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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兵團雜憶 

 

 

 

東北兵團全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瀋陽軍區黑龍江生產建設

兵團﹐1968 年 4 月組建﹐下轄六個師。每個師轄 5~8 個團或獨立

團不等。每團下設 20~30 個連。根據地形位置和生產特點分為﹕

武裝戰備連﹔工業生產連﹔農業生產連。 

兵團指揮及人員的構成﹕因為是在 1950年代初建立的國營農

場基礎上組建的生產建設兵團﹐所以除司令政委﹐各師團主官是

現役軍人外﹐副職以降至連排長﹐均為原國營農場各級幹部擔任。

普通人員有兵團戰士和兵團職工的區別﹐戰士包括歷年從正規部

隊轉業的軍人﹐“文革”前後有組織支邊的知識青年﹔而職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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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較複雜﹐有原東北戰場投降俘獲﹐已安排在農場就業的“國軍”

官兵﹔有全國各地歷年闖關東的流民﹐俗稱“盲流”﹔還有歷次

運動的政治犯﹔經改造獲釋並就業的刑事犯等。 

我們男女對半共 24 名同學﹐與我校的數字“北京第二十四中

學”相同﹐被分到了二師 15 團九連﹐我們連是農業連。 

 

 

開過歡迎會﹐我們有十多個人被分配到了基建排。排長姓陳﹐

四川人﹐原也是國軍﹐後參加了共軍﹐因有文化入了解放軍的重

慶步兵學校﹐畢業時授了準尉。他說生不逢時。畢業正趕上 1959

年的大裁軍﹐就發到這裡來了。光步校一個單位分到我連的就有

十幾位﹐大部分都當了幹部。能力陳排算拔尖兒﹐因只他一人被

授了準尉﹐但有能力就有毛病﹐他抗上但愛兵。 

小個子的陳排兩眼炯炯有神﹐打量我們一個遍﹐說﹕ 

“我們基建排的任務很重﹐來了這麼多的知青﹐要蓋宿舍﹐

蓋大食堂兼作開會的禮堂。蓋房先打井﹐你們幾個男的﹐跟老陸

頭兒走。” 

這老陸頭兒﹐是連裡給他起的外號。他姓陸﹐廣西梧州人﹐

年近 60。中等偏短的身架﹐肩背倍兒直﹐渾身沒一塊贅肉﹐腹部

右側有一半尺長的疤痕。脫去上衣﹐從背面望去﹐就是一倒立的

三角形﹐深褐色油亮亮的。臉部很有兩廣人特點﹐顴骨和眼眶高

高的。我一直想找一種形似老陸頭兒的臉型﹐現在終於找到了﹐

就是貝克漢姆﹐想想小貝老了的時候的那種臉﹐尤其是垂下眼簾

抿住嘴的那一刻﹐像極了。聽人說﹐這老陸你要細打量﹐眼神裡

有一股殺氣。 

老陸出身貧農﹐早在北伐時期就參了軍﹐與軍閥﹐紅軍﹐在

滇緬與日軍﹐回國到東北再與共軍作戰﹐直打到被俘。他文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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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是重機槍手（打死過多少共軍兄弟他一直不說）﹐遼沈戰役

剛提幹就被俘了。他是屬於那種吃苦耐勞的老兵。 

說他有殺氣﹐是參軍前他給地主當長工﹐地主因為欠租﹐吊

打了一個雇工﹐問這些長工要不要吃活人的肝﹐當時老陸 15 歲﹐

聽人說吃活人的肝臟大補﹐反正那人也不行了﹐就隨大夥一塊吃

了。這事是他被俘後主動向組織交代的。本可以參加解放軍南下

的﹐說了這事﹐解放軍是不能要他了。關到解放﹐就安排在農場

的麵粉廠扛面袋子﹐年年是先進。“文革”算起了老賬﹐中蘇邊

界衝突昇級正是兵團組建時﹐各團統一對原農場人員進行清理﹐

將這類人從要害部門和工廠撤出﹐放到我們這種農業連隊來﹐一

起來的有四五位﹐有些被監視的意思。 

陳排不是那種婆婆媽媽的領導﹐對我們知青不是從頭管到腳﹐

尤其是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從沒過多地告誡我們﹕對這些老國

民黨要警惕﹐防腐蝕拉攏。我覺得“萬惡的國民黨”就在你的周

圍能不好奇嗎﹖想與他們接觸﹐只不過悄悄地。我不急﹐有時間

找他們慢慢聊。 

我們睡同一宿舍﹐每天下班後都是他拿起扁擔和水桶給同屋

的十個人打來洗臉水。我們樂得就不去了﹐每天燒炕也是他。大

家說﹕“守著老陸頭兒﹐不會睡涼炕。” 

