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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明

西 点 军 校 创 办 于
1802 年，是美国第一所军
事学校，也是现存世界历
史最久远的军事院校。西
点军校位于纽约州与新
泽西州交界、哈德逊河西
岸的西点镇，如今成了著
名的旅游景点。从纽约市
中心出发，行车不久就见
哈德逊河宽阔浩荡，堤高
水急，壮丽无比。过了哈
德逊河大桥，从纽约州进
入新泽西州，高速公路两
旁都是高耸的山脉，山上
密布美洲红松，生态植被
保护良好。

行车约一个多小时，
朋友先带我们去一个叫
熊山的地方，这里可以登
高望远 ，俯瞰哈德逊河
谷，眺望西点镇，是绝佳
的观赏点。落基山脉如道
道波浪，拓向远方，在水
天一色的尽头，一条银色
大河劈山夺谷 ，呼啸而
来。哈德逊河在流经西点
镇时呈“S”状，且弯度很
急，过往的大型船舶经此
必须减速，来犯敌船则因
减速而易受攻击。熊山等
周围制高点具有居高临
下的战略意义，颇有“一夫
当关，万夫莫开”之势。因
此，美国开国总统乔治·华盛顿认为西点是
美国最具战略价值的一块阵地，是“打开美国
的一把钥匙”，并请外国专家设计建造了西点
军事要塞。

如今，西点镇早已不是兵家必争的军事
要地。像许多美国小镇一样，一座座小别墅
散落在绿树兰草间，还有餐馆、旅馆、购物中
心等，安静宁谧。使它闻名全球也已不是战
场遗迹，而是稍后于军事要塞在此建立的军
事院校。这充分展示了美国开国者的远见，
那就是再险要的雄关，也要靠有才的人来镇
守。西点军校成立两百多年来，为美国源源
不断地输出军事指挥和军事科技人才，成为
美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朋友介
绍，想进入西点军校，要经过严格的层层筛
选和名人推荐，都是百里挑一的青年才俊，
一旦入选，则视作终身荣耀。每年新生入学
和老生毕业典礼都会使西点小镇热闹非凡，
校友名流汇集，有时总统也会光临。有的家
长在镇上租房陪读，也算“学区房”，真是爱子
之心，古今中外，概莫能免。

西点军校建有自己的校史纪念馆，该馆
不啻为介绍世界军事近代史的博览馆，吸引
了不少军事迷络绎不绝地来参观。纪念馆展
示了不少从冷兵器时代开始的军械、军队用
品、军事工程技术以及与军事有关的旅游纪
念品。西点军校号称“美国将军的摇篮”，比
如，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统帅北方军的格兰
特将军和领军南方部队的李将军，都是西点
校友，战争期间各为其主。结果，格兰特技高
一筹，最终迫使李俯首称臣。还比如，第二次
世界大战名将巴顿将军也是西点军校的毕
业生，并以作风严厉、作战勇猛而被誉为“血
胆将军”。西点军校还是美国第一流工程学
校，整个 19 世纪前 50 年，西点毕业生修建
了美国大部分初始的铁路线、桥梁、港口和
公路。

最后一个项目是参观西点校园。西点军
校占地 1 . 6 万多英亩。校园依山傍水，绿树
成荫，风景优美。西点军校内的广场、道路、
建筑物都是以美国历史上著名军事将领名
字命名的，如华盛顿大楼、塞耶大楼、格兰特
大楼、艾森豪威尔大楼和雷兹广场等。除了
偶尔遇到着军装列队出操的学员，这里完全
像一所综合性大学校园。见到校训墙上的那
句格言，“要敢于战胜一切恐惧”，显示出不同
一般学校的特质。

韩福东

《京报》创办人邵飘萍 1926 年被张作霖杀害
之后，上海《申报》曾刊发过一篇简讯，称他的夫人
5 月 2 日晚在“法国医院吞金殉夫。”这个消息可
能不确，或许确曾有自杀的举措，但终归并未因此
殉命。

