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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友谊的渴望，深镌于人

类基因，代代传承，寄托着每

个个体关于社会关系最美好

的一个层级的渴求。

周瑜这样重情重义之人，

他与诸多先人和后辈，构成了

中国传统文化人品高洁、情义

无价的浩浩长河

关山远

修修复复版版的的《《英英雄雄本本色色》》前前不不久久上上映映了了，，空空气气中中
都都是是怀怀旧旧的的味味道道：：风风衣衣、、牙牙签签、、钞钞票票点点烟烟…………想想想想
也也真真是是感感慨慨：：这这部部电电影影在在 11998866年年首首映映，，33 个个男男主主
角角，，如如今今周周润润发发只只见见零零星星露露面面，，狄狄龙龙则则消消失失久久矣矣，，
而而张张国国荣荣，，永永别别这这个个世世界界，，已已有有 1144年年了了。。

无无论论当当年年是是城城市市孩孩子子还还是是小小镇镇青青年年，，都都曾曾被被
《《英英雄雄本本色色》》中中展展现现的的男男人人之之间间的的情情义义深深深深打打动动，，
电电影影里里，，他他们们历历经经磨磨难难，，却却从从不不放放弃弃对对兄兄弟弟情情义义
的的追追求求。。

重重温温这这部部电电影影，，突突然然想想起起历历史史上上的的一一个个人人物物
来来，，他他被被后后人人有有意意抹抹黑黑，，形形象象长长存存误误解解，，但但真真实实的的
他他，，于于乱乱世世之之中中恪恪守守情情义义，，在在朝朝三三暮暮四四的的年年代代，，做做
一一心心一一意意的的兄兄弟弟，，近近乎乎完完美美地地诠诠释释了了什什么么叫叫作作
““男男人人的的友友谊谊””。。

他他叫叫周周瑜瑜，，字字公公瑾瑾。。

一

安安徽徽寿寿县县，，一一个个英英俊俊少少年年下下马马，，叩叩响响了了门门环环。。
大大门门打打开开，，又又一一位位英英俊俊少少年年出出现现。。

这这是是周周瑜瑜与与孙孙策策的的第第一一次次见见面面，，时时在在公公元元
119900 年年，，两两人人都都是是 1155 岁岁，，周周瑜瑜比比孙孙策策小小一一个个月月。。
正正是是现现在在初初三三升升高高一一的的年年龄龄，，但但 1155岁岁的的孙孙策策，，已已
经经是是一一个个名名气气颇颇响响的的社社会会活活动动家家了了。。当当时时他他的的父父
亲亲孙孙坚坚正正率率兵兵与与黄黄巾巾军军作作战战，，把把家家眷眷安安置置在在寿寿
县县，，孙孙策策小小小小年年纪纪，，就就开开始始在在寿寿县县四四处处结结交交名名士士，，
名名气气越越来来越越大大。。周周瑜瑜是是舒舒县县人人，，慕慕名名前前来来拜拜访访。。今今
天天从从舒舒县县到到寿寿县县，，高高速速公公路路开开车车也也得得两两个个多多小小
时时，，可可见见周周瑜瑜的的心心很很诚诚。。

““投投缘缘””，，是是男男人人友友谊谊的的基基础础。。两两人人一一见见如如故故，，
顺顺便便贡贡献献了了一一个个成成语语：：““总总角角之之好好””，，意意思思是是指指小小
时时候候很很要要好好的的朋朋友友。。话话说说““一一山山不不容容二二虎虎””，，孙孙策策、、
周周瑜瑜都都是是虎虎虎虎有有生生气气之之人人，，而而且且都都是是帅帅哥哥，，《《三三国国
志志》》上上这这么么写写孙孙策策：：““美美姿姿颜颜，，好好笑笑语语，，性性阔阔达达听听
受受””，，这这么么写写周周瑜瑜：：““长长壮壮有有姿姿貌貌””，，两两个个如如此此优优秀秀
的的人人，，能能够够成成为为朋朋友友，，很很难难得得，，比比如如孙孙策策和和刘刘备备就就
成成不不了了朋朋友友，，1144岁岁时时，，他他去去拜拜见见大大军军阀阀袁袁术术，，听听
说说刘刘备备来来了了，，孙孙策策要要走走，，袁袁术术问问：：““刘刘备备来来和和你你有有
什什么么关关系系？？””孙孙策策回回答答说说：：““不不然然，，英英雄雄互互相相妒妒忌忌。。””
说说完完就就走走，，刘刘备备只只看看到到他他一一个个背背影影。。但但孙孙策策与与周周
瑜瑜就就这这么么成成了了朋朋友友，，而而且且终终生生不不渝渝，，原原因因可可以以很很
多多，，也也可可以以就就两两个个字字：：投投缘缘。。

寿寿县县离离战战场场比比较较近近，，周周瑜瑜就就劝劝孙孙策策带带母母亲亲弟弟
弟弟移移居居舒舒县县，，孙孙策策同同意意了了，，于于是是搬搬家家南南下下到到舒舒县县，，
周周瑜瑜让让出出路路南南的的大大宅宅院院供供孙孙家家居居住住。。两两个个好好朋朋
友友，，就就这这么么住住一一起起了了。。但但朝朝夕夕相相处处的的时时间间并并不不长长，，
翌翌年年，，孙孙坚坚战战死死的的消消息息传传来来。。