那時夜裡經常搞緊急拉練﹐聽見緊急號就集合﹐拉出去急行

軍 5~10 公里再回來睡覺。有次要過河﹐河面有四五米寬﹐彎彎曲

曲的﹐地圖上叫嘟嚕河。夏天我們去那兒游過泳﹐深處有兩米。

那天晚上沒有月亮急行到了河邊﹐隊伍就亂了。會水的撲通撲通

往下就跳﹐女的不會水就慘了﹐忙亂之中我們拖上來好幾位﹐其

中有位女戰士﹐水沒到胸部她以為不行了﹐大喊﹕“毛主席萬

歲﹗”弄得大家想笑也不敢。這時在右側離我們十幾米遠的河對

岸﹐聽見有人呼喚﹐連長用手電一照﹐看清了是老陸頭兒。老傢

伙早過去了﹐大家還都在河這邊。在電筒的光照下﹐老陸在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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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眼皮底下﹐趟水回來了。原來就他走的那塊地水淺。安靜中

只有陳排興奮地喊道﹕“要得﹗單兵示範。小心﹗”是啊﹐那是

他的兵。我注意到﹐老陸將褲腿挽到大腿根部﹐而水只沒及他的

膝蓋。後來他說﹐以前來過這河邊﹐他知道哪裡河面最窄最淺﹐

黑夜中你只要找到那兒就行了。 

還有一次挖戰壕﹐那是每天下班後加的任務﹐長度每人 1.5

米﹐深度 1.4 米﹐要求寬 80 公分﹐上下誤差不得超過十公分。限

三個工餘時間完成。結果老陸頭兒只用了一個下班時間﹐天黑時

一個人回來了﹐除了長鍬﹐還有一根二尺多長的短鍬把。我們還

開玩笑地說﹐見著狼啦﹖他說﹐完成了。可巧第二天清早﹐現役

軍官的團長下來視察﹐路過我連下了車﹐順便看到老陸頭兒挖的

戰壕。即令通訊員到連部找連長﹐讓全體戰士集合﹐就地開起了

現場會。大家看到老陸的杰作真是服了。完全合要求不說﹐那壕

的四壁﹐用鍬一層層修成人字形﹐真是漂亮。團長問連長哪位戰

士挖的﹐想樹典型。連長當時那叫臊﹐不敢騙首長﹐何況全連戰

士都在。團長嗓門很大地﹕“你覺得臊﹐我都臊﹗媽拉巴子﹗手

下敗兵的戰壕挖成這樣﹐瞧瞧你們的﹗”老陸頭兒後來告訴我﹕

長把鍬一開始用﹐挖到一半時就需換短鍬把。 

老陸唯一的嗜好﹐就是晚上臨睡前先抿上兩口酒﹐盤腿坐在

炕上﹐兩臂成 90 度交叉胸前﹐閉目唸叨一會兒﹐那神態就像一尊

佛﹐真像今天的英格蘭小貝。酒是裝在一個扁扁的錫質酒壺中。

這種酒壺我家也有一個﹐但比他的精緻。不用看應該是馬來西亞

出產的。果然﹐有次我開玩笑說﹕“你告訴我這酒瓶的來歷﹐我

給你買酒。”他笑笑不搭腔。第二天幹活兒是裝車運砂子﹐我們

兩人一組。在等待馬車回來的當口﹐老陸頭兒斷斷續續地開始了﹕ 

“你家也有這種酒瓶﹖” 

“是﹐和你的不太一樣。” 

他不往下問了﹐我知道這時我不提這話茬﹐他還會問的。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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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那年月誰都不會主動談家裡的事。見馬車回來了﹐甩鍬時我瞥

了他一眼﹐他在琢磨呢。車走遠了﹐果然﹕ 

“抗戰時﹐你家裡有人去過滇緬作戰嗎﹖” 

“有﹐我父親只到了昆明。” 

他的雙眼一下子有神了﹐但只那麼一下﹐慢慢地說﹕ 

“那次我們被圍﹐日本人一撥一撥地上來﹐機槍槍管打紅了﹐

太近﹐用不上了。” 

“拼刺刀了﹖” 

“嗯﹐用的是狗日的槍﹐他們的槍桿長﹐對拼起來佔便宜。” 

“捅死他們兩個﹐接著第三個﹐我從狗日的眼神中覺得後面

有人﹐閃了一下﹐面前的這個就刺過來了。” 

“是那塊疤嗎﹖”他點了一下頭﹐忍了一會兒﹐我沒注意那

個酒瓶已在他的左手心裡﹐抿了一口﹐繼續﹕ 

“這酒瓶是那次突圍後﹐上司獎的。”馬車又來﹐裝滿﹐又走。 

我家的那個不是獎勵品﹐是我外公在抗戰前負責雲南與緬甸

郵務時用的。我在去兵團前﹐家裡有幾本父親借回來的《文史資

料選輯》﹐撰寫者多為前國軍被俘將領﹐民國期間各界著名人士。

我那時記性好﹐記得一些國軍將領的名字。我靈機一動﹐多少有

些期待﹐問﹕ 

“你部番號﹖” 

老傢伙愣怔了一下﹐挺直了胸﹐兩眼放光﹐一字一字地﹕ 

“新六軍﹐第 22 師。”隱隱地我感覺得出﹐他眼中的那股殺

氣又回來了。 

我也來了情緒﹐馬上想起了什麼﹐跟著又問﹕ 

“新六軍的軍長是……” 