当时因丈夫去世，多有妻子“殉夫”的案例发
生，情况不一，并不总是出于贞烈理念的牵引。譬
如 1927 年 4月 5日，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胶东
护军使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及卫队长马文龙二
人，被张宗昌部下枪毙，公开的理由是他们三月间
在上海“贻误戎机”。毕庶澄死后，他的大夫人服毒
自尽，三夫人亦“自缢殉夫”。

如果考虑到毕庶澄死后，他的母亲公开发电
文给张宗昌和褚玉璞，称“子叛有据，死有余辜，本
人已不认其为子矣。”就知当时局面险峻，所谓“殉
夫”恐怕更多是情势所逼迫使然。

另一个殉情故事，看起来更和贞烈的理念相
关。上海的水烟商于钰桂和朋友携款前往甘肃经
营水烟生意。两人打算乘轮出发至汉口，转道河
南，再搭陇海线至甘肃。但在郑州车站，于钰桂
不知因何被火车碾断右腿，被送入医院后，亦因
受伤过重而毙命。于钰桂的妻子在上海福佑路的
家中得悉死讯，顿时昏去。一刻钟后才经人救
醒。

当时的媒体报道：“于妻性坚，吞金圈两只觅
死。有于父得知，即送医院救治，未知性命可保
否？”

曾任浙江定海县知事(县长)的陶在东，还写
过一篇文章，称他的朋友临榆王柏林从军旅病休
后，年已花甲，性情刚廉，他世代单传，一个人要同
时继承两家宗祧。他与妻子袁氏生有一子，名宝
诚，弱冠美才，1924 年春天突然病逝。宝诚的老婆
侯氏，出身农家女，因丈夫病逝而几次自杀，都被

人救了回来。亲友以长辈需要照顾为名要她活下
来，她答应了。

谁知到了八月，王柏林也病殁了。在给王柏林
送殡之后，侯氏与婆婆袁氏返回寓所，沐浴更衣，
先后服下预备好的毒药自尽。等到家人察觉，已施
救无效，过了四日，她们也去了黄泉。这变成了婆
媳共同“殉夫”的事件。在两人殉夫之后，亲友处理
后事，发现她们的衣钏摆放得从容井井，显然是做
好了充分的准备。

殉夫事件之后，王柏林的老首长济阳督帅也
亲临丧事，并令当地县知事按例对此进行褒扬。陶
在东为此写了一副挽联：双烈一门，就义从容，巾
帼光荣真学问；四棺两地，遭家多难，道途雪涕况
亲朋。

民国已经十几年了，“殉夫”这种行为仍然可
以得到政府的褒扬。陶在东在浙江也算一个闻人，
他和上海大亨虞洽卿、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甚为
交好，1931曾在《申报》发文《慰徐志摩之父申如
君》《虞洽卿君旅沪五十周年纪念赠诗四首》等。

作家周瘦鹃在《陶令尺牍》一文中说：“吾友陶
在东先生，宰浙江杭县，有儒吏称。”他说陶在东亲
民，被作为例子举出来的是：陶在东在水灾来临之
际，抢险赈济特别给力，所以卸任九个月后，沿江
各乡绅民还特别推举二十余人去他家里表达感激
之情。

陶在东的确是儒吏，他尊奉儒教伦理，同时信
仰佛教。当时贯穿儒佛道三教的印光法师是他的

偶像。我们可以看到，陶在东鼓吹《三字经》，成
立监狱感化会宣讲儒教与佛法，还与会稽道尹
黄涵之一道将印光法师的道行事迹呈报政府，
以题赐“悟彻圆明”匾额……

印光法师是“女德”的大力倡导者，也可以
说是近代佛教倡导女德的第一人。前些天丁璇
引发轩然大波的女德理念，实际上多可以溯源
到印光法师这里。

虽然现在不太敢这么提了，但女德的内在
逻辑指向仍很清晰。如果说印光法师曾经阻止
过女医生殉夫，但那更多是因为她有需要赡养
的人口，不能“致多数人失养”。印光法师所
推崇倡导的诸多经典，多在鼓励别人这样做。
佛教在此颇为矛盾，一方面反对自杀，另一方
面又对燃指、舍身喂虎等赞不绝口，一如“身
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却奇异
地投“殉夫”以青眼。

