了东平府，卢
俊义却在东昌府连输两阵，这主要是张清
的功劳。从另一个角度说，张清阻止了卢俊
义登上一把手的进程，帮助宋江坐稳第一
把交椅。

张清出场瞬间就征服了宋江，让他喝
彩不已。接下来更是飞石绝技，连打梁山十
五名大将。徐宁、宣赞、呼延灼、刘唐、朱仝、
雷横、董平、索超和鲁智深都被他打伤；关
胜、杨志、燕顺被他打败逃走；刘唐被打中
活捉。从宣赞的经历看出，张清的石子比花
荣的弓箭实用，宣赞能躲避花荣三箭，所以
迎战张清时说：“你打得别人，怎近得我！”
话音未落，张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赞嘴
边。梁山的名将，除了卢俊义、林冲、花荣，
大都在张清面前栽了跟头，这也彻底震撼
了宋江，宋江亲自解开张清的绳索，请他入
伙，张清上梁山后排在天罡星第十六位也
就不出人意料了。

如果说张清上梁山后有一点点功劳的
话，那就是向宋江举荐了兽医皇甫端，使其
成为最后一个上山的地煞星。自此，一百单
八将齐聚梁山，宋江的天罡地煞理论得到
了实现。

不仅宋江喜欢张清，作者更是对他情
有独钟，送给张清一个浪漫唯美的爱情故
事。故事的女主角琼英是田虎手下的女将，
美貌绝伦，飞起石子百发百中，人称“琼矢
镞”，她的飞石打过梁山的扈三娘、孙新、林
冲、李逵、解珍等人，威力不在张清之下。张
清和琼英的爱情结缘于飞石，更与两个梦
有关。琼英为报父母仇，梦见神人传授武
艺，一绿袍年少将军教她飞石绝技，许下宿
世姻缘；张清养伤期间梦一秀士请他去教
一个女子飞石，说那是将军宿世姻缘。

按照吴用的部署，张清化名全羽，和安
道全一起打入襄垣城内卧底。演武场上，琼
英见到全羽的长相和梦中教其飞石的人相
同，便暗暗吃惊。当两人的石子在空中相
遇，雪片般落将下来时，两人知道对方就是
自己梦中情人，他们的爱情不期而至。

张清和琼英两人情意相投，志同道合，
可以说是整部书中不多的爱情故事。他们
里应外合占领襄垣城，活捉田虎。在东京法
场，琼英以田虎的首级祭奠父母。皇帝为表
彰其功劳，让张清官复东昌府旧职，封琼英
为贞孝宜人，连她为节而死的母亲宋氏也
被朝廷赠封为介休贞节县君，建祠表彰。

张清的飞石是梁山战场上的一大法
宝，石子给了他战无不胜的威望，也让他走
了麦城。卢俊义进军方腊的独松关，张清与
董平私自出营抢关，二人因地形限制放弃
战马，步行上山，关键是张清的飞石是放在
马鞍后的锦袋中，弃马步战等于放弃了自
己的独门绝技。近距离用枪，张清从战神变
回了凡人，为救董平，张清手中那条枪刺在
松树上拔不出来！被厉天闰趁机一枪戳中
腹部，和董平一起凋零在独松关下。

《水浒传》基本未涉及梁山一百零八将
的后代，独对“双清”的后代有交代。宋清有
一个官至秘书学士的儿子宋安平，很大程
度是沾宋江的光；另一个就是张清的儿子。
征讨方腊，琼英因为怀孕留在东京，生下面
方耳大的儿子张节。琼英闻得丈夫被杀死
于独松关后，哀恸昏厥，亲自到独松关扶柩
到张清故乡彰德府安葬。在琼英的培养下，
张节成了战功赫赫的抗金名将。得封官爵，
归家养母，奏请表彰其母贞节，这为张清和
琼英的爱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张清
也当仁不让地成为梁山好汉中唯一妻荣子
贵的战将。