“廖耀湘。”我倆幾乎是同時唸了出來。 

通過我的這次短兵相接﹐以後在只有我們倆的時候﹐話就多

了起來﹐交談的範圍也更廣了﹐但未引起其他人的注意。我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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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關照﹐也可以說是默契﹐更多地是在幹活之中。 

大食堂的工程進度很快﹐外牆已經砌好﹐下一步上房架子﹐

就是房屋的頂部木質結構﹐正三角形﹐與學生用的三角板一樣。

通常在砌牆的同時﹐由木工在牆圍子裡組裝完畢﹐兩邊牆垛子上

各有人用粗繩向上吊房架﹐先左邊再右邊。為防止架子剛立起來

（還未固定）時翻倒﹐需有人在圈牆內用加長的木方做支撐﹐也

就是控制房架的平衡。這關鍵部位﹐陳排讓我﹑老陸和另一位大

個子來幹。記得共有 23 個架子﹐下班時已上好了 17 個﹐從田裡

回來其他排的戰友都在一旁為我們鼓勁兒﹐連長指導員上了兩邊

的牆垛﹐與陳排商量﹐趁天還亮是不是就勢把它全上了。此時的

陳排儼然一副現場總指揮的架勢﹐這點活兒他胸有成竹﹐他會造

氣氛﹐扯嗓門對我們﹕“同志們說﹐幹不幹﹖”當時我們是一種

亢奮狀態﹐實際已經很累了。陳排得到滿意的回答﹐轉向指導員﹕

“請你下去﹐告訴食堂安排酒飯。”是命令的語氣。指導員麻溜

地就下去了。看熱鬧的人群喊著起哄﹕“有酒喝啦﹐加油啊﹗” 

我們未覺異常地撐起了第 18 個架子﹐兩頭也上了牆垛﹐就聽

哢叭一聲﹐我們拄著的撐竿斷了﹐是接頭處斷了。架子忽地一下

翻了下來﹐帶著一股風。一個鉅沉的直立三角架作了個 180 度的

翻轉﹐最要命最危險的﹐也是力最集中的是它的頂端﹐我恰恰是

在它要掃到的正中間。我感到一股強大的推力將我撞向牆邊並壓

在我的身上﹐是老陸頭兒。陳排打破了死寂的剎那﹐他居然從近

三米高的牆垛上跳了下來﹐看我只是後背被磚頭硌破了點皮。他

沮喪地說﹕“不幹啦﹐收工﹗” 

回宿舍的路上﹐我才看到那天的夕陽又大又紅﹐怎麼以前沒

有注意到﹖是啊﹐我們一下午都在圈牆裡面。夕陽完全落下之前﹐

將大地和我們塗上一層金紅。而那座基本成型的食堂輪廓只是圖

畫裡的一幅剪影。 

食堂的酒飯取消了﹐老陸頭兒和我喝得很晚。看著他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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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公事完畢後﹐進了被窩﹐我小聲問他﹕“你撲向那兩個日本

兵時也是這樣嗎﹖” 

只有均勻而沉重的呼吸聲﹐一會兒他就睡著了。 

後來連裡真給老陸頭兒放了單飛﹐由他負責公路的維護。年

紀大了上下班時間由他自定。護路首先就要備料﹐就跟他挖戰壕

一樣每隔 30 米就是一個料堆﹐用鍬拍得有棱有角﹐一眼望過去就

像一個個倒扣的馬食槽子﹐煞是整齊好看。無論春夏還是秋冬﹐

路邊總有他的身影。我們連的路況在當時是全團最好的。 

再後來﹐又讓他去看魚亮子﹐就是一個夏天都住在窩棚裡﹐

那窩棚就在他為我們示範趟過的那條河邊。我回城那年的夏天﹐

行前到了他那兒。天很熱﹐他就用一根繩子圈在腰上﹐繫著一塊

兜襠布進進出出﹐滿臉鬍子拉碴﹐反正沒人看。讓我一下子想起

了《魯賓遜漂流記》裡的星期五。喝酒時我問他﹕“有個老伴兒

就好啦﹐想嗎﹖”還是那打坐的姿勢﹐見我在一直打量他﹐等他

回答。他低著頭﹐嘿嘿地﹕“有時想﹐閑的時候就要作作怪。”

我倆都笑了。 

後來回京的人說﹐老陸頭兒經介紹娶了一位當地的寡婦﹐日

子過得還行。 

 

 

“謝老轉兒”是外號﹐他的本名是謝邁群。這是他從朝鮮回

來後改的名字。參加過抗美援朝﹐在我連的國民黨兵中他是獨一

份兒。到過朝鮮當過運輸兵﹐這是他的“過五關﹐斬六將”﹐而

“走麥城”的那一段﹐就需在恰當的時候﹐有人點撥了。 

也是在那幾天挖井的過程中﹐我初識了這個“謝老轉兒”。

到了工地﹐他就作了自我介紹﹕“我叫謝邁群……” 