1924 年 6月 8日在南京发生的殉夫案例，
更具典型性。该烈妇姓于，名鼎贞，字淑芳，年二
十有七，直隶宁河县人，受过现代教育，毕业于
县立女校。她同宁河的张彭贤结婚，为其继配。
张彭贤毕业于北大文科，在交通部任职，以简任
职分发安徽。江苏都督齐燮元器其才，将其延揽
过来任咨议。彭贤在南京游历时，卧病不起，回
到宁河后，于鼎贞照顾他，“昼夜衣不解带者六
十余日”，并剜臂肉炖汤喂食他。但张彭贤到底
还是死了，停棺万寿寺。于鼎贞凭棺恸哭。而后

服药自尽，家人医救莫及。
于鼎贞是张彭贤的继室，张的前妻遗有子

女各二人，她均抚之如己出，事舅姑也孝顺。殉
夫前她遗书舅姑及其家属，谆谆以未能终养引
为己罪，她还部署家事，告诫子女细微备至。殉
夫前一日，她特地找人给自己照了张相，当时因
剜臂而包裹伤口的纱布还没有解开。

于鼎贞有令人敬佩之处，但可悲之处亦在
此，她成了“女德”教育的牺牲品。从剜肉疗伤到
殉夫，她的遗书告诉我们，她深陷这种非人化教
育，不能自拔。

剜肉给亲人吃，最早来自中医“以人为药”
的传统。如《新唐书·孝友列传》称：“唐时陈藏器
著《本草拾遗》，谓人肉治羸疾。自是民间父母
疾，多割股肉而进”。这个中医传统和佛教舍身
供养的说教结合在一起，成为中土“割股疗亲”
陋习绵延不绝的来源。如果将“二十四孝”中的
“割肉疗亲”和“卧冰求鲤”等结合在一起看，就
会发现，这一行为更被看重的其实是其背后支
撑的心念。发展到最后，人肉本身的药用色彩相
对淡化，而更强调剜肉割股的至诚心感天动地，
从而引发的灵感起到医疗效用，这和中医的巫
术底蕴也暗通款曲。

殉夫则更为复杂。虽有舍身的感天动地意
涵，但更多则与妇女的贞节联系在一起。一女不
事二夫，但与其守寡终身，不如殉夫同赴黄泉来
得节烈。

于鼎贞是知识女性，但她真诚地相信剜臂
肉炖汤可以医治亲人的病苦，她也相信殉夫代
表了一种崇高的人格与伦理。比她更为精英的
陶在东，一生热衷慈善，他也将对贞节牌坊的鼓
吹列入积德行善之列。所有这一切都和人品无
关，因为缺乏对这个世界的正知见，他们在一些
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一直是在以身作恶。

那些女德的倡导者，莫不如此。

“殉夫”事件：旧“女德”遗毒到民国新新闻闻考考古古

“ 所有这一切都和人品无关，因为缺乏对这个世界的正知见，
他们在一些生死攸关的问题上，一直是在以身作恶

侯严峰

这天下午，我们一群还在学校念书的学生，到
山东省烟台市人民武装部领取了“应征青年入伍通
知书”。

“入伍通知书”是一张巴掌大的红纸片，印有
毛主席身穿军装的头像，还有醒目的毛主席语录：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和“要
准备打仗”。

这天是 1970年 11月 19日。当年的我，差一个月
满 16周岁，和我一起入伍的烟台兵娃，最小的只有
12岁，正在读小学六年级。“入伍通知书”写的是“应征
青年”，可我们分明还是少年！
是的，我们的人生，从军旅启碇。
刚到部队，我们就被告知：未经允许，不得给家