褚雅青，原名褚敬斌，1902年出生在
微山塘湖乡(原属滕县八区)李张阿村。7

岁时入私塾，后因家境贫穷辍学。怀揣救
国梦的褚雅青1919年离乡背井，南下福
建、广东投奔旧军队，曾任连长等职，1926

年参加北伐。“四·一二”政变后离队去徐
州基督医院学医两年，结业后在家乡南
石、周营、马兰屯等地行医。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
陷，褚雅青愤而赋诗一首：“山河破碎吾
心碎，世浊无处不冤魂。雅青愿为苍生
故，弃医寻法闯天门。”立志救国救民的
褚雅青于1932年再次南下武汉、九江等地
寻找党组织，因未能如愿找到党组织，只
好回枣庄矿区办学校，并将广仁医院从
周营迁来枣庄，白天行医，晚上帮助工人
学习文化。由于业务上的交往，褚雅青结
识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郭子化，并
在其引导下于1933年加入共产党。此后即
以行医为掩护积极从事党的地下工作。

1935年10月，特委派褚雅青到抗大五
分校学习结业被任命为八路军山东纵队
机关第五科科长，奉命去微山湖一带开
展工作。褚雅青仍以行医为掩护，秘密开
展党的活动。

1936年6月17日，在雅青医院的小楼
上召开苏鲁临时特委紧急会议。会上决
定临时特委机关迁往抱犊崮，留下褚雅
青负责联络；将褚雅青开办的广仁医院
作为临时特委机关的地下联络站，并在
大北庄和高桥开设两个中药铺，作为联
络站分站。褚雅青负责来往同志的接待
工作，他行医的收入除维持开业所需，大
都用于解决来往同志的膳食、路费等。

日本侵略军占领枣庄后，褚雅青赶
往大北庄，将从枣庄撤出的工人组织起
来，于1938年3月在大北庄建立了抗日武
装。不久，大北庄抗日武装便与朱道南、
刘景镇率领的抗日自卫团合编为抗日义
勇队第三大队，褚雅青任第三大队第三
中队队长。同年5月，正式成立了人民抗
日义勇队总队，褚雅青任军医处处长。苏
鲁豫皖边区特委决定由褚雅青在西集大
庙建立医院。为抢救战斗中负伤的战士，
在医务人员、药品和医疗器械严重缺乏
的情况下，褚雅青从地方动员来几位乡
村医生，整理好从枣庄带出来的医疗器
械，全力投入到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1939年4月褚雅青被调到苏北邳县陇
海游击支队(9月改为115师陇海南进支
队)任作战参谋。不久，被上级派往“山纵”
14区队任参谋长。1939年12月运河支队成

立，褚雅青调回
运河支队任作
战参谋。

1940年11月
初，鲁南军区决
定让运河支队
大部进入抱犊
崮山区休整。朱
道南、褚雅青等
率小部队继续
在运河西岸坚
持斗争。其间，
部队在槐树湾
村被敌人包围。
褚雅青身先士
卒，协助朱道南
指挥部队浴血
奋战，打退了敌
人的多次冲锋，以百余人的兵力，粉碎了
千余日军的合围突击。槐树湾战斗是运
河支队抗日战史上大量歼灭敌人的著名
战役。战斗中，褚雅青负伤，被送往鲁南
军区医院治疗休养。伤愈后，他被派往微
山湖区去领导地方武装。