前幾年來的北京知青梁子建﹐我們都叫他“建子”﹐嘿嘿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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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老應該說﹕敝人謝文東﹐外號謝老轉兒。國軍濱綏圖佳

保安第五旅……” 

“長官講話時﹐不要打斷。還有沒有規矩﹖你們別聽他的﹐

這小伢子就會不正經。” 

建子看熱鬧似地﹕“你們就聽他白忽吧。”謝老轉兒嚥了口

唾沫﹐湘音不重地﹕ 

“咱們基建排﹐就是三排﹐是全連最能幹最機動的排。陳排

長手下無弱兵﹐凡是有了難啃的骨頭﹐準是咱們三排上。” 

“是啊﹐你們幾個老幫子全在這兒呢。你他媽幹得再好﹐連

裡也不會嘉獎你。誰讓咱們排國民黨多呢﹖”建子見他啞住了﹐

嘿嘿笑著開始揭他老底了﹕ 

“你再給我們說說﹐被俘時你他媽充大個兒﹐說是當官兒的﹐

怎麼當到這來了﹖” 

謝邁群所在的部隊趕上了遼沈戰役的尾巴﹐從運輸艦一上陸

就全團繳械被俘了。 

“我充什麼大個兒﹖咳﹐船上大喇叭一遍遍地說﹕我軍陣地

固若金湯﹐國軍將士正向西挺進。等船靠了岸一看﹐全是解放軍。

我倒樂了﹐起碼不會死了。解放軍的一個營長對我們說﹕當官的

（中尉以上的）向前三步﹐走﹗見團長跨出去了﹐我當司機的就

跟上了。到哪跟著當官的都優待。登記時我就報了個中尉。沒想

到後來當兵的大都入了解放軍﹐死要回家的也批准﹐還給兩塊大

洋。我追著要改回來﹐就是不給改。那王八蛋團長也不給我講實

話。”謝老轉兒啐了口唾沫﹐狠狠地鏟下一鍬土。 

“你這叫中了我們共軍的奸計了。”建子給他收了官。 

這是謝老轉兒平生走的最錯的一步棋。教育了一段時間終於

改了身份。他後來去朝鮮運彈藥物資﹐雖有志願軍戰士副駕“照

顧”著﹐他還是覺得很光榮﹕“那可苦啊﹐部隊剛入朝那會兒﹐

百十輛車上去﹐能回來一半就不錯。那美國的 B29 可厲害﹐炸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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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大彈坑﹐上百人要填半天。後來就夜裡走﹐但不許開燈﹐翻溝

裡的也不少。”接著就說起他嫻熟的駕駛技術。 

謝老轉兒回國後﹐就在農場運輸隊當了司機﹐修理節油都很

在行。因為同樣的原因﹐和老陸頭兒一撥兒﹐發到我們連來了。

人機靈嘴又會說﹐按他的條件在機務排搞機修較合適﹐後來還是

讓他去了。而我從他那裡才對汽車﹐尤其是美國車有了最初的感

性認識。什麼是“十輪大道奇”﹐美軍的吉普“威利斯”﹐我那

之前只在電影和畫報裡見過它們。有一次﹐他得意地對我們說﹕ 

“我去過你們北京。”這吸引了我們的興趣﹕“啥時候﹖” 

“1946 年春﹐開著大道奇﹐除了當官的小車在前面﹐大車我

是頭一輛﹐路過天安門的時候﹐我掃了一眼﹐遠遠地站了個警察﹐

叼著煙倚在崗樓邊看我們過車隊。這時我的車滅了火﹐怎麼也打

不著。我看見這小子在那哈哈地笑﹐心裡有些惱。就大叫著讓助

手下去搖把子。道奇車的搖把子又粗又長固定在車外發動機側﹐

助手下車抽出搖把子往車前走﹐就見那警察轉身撒腿就跑﹐他以

為我讓助手拿了大鐵槓子要打他。等車著了這小子回來了﹐點頭

哈腰地直打招呼﹕“兵爺見笑﹐兵爺見笑。”說得在一旁的陳排

長也忍不住樂了。 

每逢幹活休息的時候﹐他就來上一段子﹐到底是開車的﹐走

的路多見的也多。我能夠想像得出他當時的樣子﹕20 出頭﹐胖胖

的臉﹐頭上斜扣著美式船型帽。那天晚上政治學習時（都是坐在

炕上）我就畫了一個那時的謝老轉兒﹐悄悄給他看。陳排也打起

了哈欠﹐說﹕“放鬆一下﹐你們笑什麼哪﹖”見我們在傳遞那張

畫兒﹐就要了過去看。我有些緊張了﹐琢磨怎麼應付﹐好歹這是

學習會啊。陳排開口了﹕ 

“謝邁群﹐你說像不像啊﹖這要你自個兒說。”我松了口氣。 

謝老轉兒忙說﹕“差不多﹐差不多﹐就這德行。”大家都笑

了。陳排見大家來了情緒﹐索性就說起了船型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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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重慶步校時﹐最煩這個帽子﹐特別是我們農村來的