孙孙策策堪堪称称东东汉汉末末年年的的杰杰青青，，作作为为孙孙策策父父亲亲的的
孙孙坚坚，，也也是是一一代代杰杰出出人人物物，，能能力力与与品品格格，，均均为为世世人人
称称道道，，他他当当时时是是讨讨伐伐董董卓卓联联盟盟的的主主力力，，把把董董卓卓打打
得得团团团团转转，，董董卓卓手手下下的的超超级级战战将将吕吕布布，，也也败败在在孙孙
坚坚马马下下。。遗遗憾憾的的是是，，东东汉汉末末年年，，天天下下大大乱乱，，群群雄雄竞竞
起起，，谁谁也也不不服服谁谁，，谁谁都都想想吃吃掉掉谁谁，，军军阀阀之之间间的的主主
流流，，是是投投靠靠与与出出卖卖、、利利用用与与抛抛弃弃，，一一身身正正气气的的孙孙
坚坚，，注注定定是是悲悲壮壮收收场场。。他他在在一一场场战战斗斗中中遭遭刘刘表表部部
将将埋埋伏伏，，中中暗暗箭箭而而死死，，他他的的部部下下，，被被大大军军阀阀袁袁术术吞吞
并并了了。。这这一一年年，，孙孙策策 1177岁岁。。

他他把把家家从从舒舒县县搬搬到到扬扬州州，，然然后后去去找找袁袁术术索索要要
父父亲亲的的旧旧部部，，但但军军阀阀个个个个拥拥兵兵自自重重，，怎怎肯肯割割肉肉？？袁袁
术术忽忽悠悠孙孙策策自自己己先先去去募募兵兵。。当当时时各各地地都都为为大大大大小小
小小的的军军阀阀所所割割据据，，今今天天与与这这个个结结盟盟，，明明天天遇遇那那个个
袭袭击击，，经经历历很很大大一一番番波波折折，，孙孙策策组组建建了了一一支支数数百百
人人的的队队伍伍去去见见袁袁术术，，后后者者这这才才将将孙孙坚坚旧旧部部数数千千人人

中中的的一一千千多多人人交交还还给给孙孙策策统统领领。。
名名义义上上，，孙孙策策归归袁袁术术统统管管，，袁袁术术也也很很欣欣赏赏他他，，

但但袁袁术术此此人人反反复复无无常常，，言言而而无无信信，，孙孙策策对对他他越越来来
越越失失望望，，想想自自立立门门户户，，请请求求渡渡过过长长江江去去招招募募兵兵马马，，
袁袁术术知知道道他他走走了了肯肯定定不不会会再再回回来来，，但但小小算算盘盘一一
打打：：孙孙策策要要去去的的地地方方，，全全是是些些狠狠角角色色在在盘盘踞踞着着，，他他
去去了了也也没没什什么么作作为为，，于于是是同同意意了了。。这这样样，，孙孙策策开开始始
了了自自己己辉辉煌煌的的创创业业史史。。

他他的的部部队队作作战战勇勇猛猛，，而而且且纪纪律律严严明明，，老老百百姓姓
都都很很欢欢迎迎，，关关键键的的是是，，他他的的总总角角之之好好周周瑜瑜也也带带兵兵
过过来来支支持持他他了了，，史史载载，，““策策大大喜喜曰曰：：‘‘吾吾得得卿卿，，谐谐
也也。。’’””孙孙军军四四处处征征战战，，两两人人配配合合默默契契，，公公元元 119999
年年，，孙孙策策周周瑜瑜攻攻破破皖皖城城，，所所获获甚甚丰丰，，其其中中有有两两个个美美
丽丽的的女女俘俘虏虏，，乔乔公公的的女女儿儿大大乔乔与与小小乔乔，，皆皆国国色色天天
姿姿，，孙孙策策自自纳纳大大乔乔，，周周瑜瑜纳纳小小乔乔。。孙孙策策还还对对周周瑜瑜
说说：：““乔乔公公之之女女，，虽虽经经战战乱乱流流离离之之苦苦，，但但得得我我们们二二
人人做做女女婿婿，，也也足足可可庆庆幸幸了了。。””

果果然然是是好好朋朋友友。。

二

但但是是纳纳大大乔乔四四个个月月后后，，孙孙策策就就让让她她做做了了寡寡
妇妇。。

孙孙策策特特别别自自信信，，他他战战斗斗力力爆爆棚棚，，好好勇勇斗斗狠狠，，有有
““小小霸霸王王””之之称称，，喜喜欢欢单单骑骑打打猎猎，，不不带带卫卫士士，，别别人人劝劝
他他，，他他不不听听。。公公元元 220000年年，，他他到到丹丹徒徒山山中中打打猎猎，，骑骑
一一匹匹快快马马，，把把扈扈从从骑骑兵兵甩甩在在后后面面，，此此时时 33 个个刺刺客客
出出现现了了，，要要为为被被孙孙策策杀杀死死的的主主人人报报仇仇。。孙孙策策先先开开
弓弓射射死死一一个个刺刺客客，，旋旋即即面面颊颊中中箭箭，，这这时时护护卫卫赶赶上上
来来，，杀杀死死另另外外两两个个刺刺客客。。但但孙孙策策中中箭箭后后，，痛痛得得厉厉
害害，，知知道道自自己己命命在在旦旦夕夕，，临临终终前前命命孙孙权权接接替替其其位位，，
当当夜夜去去世世，，年年仅仅 2266岁岁————跟跟父父亲亲一一样样的的悲悲剧剧命命
运运，，都都死死于于暗暗箭箭。。