1941年6月22日夜，各路游击队的负
责人在小袁庄附近召开会议，研究制订
收复微山岛的作战计划，大家一致推选
褚雅青为作战总指挥。褚雅青指挥各路
武装分乘十几条船向微山岛进发，他自
己带领3个加强班，主攻杨村东部的伪
军团部。褚雅青派部分队员在伪军团部
西面组织佯攻，将火力吸引过来。他则
率敢死队从东面迅速逼近伪团部北墙，
在墙上掏洞放置4支鸭枪，向大院里的
敌人猛攻。敌人死伤惨重，于黎明时分
推倒东北角的院墙，拼命向微山湖中溃
逃，误入渔民为捕鱼而布置的鱼钩网阵
里，乖乖地当了俘虏。这次战斗，歼灭驻
岛伪军200余人，活捉伪团副苏海如，缴
获了一批枪支弹药，使微山岛又回到人
民手中。1941年12月，峄县县委决定成立
峄县县大队，褚雅青任副大队长。

1942年春，鲁南军民的抗日斗争进入
最艰苦的阶段。4月20日得到情报，临城、
沙沟、塘湖、韩庄、夏镇等据点的日军集
结，准备大举进攻微山岛。当天晚上，驻
岛各武装及微山湖办事处负责人召开紧
急会议，决定坚守微山岛。指挥部设在吕
蒙村，其中褚雅青率峄县大队30余人和
运支一大队八中队守微山岛门户杨村渡
口。21日凌晨，日军2000余人分乘船只，在
机枪、大炮的掩护下，向杨村渡口扑来。

褚雅青率领队员们严阵以待，待敌人靠
近，集中火力猛烈射击，敌伪伤亡甚重，
退回船上。敌人连续三次进攻均被我方
打退，湖滩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敌人的尸
体。敌人正面进攻失利，遂改变策略，一
面继续佯攻杨村渡口，一面集中兵力攻
打指挥部所在地吕蒙村。因敌众我寡，指
挥部命令各路武装撤离微山岛。由于敌
伪炮火封锁严密，褚雅青没能接到指挥
部的命令。

上午9时，敌伪占领该岛西部的山
头，架起机枪向杨村阵地猛烈扫射；湖面
上的敌人也趁机向岛上扑来。褚雅青将
队员们分成两个小组，分头抗击敌人。因
兵力十分悬殊，10时许褚雅青所率部队
仅剩下几名队员，他本人身负重伤，在此
危急关头，他命令幸存的战士立即突围，
自己留下掩护，战士们不肯离去，要背着
褚雅青突围，褚雅青严肃地说：“不行，我
的伤很重，背着我，都出不去。同志们请
服从我最后一次命令吧！”战士们在褚雅
青严厉命令下方含泪离去。队员们突围
后，褚雅青支撑着受伤的身体烧掉文件，
将仅有的几粒子弹压进枪膛，饮弹自尽，
壮烈殉国！年方40岁。

褚雅青壮烈殉国后，爱国诗人孙倚
亭曾赋诗赞曰：我爱雅青勇出群，半生革
命逐风尘。隐身自擅黄歧术，除恶人称

“黑煞神”。百战英雄常藐敌，一朝湖水竟
成仁。而今湖水明如镜，历数英雄更忆
君。褚雅青牺牲后，安葬在位于微山县微
山岛乡李张阿村后褚氏祖林内，坟墓前
由原微山县塘湖乡政府所立的墓碑，上
书“褚雅青烈士之墓”。

□王祥林

弃医寻法闯天门 历数英雄更忆君
——— 褚雅青抗日二三事 梁山好汉中谁最后

妻荣子贵？

□郑云霞

【民间忆旧】

□刘传录

一只老座钟
很小的时候，家里没有任何钟或表，

早晨起床多是听公鸡打鸣。经常正睡得
迷迷糊糊，听母亲对父亲说：哎，快起来
吧，鸡叫三遍了。我不知道鸡叫一遍和三
遍母亲是怎么听到的，我只知道鸡叫三
遍的时候，父母就得起床，开始一天的劳
作了。