兵娃子﹐搭在光光的腦殼上﹐怎麼看都像個冬瓜蛋。”工程兵轉

業河南籍的申大個子也說﹕ 

“我們那會也不喜歡﹐我頭大臉又長﹐戴上可寒磣了。我們都

管它叫牛 X 帽﹐外國軍人戴著挺有樣﹐扣咱頭上就寒磣得不行。” 

這時我注意到在場的幾位老國軍﹐都不搭言。只有謝邁群一

邊是的是的﹐一邊不停地眨巴他那肉眼。學習會就這樣散了。 

那天晚上我很晚才睡著﹐由船型帽想起描寫蘇聯衛國戰爭的

小說。現在和蘇修一觸即發﹐天天講戰備﹐真要與那些青年近衛

軍打嗎﹖他們也有馬特洛索夫﹐有卓婭﹑舒拉﹐有《真正的人》

那樣的英雄人物。是的﹐從電影﹑畫報﹑小人書上看到他們是戴

著船型帽﹐揹著轉盤槍﹐真是挺帥的。看來目前還打不起來﹐要

不怎麼還蓋房子呢﹖ 

我身體好﹐聽不得誇﹐凡是最重的活﹐不等陳排吩咐就攬下

來了﹐我知道他也為難。比如蓋房子砌大牆﹐大工（使瓦刀的）

不缺﹐儘管有些技術不好的也儘量往大工班裡擠﹐謝老轉兒就擠

進去了。誰都知道做小工累﹐屬於打下手。而最累最易傷腰背的

是給大工們挑泥。我們這些生瓜蛋子當大工別想﹐誰在家會砌牆

啊﹖身板好的有勁你就挑泥吧。女的﹑弱小的就和泥遞磚﹐其實

也不輕。特讓我感動的是﹐一起來兵團分配在三排的十個女生﹐

中學時與我同班﹐還有兩個小學就同班。他們找排長提意見﹐不

要分配我幹挑泥。但我還是堅持要幹。 

我們來之前挑大泥就是那幾個老國民黨幹﹐要不就是連裡的壞

分子﹐還得體力好的。知青裡就是建子一個人幹。用扁擔挑兩個大

水桶裝滿了和好的砂泥﹐挑到瓦工的面前倒在灰槽子裡﹐如果是砌

大牆工作面長﹐每個挑灰工要供三個大工﹐牆越來越高﹐就要搭跳

板﹐越往上越陡﹐你也得挑著泥往上爬。女同學在裝泥時總注意我

的臉﹐那神態只有關心愛護你的女性才有﹐似乎在說﹕千萬不要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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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了﹐別累著你。在這種氛圍之中﹑遠離父母家庭的你﹐除了幸福

和滿足﹐還求什麼呢﹖我總是說﹕“滿上﹐滿上。我沒事。” 

幾天下來﹐我挺下來了﹐除了吃得鉅多肩膀疼﹐還好。自然

各個層次的讚美表揚就全衝我來了。說得最多﹑表現最殷勤的就

是這位謝老轉兒。聽說我一頓飯得一斤饅頭（一個半斤）就著菜﹐

還得用開水泡一個當湯喝。他偷偷給我拿了一瓶白糖要我泡饅頭

吃﹐嘆口氣說﹕ 

“你才 16 啊﹐身體真好﹗我當年個頭沒你高﹐也你這麼棒﹐

現在腰不行啦。” 

“你現在也沒人家高呀﹐腰不行了﹖跟你老婆整的吧﹖你不老

要個小弟弟嗎﹖”建子憋了好幾天﹐終於找到機會了。一提“小弟

弟”﹐我就給他們打住了。這是全連都知道的謝老轉兒家的故事。 

謝老轉兒有三個女兒﹐老大十歲還不懂事。老兩口想生個兒

子才甘心。全家人都在一個炕上睡﹐黑暗中夫妻的動靜大了些﹐

嚇著了大閨女﹐拉亮了電燈。問你們幹啥﹖謝老轉兒情急之中慌

不擇話﹕讓你媽再生個小弟弟﹐關燈睡覺﹗孩子可能當童話講給

同學聽﹐隨之就家喻戶曉了。 

謝老轉兒紅著臉低頭走了。建子還不饒﹕“嗨嗨﹗等你老婆

懷上小弟弟﹐請我們喝酒啊﹖” 

我說﹕“建子你太過了﹐打人不打臉﹐揭人不揭短嘛。”建

子說﹕“老東西壞著呢﹐自打你們一來﹐他就說﹕這下不缺挑大

泥的了。磨了排長好幾天說砌大牆﹐他會。讓他試試。”建子對

我這麼仗義﹐是我站出來與他為伍﹐多一個挑泥的了。建子說﹕

“我一直就在基建排﹐挑泥誰都怵﹐但你幹上了還就不想幹別的

了。只要供上了那幫孫子﹐你就歇著吧。其實你才是大爺。”建

子告訴我的這些﹐幾天下來我也覺出來了。 

八九個大工一字排開“跑”大牆﹐旁邊這麼多人伺候著﹐場

面頗壯觀。有三級瓦工本子的老席把牆角﹐謝老轉兒手潮夾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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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大家隨著他砌三四層就起線。老席是個盲流﹐早年間在河北﹑