周周瑜瑜没没有有见见到到孙孙策策最最后后一一面面。。他他从从外外地地带带兵兵
回回来来奔奔丧丧，，悲悲恸恸欲欲绝绝，，祭祭奠奠完完毕毕孙孙策策，，接接下下来来拜拜见见
孙孙权权，，他他的的举举动动让让所所有有人人都都惊惊呆呆了了————--他他对对孙孙
权权用用了了君君臣臣之之礼礼。。

这这是是孙孙权权获获得得的的最最坚坚定定的的支支持持。。当当时时他他的的情情
形形很很不不妙妙：：一一方方面面是是外外患患，，兄兄长长孙孙策策刚刚刚刚统统一一江江
东东不不久久，，偏偏远远之之处处尚尚未未全全附附，，即即使使在在有有效效控控制制范范
围围之之内内，，地地方方士士民民及及宾宾旅旅寄寄寓寓之之士士仍仍存存异异心心，，另另
一一方方面面是是内内忧忧，，有有人人公公开开反反叛叛，，有有人人暗暗中中通通敌敌，，伺伺
机机作作乱乱的的更更大大有有人人在在，，毕毕竟竟，，孙孙权权的的影影响响力力远远不不
如如孙孙策策，，而而且且，，他他继继承承兄兄长长基基业业时时，，虚虚岁岁不不过过 1199
岁岁，，很很多多属属下下都都不不把把他他放放在在眼眼里里，，而而仇仇家家正正在在磨磨
刀刀霍霍霍霍，，要要把把孙孙家家连连根根拔拔掉掉。。

周周瑜瑜对对孙孙策策都都未未行行过过君君臣臣之之礼礼，，他他俩俩关关系系，，
更更类类似似于于一一起起创创业业打打天天下下的的兄兄弟弟，，用用孙孙策策的的话话来来
说说，，““公公瑾瑾与与孤孤有有总总角角之之好好，，骨骨肉肉之之分分。。””周周瑜瑜在在众众
目目睽睽睽睽之之下下，，视视孙孙权权为为君君，，自自己己退退而而为为臣臣((《《三三国国
志志··吴吴志志··周周瑜瑜传传》》：：是是时时权权位位为为将将军军，，诸诸将将宾宾客客为为
礼礼尚尚简简，，而而瑜瑜独独先先尽尽敬敬，，便便执执臣臣节节))，，非非常常明明确确地地
释释放放了了这这样样的的信信号号：：我我把把对对孙孙策策的的忠忠诚诚，，已已经经全全
部部转转移移给给孙孙权权了了。。

还还有有什什么么比比““忠忠诚诚””更更能能巩巩固固男男人人之之间间的的友友
谊谊？？尤尤其其在在东东汉汉末末年年这这个个视视““忠忠诚诚””为为弃弃履履的的年年
代代，，想想想想““三三姓姓家家奴奴””吕吕布布，，想想想想““宁宁可可我我负负天天下下
人人””的的曹曹操操，，想想想想诱诱降降叛叛军军却却当当众众虐虐杀杀的的董董卓卓，，就就
知知道道人人心心不不古古、、世世道道不不堪堪。。周周瑜瑜有有影影响响力力号号召召力力
也也有有足足够够实实力力，，但但在在一一个个谁谁都都想想当当老老大大的的年年代代，，
他他选选择择了了忠忠诚诚。。

孙孙权权母母亲亲都都很很感感动动，，她她曾曾对对孙孙权权说说：：““公公瑾瑾比比
你你哥哥哥哥只只小小一一个个月月，，我我一一向向把把他他当当儿儿子子对对待待，，你你
该该把把他他当当成成兄兄长长才才是是。。””

周周瑜瑜精精通通音音律律，，《《三三国国志志》》上上说说，，他他即即使使酒酒后后

也也能能听听出出弹弹奏奏者者的的差差错错，，马马上上扭扭头头去去看看是是谁谁出出错错
了了。。据据说说当当年年歌歌伎伎为为了了让让周周瑜瑜多多看看自自己己，，故故意意弹弹
错错。。因因此此，，他他不不仅仅仅仅是是政政治治家家、、军军事事家家，，还还是是音音乐乐
家家，，当当然然，，还还是是美美男男子子。。

但但更更重重要要的的，，他他首首先先是是一一个个忠忠诚诚靠靠谱谱的的人人。。
很很长长一一段段时时间间，，周周瑜瑜是是东东吴吴二二号号人人物物，，老老二二

并并不不好好当当，，孙孙权权跟跟哥哥哥哥孙孙策策不不是是一一样样的的人人，，但但周周
瑜瑜无无怨怨无无悔悔。。1155岁岁的的时时候候，，他他第第一一次次见见到到孙孙策策，，
就就结结下下了了终终身身友友谊谊，，他他对对友友谊谊忠忠贞贞不不贰贰，，他他那那么么
能能干干，，谁谁不不想想招招纳纳他他？？实实力力超超强强的的袁袁术术诱诱惑惑他他，，不不
从从；；一一手手遮遮天天的的曹曹操操诱诱惑惑他他，，不不从从。。因因为为他他已已经经有有
一一个个叫叫孙孙策策的的朋朋友友了了。。