里写信，不得透露部队的番号和驻地。熬了大概一
个月，写信的事才解了“禁”。

于是，兵娃们一个个屁颠颠地忙起来：买信纸、
信封和邮票，到处踅摸糨糊……

写信时，生怕别人看到，小兵们有的爬到上
铺，有的躲在角落，显得有些神秘。可是，过了好一
会儿，小兵们还握着笔，一个劲地傻愣。再看看铺
展的信纸，除了“亲爱的爸爸、妈妈”外，正文竟不
着一字。

也难怪，我们这些小兵，大都没正经念几年书。
人家喊我们文艺兵，这时候想想，有些辜负了“文艺”
这个词儿。

当小兵们还在苦思冥想，不知写些什么时，我
已写完了——— 满满三页。这时，一个小兵按捺不住，
死皮赖脸地央求：“借我看看吧？”拿过去，他并没看，
直接抄了一遍。这下可好，兵娃们便不再矜持，一个
个传抄起来……

从公社邮电所寄信回来的路上，大家还在算计
着家里啥时候能看到信，就听有人大呼：“哎呀，坏
了！”

“怎么了？”我问。一个小兵急切地说：“忙着抄你
的信，忘了署名！”我说：“那不要紧，反正家里也不知
道是我写的。”“什么呀！”小兵说：“抄顺了手，结尾连
你的名字一起抄上去了！”

1971 年春节前，我们这群小文艺兵被安排到
“学唱革命样板戏学习班”，排演“革命样板戏”《红灯
记》。一天，乐队拉小提琴的于瑞坤手里拿着一份电
报，急匆匆找到我，劈头就问：“小侯，人‘病故’了，还
能不能活？”
我不知实情，便不假思索地告诉他：“人病故了，

就是死了！”
“哇”的一声，于瑞坤大声哭号起来。
于瑞坤的初中也就读了一年多。他年仅 18 岁

的哥哥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病故。家里发来电
报，要他请假回家，这才有了他向我询问“病故”这回
事儿。
葛乐荣在烟台女兵中，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她

大我们几岁，按照烟台方言，我们都称她“嘎姐”。
在宣传队，来自各地的女兵很少讲家乡话，而

嘎姐却整天操着一口地道的烟台腔。
按说，葛乐荣在宣传队是绝对的“女一号”———

《沙家浜》饰演阿庆嫂、《杜鹃山》饰演柯湘，本应把普
通话当做演员的基本功。可是，除了排练、演出，她从
不讲普通话。

也怪，一些平时把普通话挂在嘴边的演员，上
台后偶尔会露了方言的马脚，而葛乐荣在舞台上却
字正腔圆，用标准的普通话把戏词说得京味儿十

足。
部队宣传队管理严。队领导要求所有人都

要讲普通话，但凡听到有人讲方言，就会提出批
评。嘎姐倔，只要领导不在场，她都满口烟台话：
“走，逮饭去！”

几个烟台男孩聚在一起也挺淘气。刚到部
队，每月 6元的津贴费还没发，可又嘴馋，我就
掏出离家时妈妈给的 5元钱，花上一毛几分，在
军人服务社买了几个苹果，每人分得一个。

苹果大小不一，分到每个人手里又不好意
思重新交换。我灵机一动，就说：“谁的苹果大，
咱们就咬一口。”

于瑞坤分的那只苹果大些。我们几个下口狠
了点儿，把苹果咬下差不多一大半。把小半拉苹
果还给于瑞坤时，他脸上就有了哭咧咧的模样。

我们这群烟台小兵，在部队度过了一个个
遗忘了祝福的生日和“成人礼”。没有鲜花，没有
烛光，也没有家人陪伴的温馨和欢乐。尽管如
此，我们还是无忧无虑的一群，因为我们拥有军
绿色的青春。

就像大山旷野盛开的野花，虽不浓艳，也无
芳香，但也蓬蓬勃勃，赏心悦目。

在宣传队，不少烟台兵都是挑“大梁”的骨
干：《红灯记》里的李奶奶是牟广芬，《沙家浜》里
的阿庆嫂是葛乐荣、沙奶奶是张抗美；乐队这
边，指挥兼作曲是张渤海，演奏京胡的是张少
鹏，我也被安排了二胡、高音二胡和小提琴演