北京等地做零工﹐後到農場安了家。他活兒利索嘴也利索﹐一口

的京片子﹐瞄一眼謝老轉兒﹐吆喝開了﹕ 

“是騾子是馬﹐這回得拉出來遛遛。謝勞斯基﹐你是高級技

術工種﹐這點兒小活還在你的話下﹖你悠著點兒﹐我這手腳慢。”

“謝勞斯基”就是謝老司機﹐只有老席這麼叫。 

謝老轉兒臉漲得豬肝似的﹐用上了吃奶的勁﹐忙亂中大鏟剁

斷了彈線﹐幾個大工只好停了下來﹐接線的當口﹐老席又來了﹕ 

“叫你悠著點兒﹐別跟線較勁啊﹐你不用比著線﹐我們手潮

的找誰看齊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是老席。眯眼瞄著謝老轉兒砌的這

一截﹐這回嗓門小了﹕ 

“鼓了吧﹖”老席用手比量著﹐“從這兒﹐三層磚吧。趁還

沒乾﹐扒掉重來。” 

這是非拆不行了﹐而且相鄰的也要各扒掉一截。謝老轉兒算

是現大了。老席喊﹕ 

“來一桶泥﹐再來一桶水。” 

建子好像早等著這句話似地﹐嘿嘿笑著說﹕ 

“從沒這麼挑過。要不老席你下來﹐我們也開開眼。我們弄

這點兒泥也不容易。”說是說做還得做﹐我和建子一人一桶給謝

老轉兒提了上去。 

第二天﹐謝老轉兒跟排長講﹕“我還是下去挑泥吧。”但他

的腰真是不行﹐接著就分配他去幹其他的活了。他在工地上看到

哪裡忙不開﹐就主動去幫上一把。走到我面前時總是囑我要小心。

從那以後﹐謝老轉兒對我一直很好﹐他對我說過幾次﹕“你年輕﹐

人真沒得說。一定要保護好腰﹐要不到了我這年紀……”他給我

一條舊的有裂紋﹑但很結實的寬皮帶。 

房子蓋了一棟又一棟﹐建子說得沒錯﹐我還真不想幹別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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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後我被調到了機務排。那段時間我漸漸悟出了一個道理﹐一

個社會就像一項工程﹐哪怕是一件並不大的工作﹐你要學會與人

溝通協作﹐哪怕是分配你打下手。把該做的事做好﹐就會得到大

家的尊敬﹐自己也會從中得到愉悅。 

我們連改裝一臺輪式汽油拖拉機時﹐謝老轉兒真正被派上了

用場﹐當了司機。幾年後調回了場部運輸隊﹐幹起了開汽車的老

本行。逢他到連裡拉貨﹐還經常見得到他。 

回京後﹐聽後回來的同學說﹐謝老轉兒在一次出車任務中死

了。死得很蹊蹺﹐屬於犯了最低級的錯誤。他在行車途中發現自

翻斗失靈﹐就停車鑽到車下修理﹐要命的是忘了拉手剎﹐車子恰

恰停在一個不起眼的上坡處。車子慢慢地下溜﹐謝老轉兒躲閃不

及﹐卡車的左前輪從他頭部軋過。待被人發現送到醫院早沒救了。 

人的命真是不好說﹐30 年前的事﹐他說走了他人生的一步錯

棋。這次事故呢﹐連命都送掉了。現在又是 20 多年過去了﹐我還

是經常想起謝老轉兒。 

我的腰一直很好﹐現在我已超過了當年謝老轉兒的年齡。我

認為﹕腰不僅僅是人身體裡的一個部件﹐一個器官﹐它是代表了

人應有的一股勁﹐一口氣。尤其是男人。 

 

 

 

1969 年元旦過後﹐連裡接到團部的命令﹐緊急抽調 20 人赴百

公里外的葦塘割葦子﹐供造紙廠原料。按慣例每年冬天農閑﹐我

連都要抽調一個排去割葦子﹐到元旦前已經完成了任務﹐剛回來。

但那年造紙廠原料還是不夠。連部決定組織一批幹活的“精英”﹐

用最快的速度完成上級的任務。 

所謂“精英”﹐無非就是連裡這些能幹活又不敢抱怨的老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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伙﹐由三排王排副帶隊﹐成員有三排的幾位和其他排的“國軍”

組成。知識青年裡面﹐只有我和梁子建“榮幸”地被選中。葦塘

是一個令人談虎色變的地方﹐好不容易熬到冬閑﹐每天在連裡幹

些零碎活兒﹐天又短﹐逢上下雪颳大煙泡就會組織學習﹐能少遭

不少罪。到葦塘就要苦多了﹐首先是那裡沒有水﹐且要住在魚亮

子裡。建子去葦塘不止一次﹐他跟我說﹕“那兒不用天天晚上學

習﹐帶隊的都不識字。再瞧這幾塊料﹐咱們跟著走一趟不錯。活

並不累﹐每人 80 捆的定額咱不怵﹐有我幫你。” 