孙孙策策不不在在了了，，友友谊谊仍仍在在。。

三

靠靠谱谱比比能能力力重重要要，，忠忠诚诚比比聪聪明明重重要要。。但但周周瑜瑜
这这个个人人，，既既忠忠诚诚靠靠谱谱，，又又聪聪明明能能干干，，对对于于他他的的朋朋友友
来来说说，，这这是是多多么么珍珍贵贵；；对对于于他他的的敌敌人人来来说说，，又又是是多多
么么可可怕怕！！

男男人人的的友友谊谊，，需需要要漫漫长长时时间间的的检检验验，，也也需需要要
突突发发事事件件的的考考验验，，许许多多酒酒肉肉朋朋友友，，热热热热闹闹闹闹，，信信誓誓
旦旦旦旦，，一一到到关关键键时时刻刻，，就就露露出出了了本本来来面面目目。。

周周瑜瑜与与孙孙策策，，是是小小弟弟对对兄兄长长的的友友谊谊，，言言听听
计计从从，，誓誓死死追追随随，，虽虽然然他他只只比比他他小小一一个个月月；；周周
瑜瑜对对孙孙权权，，则则是是兄兄长长对对小小弟弟的的友友谊谊，，挺挺身身而而
出出，，真真知知灼灼见见，，虽虽然然他他对对他他执执君君臣臣之之礼礼。。

公公元元 220022年年，，孙孙权权掌掌权权第第三三年年，，曹曹操操在在官官
渡渡之之战战打打败败袁袁绍绍，，取取得得关关键键胜胜利利，，俨俨然然老老大大，，
给给孙孙权权写写了了一一封封信信，，命命令令他他：：把把你你儿儿子子送送到到我我
这这里里来来当当人人质质！！完完全全是是霸霸王王条条款款。。

孙孙权权很很苦苦恼恼：：送送吧吧，，从从此此受受制制于于人人。。不不送送
吧吧，，曹曹操操会会起起疑疑心心，，哪哪惹惹得得起起他他这这个个大大魔魔头头？？
于于是是召召部部下下商商议议，，大大家家众众说说纷纷纭纭，，不不能能决决断断。。
说说错错了了话话，，或或者者误误导导了了主主公公，，都都是是麻麻烦烦事事，，另另
外外，，反反正正送送的的不不是是我我的的儿儿子子…………

怎怎么么办办？？孙孙权权不不再再开开冗冗长长而而没没有有结结果果的的座座
谈谈会会了了，，他他去去见见母母亲亲，，就就带带着着周周瑜瑜一一个个人人。。周周
瑜瑜给给这这对对母母子子分分析析：：

““当当年年楚楚君君刚刚被被封封到到荆荆山山的的边边上上时时，，地地方方
不不够够百百里里。。他他的的后后辈辈贤贤能能，，扩扩张张土土地地，，开开拓拓疆疆
域域，，子子孙孙相相传传，，延延续续九九百百多多年年。。现现在在将将军军您您继继
承承父父兄兄的的余余威威旧旧业业，，统统御御六六郡郡，，兵兵精精粮粮足足，，战战
士士们们士士气气旺旺盛盛，，老老百百姓姓人人心心安安定定，，有有这这么么好好的的
实实力力，，为为什什么么要要送送质质于于人人呢呢？？人人质质一一到到曹曹操操手手
下下，，我我们们就就必必然然受受制制于于曹曹氏氏。。那那时时，，我我们们所所能能
得得到到的的最最大大的的利利益益，，也也不不过过就就是是一一方方侯侯印印、、十十
几几个个仆仆人人、、几几辆辆车车、、几几匹匹马马罢罢了了，，哪哪能能跟跟我我们们
自自己己创创建建功功业业、、称称孤孤道道寡寡相相提提并并论论呢呢？？为为今今之之
计计，，最最好好是是不不送送人人质质，，先先静静观观曹曹操操的的动动向向和和变变
化化。。如如果果曹曹操操能能遵遵守守道道义义，，拯拯救救天天下下，，那那时时我我
们们再再归归附附也也不不晚晚；；如如果果曹曹操操骄骄纵纵，，图图谋谋生生乱乱玩玩
火火必必自自焚焚，，将将军军您您只只要要静静待待天天命命即即可可，，为为何何要要
送送质质于于人人呢呢？？””

这这番番话话，，说说到到孙孙权权母母子子的的心心坎坎里里，，孙孙权权决决
定定：：不不屈屈服服于于曹曹操操，，不不送送人人质质。。他他从从此此要要自自己己
把把握握自自己己的的命命运运。。

关关键键时时刻刻，，朋朋友友能能够够““担担当当””，，就就能能帮帮助助
彼彼此此，，掌掌握握自自己己的的命命运运。。

曹曹操操没没有有得得到到人人质质，，自自然然恼恼火火，， 66年年后后，，
占占荆荆州州，，水水陆陆 2200万万大大军军铺铺天天盖盖地地而而来来。。是是降降是是
战战是是逃逃？？东东吴吴群群臣臣仍仍然然莫莫衷衷一一是是，，还还是是周周瑜瑜，，
分分析析形形势势，，让让孙孙权权坚坚定定联联合合刘刘备备、、拼拼死死一一战战的的
决决心心，，他他甚甚至至拔拔剑剑砍砍掉掉桌桌角角，，让让主主张张投投降降的的下下
属属闭闭嘴嘴。。