第一次有钟表忘记是哪一年了，只
记得眼瞅着要过年，可家里一分钱都没
有，父亲坐在火炉子旁，闷头抽了几晚上
烟叶子后，终于决定瞒着大队里，偷偷去
外地踩藕，以补贴点家用。可是，一个多
月后，父亲出去踩藕的事还是被大队里
知道了，大队书记来家里好几趟，要求父
亲尽快赶回来，还要把这一个多月所挣
来的钱交给大队一部分。没办法，母亲让
大舅骑着自行车跑了很多路才把父亲找
回来。回到家的那天晚上，父亲在煤油灯
下把钱仔细地理顺，一张一张数完，然后
递给母亲。一共一百多块，那可是一笔很
大的数目，不仅春节的衣服、白面、肉有
了着落，连第二年春天自留地里的粮食
种子和我们上学的费用也有了。母亲拿
着钱对父亲说：队里的钱先不给，咱先买
只座钟吧，孩子早晨上学的点总是不准，
不是起得太早就是迟到。因家里的大小
开支都是母亲说了算，父亲当然不会反
对，他只是小心翼翼地说：那队里愿意

吗？母亲说：先不管了。就这样，第二天父
亲用自行车驮着母亲去了滨州市，花了
三十九块钱，买了一只座钟回来。

座钟是母亲用一个包袱严严实实地
包回来的。座钟是土黄色的，前面罩着玻
璃，亮晶晶的，分针和时针是黑色的。父
亲用手拨着座钟的分针，回头让我打开
收音机，听里面的准确时间。他每转到半
点的时候，座钟都会“当……”响一下，转
到整点的时候，会“当当当”响几下。那声
音清脆、悦耳。我和弟弟非常好奇，歪着
脑袋去看座钟的后面。后面有个长臂小
锤子，每到半点或整点就自动地抬起来
敲，一下、一下，干脆、利索，特别神奇。

调整好时间，父亲把座钟放在条几
的正中间，母亲屋里屋外忙碌着，每到条
几前都会停下来看一眼，喜滋滋的样子。

晚上，一家人正在吃饭，院门响了。
有人敲门！父母相互看了一眼，都露出慌
张的神情。母亲说是不是大队里来要钱
的。话未说完，父亲放下筷子迅速站起
来，顺手从饭桌后边的床上拽下枕巾，走
到外屋，把座钟用枕巾包起来抱进了里
屋，放进了床后边的木头箱子里，顺手又
拿起一床小褥子塞进去。这才叫我开门。

我打开院门，舅舅站在门外，他埋
怨：怎么这么长时间才开门？舅舅进到屋
里，父母一看是他，也都松了口气。舅舅

刚坐下，就听到“当、当、当”几声，虽然比
较微弱，但还是很清晰的。舅舅疑惑地看
着母亲：什么声音？母亲“哦”了一声说：
没啥，没啥，一起吃饭吧。

就这样，那只座钟每天早晨被父亲
包好放在箱子里，晚上八九点估摸着家
里不会来人了后，再抱出来放在条几上。
大队里也来要过几次钱，都被母亲以出
去踩藕没赚到多少钱给搪塞过去了，直
到第二年夏天自留地里的菜卖了，才慢
慢还上。钱还上后，那个座钟就光明正大
地摆在了条几上。后来，母亲去赶集买回
来两个花瓶，两束塑料花，在座钟的两边
一边放一个。在夏季时，母亲也会在地里
采两束野花插在瓶里，到了冬季就又换
回假花。

今年春节，我回老家，正在吃饭，听
到老座钟拖着长音响了起来，在“当”和

“当”之间还咝咝啦啦的，很像年龄大了
的老人呼吸时嗓子里发出的那种声音。
我放下筷子，来到了父亲的卧室。他床旁
边的三抽桌上放着那只老座钟，颜色已
经暗了，玻璃罩子上也像蒙上了一层雾，
像老人的眼睛混浊不堪。我看了一眼手
机，时间依旧是准的。我仿佛看到那个长
臂小锤子慢慢地、艰难地抬起胳膊敲打
着。抬头看看父母，我的心突然像被什么
揪了一下，生疼。

褚雅青烈士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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