沒有例行的歡送會﹐也沒有表決心要堅決完成任務的豪言壯

語﹐我就隨著大夥兒拿著鋪蓋上了車。我們的給養也搬上了車﹐

十袋白麵﹐半頭老公豬﹐那時連裡的肥豬全上繳﹐大夥很長時間

沒聞到豬肉香了﹐這半頭老公豬是特地為我們殺的。還有凍了的

白菜土豆﹐鑿冰打魚的傢伙。當然﹐還有必不可少的自製苞米酒。 

卡車迎著凜烈的西北風﹐經過滿是荒草的窪塘﹐顛簸著前行。

大夥兒坐在車廂各自的行李上﹐低著頭都不說話。但從每個人眯

著眼看似僵硬的表情中﹐我覺得他們都在想心事﹐可能對這次把

分散在各個排﹐平時不能交流﹐而現在匯集到一起偶然的機會﹐

心中都感到意外。我隱約意識到這是他們精神徹底放鬆前的謹慎。 

到了目的地已是下午。住所魚亮子只是三間破草房﹐窗戶沒

有窗欞﹐四面透風﹐涼炕。我立刻感到這些“國軍”的素質﹐他

們沒有哀嘆﹐不用王排副指揮分派﹐老陸頭兒等人就地割起了羊

草﹐待其他人用麻袋堵窗戶掃屋子的時候﹐20 幾捆羊草已堆放在

屋外。屋外四周已是平整乾淨一片﹐炕也燒起來了。此行的伙夫

是原在“國軍”新一軍某團做小灶的傅金城﹐被俘就業後在連裡

掏便所﹑給食堂喂豬熬豬食﹐再沒抄過給人做飯的傢伙什﹐這次

有了機會﹐他算重操舊業。灶間也被他整理得井井有條﹐不知是

誰已挑來兩水桶鑿開的湖冰﹐正在鍋裡化著。 

不知不覺忙乎了好一陣﹐待大家坐到了熱乎乎的炕頭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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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全黑了。點的是煤油燈。王排副終於可以向大家講話了﹕ 

“這次任務時間緊﹐條件差﹐大夥兒要齊心協力﹐按時完成

任務﹐對大家我沒有太多的要求﹐我是個老粗﹐不會講大道理﹐

我看每天晚上的政治學習就改成談心會吧。”我見大家並沒有搭

言附和﹐但從相互之間交流的眼神中﹐看到他們都松了一口氣。

隨後話題一轉議論起吃什麼﹐大家分分工﹐決定老陸年紀大負責

鑿冰化水﹐兼管打魚﹔傅金城做飯兼管燒炕﹑熱水供應﹔其他人

要將他兩人的割葦子定額包下來。也是前新一軍的狙擊手金長發

說﹕“沒得槍﹐這裡麅子很多的來﹐我不是吹……”老陸頭兒狠

狠地瞪了他一眼﹐他不言語了。我後來發現﹐凡是在這種閑聊﹑

大家思想較無戒備的時候﹐他們之間總會有人用眼色或手勢發出

暗示﹐提醒講話人注意分寸和場合。 

金長發﹐四川樂至人﹐小個子力氣蠻大﹐一次重載的馬車陷

在泥沼中車胎爆了﹐車老闆的他一人頂起車轅﹐將車輪換下。見

到他我就想起雨果《悲慘世界》裡的冉阿讓。他話比較多﹐而老

陸頭兒沉默寡言﹐以前又不是一個部隊﹐多少有些互看不起。誰

都明白槍是不會給這些人的﹐所以老陸頭兒瞪了金長發那一眼。

似乎在說﹐用你放屁﹐我還是機槍手呢。 

“文革”前在隊裡作統計的王彥接過話茬﹕“麅子就甭想

了﹐但泡子裡的鯽瓜子有的是。我建議老陸頭兒先看好地形和灣

子哪魚多﹐再派幾個人幫老陸頭兒打魚﹐也好改善我們的伙食。

但完成葦子的任務是必須的。”他到底是幹過統計的﹐講出話來

條理清楚合情合理。他講話雖有人聽﹐但笑話也不少。戰友拿他

開心的是他的那雙 O 型腿﹐也是前新一軍的王銘山說他王彥就沒

有開過槍。在準備赴緬甸對日作戰的新兵隊列操練中﹐團長看他

腿有毛病在隊中顯得很滑稽﹐就問他的文化程度﹐王彥是高中沒

畢業參的軍。團長就留他在身邊做文書通信兵了。那時有他這樣

的文化比較少。話經王銘山講出來就有趣了﹕“團長問過姓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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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說﹕‘怎麼挑上你呢﹐喊立正時﹐你這中間能跑過一條狗。’” 