于于是是有有了了赤赤壁壁之之战战，，从从此此天天下下三三分分。。跟跟
《《三三国国演演义义》》不不同同的的是是，，周周瑜瑜才才是是赤赤壁壁之之战战的的
主主角角。。许许多多年年后后，，苏苏轼轼歌歌颂颂““周周郎郎赤赤壁壁””：：
““遥遥想想公公瑾瑾当当年年，，小小乔乔初初嫁嫁了了，，雄雄姿姿英英发发。。羽羽
扇扇纶纶巾巾，，谈谈笑笑间间，，樯樯橹橹灰灰飞飞烟烟灭灭…………””

不不是是逞逞口口舌舌之之快快，，也也不不是是光光说说不不练练。。既既能能
清清晰晰判判断断，，又又能能知知行行合合一一。。这这才才是是真真正正的的““担担
当当””。。

四

在在《《三三国国演演义义》》里里，，周周瑜瑜是是个个有有些些才才干干但但
心心胸胸狭狭窄窄、、性性格格暴暴躁躁、、嫉嫉妒妒心心超超强强的的江江东东大大都都
督督，，整整天天想想算算计计政政治治、、军军事事才才能能远远超超过过自自己己的的
诸诸葛葛亮亮，，却却总总是是搬搬起起石石头头砸砸了了自自己己的的脚脚，，最最后后
被被诸诸葛葛亮亮连连气气三三回回，，在在马马上上大大叫叫一一声声，，箭箭疮疮复复
裂裂，，坠坠于于马马下下，，临临死死前前仰仰天天长长叹叹：：““既既生生瑜瑜，，
何何生生亮亮！！””

但但这这并并非非真真实实的的周周瑜瑜。。在在并并非非演演义义的的正正史史
中中，，周周瑜瑜文文武武双双全全，，更更为为人人称称道道的的，，是是他他的的人人
品品。。他他不不是是一一个个小小气气不不能能容容人人的的人人物物，，他他与与诸诸
葛葛亮亮，，谈谈不不上上莫莫逆逆之之交交，，但但彼彼此此惺惺惺惺相相惜惜。。孙孙
权权麾麾下下，，有有个个叫叫程程普普的的老老将将，，倚倚老老卖卖老老，，不不把把

周周瑜瑜放放在在眼眼里里，，一一次次又又一一次次当当众众羞羞辱辱他他，，但但周周
瑜瑜始始终终都都是是宽宽厚厚相相待待，，从从不不计计较较，，以以德德服服人人，，
程程普普后后来来真真服服了了，，对对周周瑜瑜亲亲热热得得不不得得了了，，史史
载载：：程程普普““乃乃告告人人曰曰：：‘‘与与周周公公瑾瑾交交，，若若饮饮醇醇
醪醪，，不不觉觉自自醉醉。。’’””

与与一一个个人人交交往往，，如如饮饮美美酒酒，，不不知知不不觉觉就就醉醉
了了————做做人人如如此此，，是是何何等等境境界界！！这这样样的的人人，，又又
怎怎么么可可能能被被另另一一个个人人活活活活气气死死？？

在在民民间间故故事事中中，，始始终终津津津津乐乐道道周周瑜瑜与与诸诸葛葛
亮亮的的斗斗智智，，甚甚至至还还有有这这样样的的演演义义：：周周瑜瑜诈诈死死，，
诸诸葛葛亮亮前前来来吊吊唁唁，，扶扶棺棺假假哭哭时时，，顺顺手手塞塞泥泥堵堵死死
了了棺棺材材上上的的气气孔孔，，活活活活憋憋死死了了里里面面的的周周瑜瑜。。这这
完完全全是是后后人人阴阴狠狠的的想想象象了了，，正正史史记记载载，，从从赤赤壁壁
之之战战结结束束到到周周瑜瑜病病逝逝的的两两年年间间，，诸诸葛葛亮亮在在零零陵陵
一一带带活活动动，，根根本本没没有有和和周周瑜瑜见见过过面面。。周周瑜瑜死死
时时，，诸诸葛葛亮亮也也未未来来得得及及送送丧丧吊吊唁唁。。

吊吊诡诡的的是是，，周周瑜瑜也也是是死死于于箭箭伤伤，，他他与与曹曹仁仁大大
战战时时，，被被飞飞箭箭射射中中右右胁胁，，伤伤势势严严重重，，但但为为了了鼓鼓舞舞士士
气气，，仍仍然然奋奋身身而而起起，，激激励励将将士士杀杀敌敌，，击击败败曹曹仁仁。。公公
元元 221100年年，，周周瑜瑜在在准准备备出出征征的的路路上上旧旧伤伤发发作作，，最最
终终卒卒于于巴巴丘丘((今今湖湖南南岳岳阳阳))，，时时年年 3366岁岁。。孙孙权权听听闻闻
哭哭泣泣道道：：““公公瑾瑾有有王王佐佐之之资资，，然然而而寿寿命命短短促促，，我我还还
能能依依赖赖什什么么呢呢？？””亲亲自自穿穿上上丧丧服服为为周周瑜瑜举举哀哀。。若若干干
年年后后，，孙孙权权称称帝帝后后，，对对公公卿卿说说：：““如如果果没没有有公公瑾瑾，，我我
是是当当不不上上皇皇帝帝的的。。””