奏……
牟广芬也是我们的“小大姐”。每逢演到《红灯

记》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的高潮部分———“学你
爹心红胆壮志如钢”，她都唱的惊天动地，演的珠
泪横流，惹得台下许多观众跟着她一把一把地抹
眼泪。演技好，又是离不开的女主演，当然深受器
重，入伍第二年，刚满 18岁的她就入了党。

张渤海入伍时已满 20 岁，在我们同年入伍
的小兵中俨然是个“大人”了。

排练大型组歌《歌唱英雄赵春华》时，合唱
队、乐队的人员大都来自连队演唱组。战士们不
乏激情，可就是音乐底子太差，一切都得从头来
过。从排演“样板戏”到各类综艺性节目，张渤海从
来没有遇到过这样难啃的“骨头”。

“相当多的演员没有唱过和声，乐手从没演
奏过配器。”让张渤海“头疼”的是，不少乐手连四
分之三拍子的重音在哪儿都找不到，更不用说演
奏出乐曲的预期效果了。

张渤海提出，要规范调整合唱队的声部，把合
唱队分为一组男高音、女高音，一组男低音和一组
女低音，3个组分别练习和声。乐队也是这样，弦
乐、木管乐和铜管乐、打击乐，都是按照配器分声
部练习。

张渤海主抓乐队排练。宣传队领导要求 10
天内完成合唱队与乐队的合排，结果只用了 7天
时间，合排任务就圆满完成了。令张渤海欣喜的
是，在组歌创作、排练和演出过程中，为基层连队
培养了一批急需的文艺人才，他们后来都活跃在
各级文艺演出队，为官兵文化生活奉献着自己的
艺术专长。

那时候，我们是驻守在素有“京津锁钥”之称
的长山列岛一群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文艺战士。岁
月如歌，白驹过隙，当年年龄最小的兵娃如今也
奔花甲之年了。

不知他们可好？

那年，人生从军旅启碇

“ 我们这群烟台小兵，在部队度过了一个个遗忘了祝福的生日
和“成人礼”。没有鲜花，没有烛光，也没有家人陪伴的温馨和欢乐。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忧无虑的一群，因为我们拥有军绿色的青春

韶韶华华

不要总用人的思维去衡量世间万物。很多人一辈子也没离开
过出生的地方，还有很多人倒是走得很远，只不过在一个地方扎下
根来，就再也不想离开，这样的人拥有的天地，和那些鱼拥有的天
地，不是一样的吗

“

鱼缸和保温杯
韩浩月

很少在家里养花种草养鱼，因为养啥啥死。从
小到大，植物只能养得活绿萝，动物只能养得活草
金鱼，至于它们能活多久，还得看运气。

女儿一周岁的时候，在菜市场外面的小摊上，
给她买过一条金鱼，本以为养不时间长，没想到一
养就养了六年。
六年时间里，这条金鱼“勇猛”地活了下来，不管

是懒惰了一连好几天没换水，还是全家一起出门半
个月无人喂食，都无碍它活得“生龙活虎”。
时间久了，金鱼的性格也有点像女儿，时而活

泼过度，时而安静悠然。慢慢地，就与金鱼建立了感
情，生怕哪天它不在了。
六年算是“长寿”的金鱼，终于有一天，它在鱼缸

里安静地过世了。我和已经七岁的女儿找来一个透
明的玻璃瓶子，把它装了进去，在小区公园的墙角
挖了个坑，把它埋了进去。并打算从此不再养鱼。

前段时间，去朋友家做客，他家客厅那个“海底世
界”般的大鱼缸，就让我流连忘返。朋友看在眼里记在
心上，不声不响给我做好了一个鱼缸，送到了家里。

自然，鱼缸是经专业人士之手专心配置好了
的。计有：热带鱼若干条、增氧机、恒温棒、光照灯、过

滤器、过滤石棉、砂石、水草，水草营养剂和硝化细菌
各一瓶。铺底的砂石上，还颇为细心地放了两头黄
色的小鹿。

养个鱼而已，搞得这么复杂。不过，有人给准备
好，还是乐得其成的。

把鱼缸在客厅找个舒服的位置安置好，拍了三
张图片传到了朋友圈，然后静静等待朋友们的点赞
评论。不过，第一条评论就差点把我噎住了，“鱼缸是
中年男人除了保温杯之外的标配”。