周周瑜瑜是是个个有有着着鲜鲜明明汉汉代代风风骨骨的的男男子子：：崇崇文文尚尚
武武，，质质朴朴纯纯粹粹，，雅雅量量高高致致，，浑浑身身洋洋溢溢着着气气节节之之美美、、
慷慷慨慨之之气气、、忠忠义义之之气气，，堪堪称称中中国国古古代代男男人人楷楷模模。。梁梁
朝朝伟伟在在《《赤赤壁壁》》中中扮扮演演过过周周瑜瑜，，但但其其实实应应该该由由饰饰演演
过过孔孔子子的的周周润润发发在在其其盛盛年年时时来来出出演演周周瑜瑜，，历历史史记记
载载，，周周瑜瑜不不仅仅帅帅，，而而且且个个子子高高大大。。这这么么一一个个完完美美男男
人人，，却却很很遗遗憾憾地地在在后后世世蜀蜀魏魏正正统统之之争争被被抹抹黑黑了了，，
后后人人帝帝蜀蜀寇寇魏魏、、尊尊刘刘贬贬曹曹，，贬贬孙孙与与贬贬曹曹是是同同时时进进
行行的的，，曹曹操操固固然然成成了了白白脸脸奸奸臣臣，，作作为为孙孙权权集集团团的的
周周瑜瑜，，其其形形象象自自然然也也难难逃逃打打压压，，尤尤其其是是出出于于塑塑造造
诸诸葛葛亮亮英英明明神神勇勇、、高高尚尚睿睿智智形形象象之之需需要要，，周周瑜瑜被被
推推到到诸诸葛葛亮亮的的对对立立面面，，便便成成了了一一个个才才智智碌碌碌碌、、
妒妒贤贤嫉嫉能能的的平平庸庸之之辈辈。。

其其实实，，历历史史之之大大，，完完全全可可以以容容下下周周瑜瑜、、诸诸葛葛亮亮
两两位位皎皎皎皎如如玉玉的的好好男男人人，，只只是是后后人人心心思思狭狭隘隘了了而而
已已。。《《刘刘继继兴兴读读史史》》一一书书中中感感慨慨地地说说：：假假如如周周瑜瑜真真
地地下下有有知知，，估估计计他他会会仰仰天天长长叹叹：：““既既生生瑜瑜，，何何生生《《三三
国国演演义义》》？？””但但周周瑜瑜真真会会如如此此长长叹叹吗吗？？以以他他的的胸胸襟襟
气气度度，，不不会会如如此此，，虽虽然然英英年年早早逝逝，，但但他他对对自自己己的的一一
生生，，应应该该是是满满意意的的。。

有有人人说说，，女女人人的的友友谊谊建建立立在在隐隐私私的的共共享享上上，，
那那么么，，男男人人的的友友谊谊建建立立在在共共同同的的理理想想上上。。周周瑜瑜与与
孙孙策策、、孙孙权权兄兄弟弟的的友友谊谊，，基基于于乱乱世世保保境境安安民民的的理理
想想，，犹犹如如一一场场波波澜澜壮壮阔阔的的创创业业史史，，历历经经劫劫难难，，却却始始
终终富富贵贵不不能能淫淫、、威威武武不不能能屈屈，，所所谓谓大大丈丈夫夫，，所所谓谓英英
雄雄本本色色，，莫莫过过于于此此了了。。

五

对对友友谊谊的的渴渴望望，，深深镌镌于于人人类类基基因因，，代代代代传传承承，，
寄寄托托着着每每个个个个体体关关于于社社会会关关系系最最美美好好的的一一个个层层
级级的的渴渴求求。。在在一一次次采采访访中中，，吴吴宇宇森森在在谈谈到到拍拍《《英英雄雄
本本色色》》的的初初衷衷，，是是““拯拯救救””当当年年的的香香港港年年轻轻人人：：叛叛
逆逆，，迷迷茫茫，，人人生生缺缺乏乏目目标标，，对对长长辈辈也也缺缺少少一一份份尊尊
重重，，““我我和和徐徐克克就就想想到到不不如如拍拍一一些些身身边边的的事事情情，，展展
现现一一些些美美好好的的道道德德价价值值，，比比如如说说友友情情、、亲亲情情、、重重情情
重重义义，，以以此此来来提提醒醒那那些些年年轻轻人人，，不不要要忽忽略略美美好好的的
东东西西，，要要把把它它找找回回来来。。””

最最好好的的提提醒醒，，其其实实蕴蕴藏藏在在历历史史中中，，历历史史有有诸诸
多多不不堪堪，，但但历历史史同同样样有有无无数数美美好好，，比比如如周周瑜瑜这这样样
重重情情重重义义之之人人，，他他与与诸诸多多先先人人和和后后辈辈，，构构成成了了中中
国国传传统统文文化化人人品品高高洁洁、、情情义义无无价价的的浩浩浩浩长长河河。。

如如果果能能用用电电影影语语言言来来表表述述，，可可以以有有这这样样的的镜镜
头头：：九九泉泉之之下下，，十十年年之之后后，，孙孙策策等等来来了了周周瑜瑜，，他他会会
执执手手欢欢呼呼，，热热泪泪盈盈眶眶：：““公公瑾瑾是是个个好好兄兄弟弟！！””