摇滚歌手赵明义的保温杯火爆那几天，心里还
曾暗自庆幸，幸好我不用那玩意。岂止不用保温杯，
中年男人那一套，比如手串、茶宠、大金链子等等，都
不喜欢，并以此标榜，还有颗少年心。

没承想，鱼缸在这里等着呐。终归还是没能跑

出中年男人的俗套。
自己还是小孩那会，看到中年男人种花养草、

钓鱼遛狗，就下定决心，自己成为大叔之后，绝对
不能这么堕落。四十来岁，正是闯天下、干事业、做
大事的时候，岂能把乐趣寄托在花鸟鱼虫身上？
现在看来，那时毕竟还是小孩，幼稚了，哪懂

得中年男人的心思。
搬了凳子，坐在鱼缸前，目光注视着小鱼儿

游来游去，看着看着出了神，回过神来一看手机，
竟然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小小鱼缸有什么吸引
力，竟能浪费掉一个人宝贵的一个小时的时间？

愣神归愣神，思想没先着，想了许多。先是觉
得小鱼儿们甚是幸福：鱼缸里“阳光”(光照灯营造
的)明媚、氧气充足、水源洁净、水草茂盛，既无外

忧之干扰，也无内患之烦恼，与小伙伴们嬉戏来
去，日子过得比生活在充满雾霾与噪音的城市里
的人幸福多了。

后来觉得小鱼儿们也挺可怜：远离了大江大
河大海，一辈子就蹉跎在这小小鱼缸里，外面什
么样的风景都没看过，眼睛一睁天亮了，眼睛一
闭天黑了，这样的鱼的一生，有何意义？

随即觉得自己可笑，和一条鱼谈活着的意义，
不是蠢就是傻。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哪怕到口的一
粒鱼食被别的鱼抢走了有些不愉快，但七秒之后，
又会欢天喜地地觅食去了。不要总用人的思维去
衡量世间万物。很多人一辈子也没离开过出生的
地方，还有很多人倒是走得很远，只不过在一个地
方扎下根来，就再也不想离开，这样的人拥有的天
地，和那些鱼拥有的天地，不是一样的吗。

有了鱼缸之后，像这样胡思乱想的时候毕竟
少，更多的时候，还是在心安理得地浪费十来分
钟甚至一两个小时。毕竟到了喜欢“花鸟鱼虫”的
年纪，得有点儿精神寄托。比起设定一个遥远的
目标让自己不至于失去奋斗动力，眼前的这个
“小确幸”更实在一些。

真的，也是有了鱼缸之后，我也更进一步理
解了那些用保温杯的朋友们。

捉错园
秦殿杰

(516)
“精彩分呈很优美”*，
“分呈”二症是错词；
众多节目纷纷演，
正写是“精彩纷呈”。

*“纷纷呈现”色彩多，不是单一
的“分呈”，是“纷呈”，如“戏曲会演
流派纷呈”。

(517)
“夜宵供应鲜螺丝”*，
“螺丝”之“丝”是大错；
(本指)软体动物淡水螺，
正写应当是“螺蛳”。

*“螺蛳”错成“螺丝”，怎么能
吃？

(518)
“克尽职守很负责”*，
句中“克”字是个错；
忠于职责很谨慎，
正写是“恪尽职守”。

*“恪”，谨慎而恭敬，严格遵守
本职应尽之责。不能错成“克服”的
“克”。

（待续）

感感怀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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