公瑾是个好兄弟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段建章

小指和名字

我今年 83岁了，退休闲赋在家，原来还能栽
花椒树、摘花椒，下下地干活，后来就渐渐地感觉身
体不那么利索了。就说摘花椒吧，原来站个把小时
没问题，现在站几分钟就觉得腰酸腿软，不能不服
老。在孩子们一致要求下，我不再再下地干活了。虽
然每年也要在孩子们家住几天，但我身体尚好，还
是愿意一个人在老家住。老伴 2002年就不在了，
自己也没什么爱好，打麻将下象棋都不会，难免有
些孤独。

长子松龄担心我在家闲坐闷出病来，就鼓励
我写点以前的东西。理由很充分，说一来可以给大
家留点故事，二来可以活泛活泛脑筋，对身体有好
处。我虽当了许多年的语文老师，却从来没写过什
么东西。松龄见我疑惑，开导说，您别管文学那些
条文规矩了，也不需你当语文老师讲的什么中心
思想之类，就是口语化访古讲故事。受他鼓励，我
就先写写我的父亲罢。

父亲 1915年 2月 25日出生在山西省平顺县
赤璧村。我小时候见父亲左手没小指，不敢问父
亲，偷偷问母亲，母亲偷偷笑着说：你爹呀，生下来
是有小指的，你奶奶为了他好养活，齐根剪掉了。
我听后咧了嘴，那多疼啊。

父亲的名字也很有意思。据说父亲生下来大
头大脚大手，爷爷奶奶心中高兴，为了好养活，除
了剪掉左手小指，还不放心，抱着他和预约好申家
婆婆在厕所内认了干娘，用二升米把这个小生命
换回来。用小米换的，所以名字叫“米换”。

父亲身材高大，脚也大，穿的鞋按现在的号码
说都是 45 码以上的。记得父亲逝世之后，我们打
扫房间，竟在一口缸里发现有 20 多双千层底布
鞋。都是崭新的。为甚会有这么多的鞋呢？原来有
一次他陪母亲去太原瞧病，在医院跑前跑后竟将
一双鞋给穿破了。母亲心疼，撺掇他说去街上买一
双球鞋吧。那时候能穿一双球鞋也是时髦的事。父
亲高兴而去却败兴而回。转遍了太原城也买不到

一双合脚的。好几个服务员笑道，你这鞋得定做。
从太原返回后，母亲知道自己时日无多，担心父亲
以后受罪，拖着病体给父亲做了许多的鞋。可想不
到有这么多。

可现在父亲不在了，去坟上全部烧掉这些鞋
真是有点可惜。要知道这鞋不仅好看，有方口的圆
口的，黑面白边造型浑厚就像一个个小木舟，比现
在卖的布鞋强多了。还结实，随便拿起一只在石头
上磕磕，当当地响。

几个弟弟围着一堆鞋，个个去试。脚大的脱了
鞋进去脚后跟挂不住，脚小的连脚上穿的鞋都能
套进去。无奈，去坟上烧了。

那时候没有人谈论爱情。也不仅那时候，就是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心里也没这个词汇。母亲得了乳
腺癌，去太原做了手术。那时候真没钱啊，父亲东借
西凑陪母亲去太原住了几个月。白天陪母亲看病，
晚上就和衣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睡。那么壮实的一
个北方大汉，回来后也消瘦了。母亲病逝后，父亲一
言不发，连续抽烟，好长时间才缓过劲来。

小米和黄豆

说起来父亲也算苦命。一生育有三男两女五
个孩子，最小的孩子叫文秀。按说最小的孩子最娇
养了吧，最不该送人了吧。可那时候生活真苦养活
不了。母亲说，咱养活不了，别把孩子给饿死了，不
如送给别人家享福吧。就送到烟驼村李家，取名李
文秀。

父亲 14岁时，我奶奶病逝，我爷爷腿上生疮
不能下地劳动，一家 6口人的吃穿用度和 11亩地
的收秋打夏的重担就落在父亲一个人身上，不得
不早起贪黑地下地劳动。

我也听说冯小刚拍了一个叫《一九四二》的电
影，也看了。那个年代，老百姓的生活真的就是电
影中描述的那样，卖儿卖女，啃树皮都没得啃了。
1941年、1942年连续两年大旱，颗粒无收，家家
户户把陈粮和多年积攒的柿糠炒面都吃完了，吃

野菜树皮。1943年春天，我们兄妹四人，全家六口
更是无法生活。父母亲商量把母亲陪送的嫁衣和
55块银圆拿去黎城换粮食。父亲早早起来吃了口
糠炒面，扛着扁担走了。赤璧村到黎城 60 里，对于
现在的人来说，骑摩托一阵突突就到了，或者开车
也不是个事，但在那个时候，全靠一双脚，还都是
山路，崎岖难行的山路。

晚上黑洞洞了，不见回来，我们母子一会出去
看一遍一会出去望一次，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父
亲盼回来了。见到我们母子，也不吭声，紧走几步
到院里放下一头有 30 多斤的小米袋子，一头有
10 来斤的黄豆袋，一屁股坐在地下，喘着粗气、咬
着牙嘴里丝丝不停，哎呀娘呀，我的肩膀，我的肩
膀痛死了。母亲拿过煤油灯来照看，吃了一惊。父
亲两膀全让扁担磨完了皮肤，露着流着血水的肉。
我娘心疼，嗔怒道，你呀，你怎不用衣服垫着？父亲
有气无力地说，我饿了，先喝口饭再说。母亲赶忙
端过一碗饭说，没有米，光榆钱子。父亲接过，一口
气连喝了两碗，抽了一袋烟，才缓过劲来说，我等
等还得去磊平岸河滩走遭。母亲不解，还去磊平岸
干吗？父亲磕了磕烟袋说，我走到磊平岸身子底，

听到口袋沙沙地响，感觉黄豆这一头轻了好多，
我就知道坏了，装黄豆的袋子肯定被圪针给刮
破了。我放下担子，摸黑找来一条榆条子把口袋
捆好回来了，这黄豆肯定撒了不少呢。母亲担心
说这么晚了，摸黑也弄不回来，不如明早我和孩
子们去。父亲也确实累了，说道，好吧，你们明早
去捡回来。不到天明，母亲早早喊我们起来，到
了磊平岸河滩，果然看见地上有黄豆，喜出望
外，一溜走了好几里，一颗一颗地捡，费了半天
工夫才捡回来。四五十斤粮食不敢放开肚皮吃，
还得细水长流，但终于野菜汤里边有几粒粮了。

一天，南耽车许家来人说自己媳妇生了孩
子没有奶水，听说母亲刚送到烟驼村一个孩子，
想让母亲去当几天奶妈。但不白当，一年八斗
米。八斗米啊，八斗米在当时可是一个天价，真
是救命的稻草，父母亲很痛快答应了。许家见答
应了，赶牲口送来八斗小米，把母亲接到南耽车
去了。这时村上可巧有两户人家要卖地，四亩二
分坡地五斗米，父亲赶紧用五斗米买下了这五
块山坡地，又赶上那年小麦丰收，算是度过了那
段难挨的日子。后来我小爸爸对父亲说，哥呀，
你算买对了，这四亩二分地可不简单哩。

会计和保管

父亲少年时只上过几年冬学。所谓的冬学
也就是冬闲时上学校念书，属于扫盲之类。认识
的字不少，会写的不多。1946年，村上供销社没
人当会计了，要父亲去。父亲说不识几个字，又
不会算账，怎能行？让别人去吧。村干部说得很
自信，除了你还有谁？你说说，你给找找村上还
有谁行，非你去不行。又引诱说，去吧，当会计一
年还能多给你点粮食，你家人口多，这是好买
卖。父亲一想也对，就去了。父亲不会记账，流水
账太麻烦，干脆不记账，采用把进出库粮食和生
产用品单和私人借粮单用纸夹或针别在仓库的
墙上，大队会计下账时把单子拿过去对账，该谁

保管的单子谁保管，私人还了粮食，把借条取回
去。办法老套倒也管用。在供销社任两年会计，
除了大队多给的那份粮食，一点便宜都不占。
1948年离开供销社，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调到国家粮仓库任保管员，1968年秋担任大队
保管员。村上人称他是老保管。

为啥说他不贪不占呢。那时候还普遍处于
吃不饱的年代，要知道在饥荒年代当一个粮食
仓库保管可是一个美差。别说多拿了，就是每天
往身上口袋里偷偷多装几把玉米，也不会饿着。
唉，我这个老父亲啊，真不是这样的。上世纪 90
年代，队里清算账务，算来算去，还欠大队 1000
多斤粮食。后来我翻了翻条子才知道，这些条子
大部分是村民的借条，借了粮食没还，他也不好
意思要，就累积在自己身上了。大队干部也觉得
让老保管还这个债不合理，建议我去找欠债人
要。我说欠债人许多已经不在了，找谁要去？大
队干部说你找他们的后人呀。我说算了吧，这陈
年旧账还是我替他还了算了。

父亲 75岁时得了脑梗塞、半身瘫痪，经治
疗后恢复的右手能拿筷子吃饭，能拄着棍子行
走了，但病情一天天加重。后来又患白内障，开
始还能看清一个道，后来就模糊了。他说大晴天
看见黄不澄的，看不清人和路。我说您一辈子不
住闺女家，你就住我和弟弟两家好了。两家的条
件差不多，都有儿媳、有孙子、孙女，都能给你洗
衣、端饭。还能管你吸烟。他呵呵一笑，行，一家
半年，不要三天啦五日啦来回倒腾。又说烟钱我
还有，每天一包，等我把钱花完了，你们再给。我
顺着说那也行，你的钱花完了，再花我们的。

1993年，我女儿松梅照例早上去喊他，先
在门前喊了几声爷爷，没有回音，遂推门进去里
间爷爷爷爷又连喊了几声，还是没有应答。松梅
年龄还小，不知害怕，却也不知为何爷爷不回
答，赶紧跑回来告诉我们。我赶忙推门进去，拉
开电灯开关，见父亲安静地睡着，被子丝毫没有
凌乱，脸上很平静。我用手在他鼻子上试了试已
经没了呼吸。终年 78岁。

唉，对现在的年轻后生们而言，这些老掉牙
的故事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但确实是真的，想起
来都心酸。再看看现在人的生活，真是没法比没
法比呀。

父亲“老掉牙”的故事
人人世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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