接下來每天的內容都是一個樣子﹐早 9 點出﹐下午 3 點就收

工。除了在葦子地裡頂多幹三個多小時外﹐就是在一起扯淡閑聊﹐

說話越來越無顧忌。這幫老傢伙逐漸對我和建子不設提防﹐尤其

是晚上酒足飯飽之後。王排副也是一樣﹐只要大家按時完成了任

務能回家過年﹐小事小節的全不追究。 

伙食是相當地好﹐我第一次看到傅金城做的垮燉鯽魚﹐一大鍋

足有六七十條﹐碼得整整齊齊﹐只有鹽﹑水和白酒。魚是不刮鱗也

不開膛的。我問傅就這樣吃嗎﹖傅笑笑對我說﹕“你看他們怎樣

吃。冬天的鯽瓜子肚裡沒有進食不用開膛﹐去過滇緬的部隊都會

這麼吃魚。”我看見他們將魚放在飯盒蓋上﹐用筷子先將魚鱗撥拉

開吃魚的一半﹐再將魚內臟撥開﹐吃魚的另一半。我試了﹐行。 

野雞我們也吃到了﹐記不得是誰下了鐵夾子﹐用幾粒苞米豆

做誘餌夾住的﹐基本每天都有兩三隻。還是傅金城﹐他做過一次

“叫花子雞”。膛是要開的﹐不能褪毛﹐用化開的河泥將雞包成

一個大球﹐直接用乾柴架起火來燒﹐吃時用棍子敲開燒焦的泥巴

塊﹐雞毛就粘下來了。只撒些鹽﹐也只有鹽﹐味道卻很美。逢到

這時﹐傅金城在一邊看著大夥的熱鬧勁兒﹐總會用圍裙搓著雙手

笑眯眯地對大家說﹕“長官隨意﹐長官隨意。在下不才﹐平時喂

豬﹐現在喂人。只好將就了。”這時﹐我覺得那是他最得意﹐也

是最自然的表情。 

飯後的話題特別廣泛﹐當然包括女人。這次是王彥向王銘山

進行回擊。他說在緬甸﹐一次他看王銘山的家裡來了信﹐信封口

沒有粘牢﹐他就抽出先睹為快了﹕“阿山夫君﹐新婚一別已近一

年。妻在家無時不思念﹐獨寢難熬﹐更兼連月陰雨連綿﹐家中陰

溝時常堵塞﹐排水不暢﹐想請外人幫忙疏通﹐但恐夫君惱怒。望

夫君休假速回家排水﹐疏通管道。切不可在外粘花拈草﹐拖延時

日為要。妻囑”王彥咬文嚼字搖頭晃腦慢慢道出之後﹐大夥全都



 17

樂了。王銘山也苦笑著說﹕“甭聽他的﹐他就是這張嘴和這口牙。

你看他的牙都是假的。” 

王彥真是全口的假牙。但他講的事是真的﹐只不過不是王銘

山﹐是國軍在滇緬作戰時流行在部隊中的黃段子。說到王彥的假

牙還有個小插曲。一天夜裡﹐建子酒醒了想喝水﹐黑燈瞎火中抓

了火牆上的茶缸子就喝。哪知道那是王彥放假牙用的茶缸﹐建子

把假牙也喝到嘴裡﹐迷糊中覺得不對勁﹐罵著吐了出去。害得王

彥爬起來黑暗中滿地找牙。大夥看見他忙不迭的樣子﹐大笑著沒

有了睡意﹐好在牙沒有摔壞。睡不著﹐就再聊一個話題。 

我和建子說起兩個月前師裡組織的一次演習。那是我連的司

號員參加後回來講的。說在那次演習中﹐師部的號兵在吹衝鋒號

時誤將“國軍”的號譜吹了出來﹐觀看的我軍首長不乏打過仗﹑

上過戰場的。有人就聽出這是“國軍”的衝鋒號﹐當時不可能糾

正。事後一查﹐原來號手的老師就是一位前“國軍”司號員。事

情後來如何處理就不得而知了。我們說著時﹐這幾位老傢伙先是

不作聲﹐有人問了一句﹕“後來怎麼處理那位教官呢﹖”很快就

有好幾個聲音加了進來﹐他們終於說出了原委﹕“國軍”和共軍

衝鋒號的號譜基本一樣﹐只在某個音上差那麼一點兒。那之後﹐

我很久沒有再睡著﹐從他們的嘆息聲中﹐我覺得參加爭論的這幾

位老傢伙都沒有馬上睡著﹐就是這個不經意的話題﹐讓他們想起

了過去。 

十天同吃同勞動的日子很快就過去了。我看這幫老傢伙真的

很開心﹐反正在連裡他們絕不是這樣。在這之前﹐有些人我都沒

有說過話﹐談不上有交流。回到連裡後﹐我們成了熟人。他們不

是牛鬼蛇神﹐經過多年的改造﹐他們也是人﹐也是普普通通的人。 

對在兵團經歷八年的我來說﹐那是一段特殊的﹐真實的﹐有

意思的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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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了 30 年前我與那些“國軍”的交往﹐如今這些“國軍”大

都已去了另一個世界。有時間一定要回去看看是我多年的願望。 

對於我﹐生活了整整八年的那片土地﹐那裡的每塊地﹑每棵

樹曾經是那麼熟悉﹐依然生活在那裡的人呢﹖“國軍”的後代如

今還在那塊地方嗎﹖他們過得怎樣﹖2006 年 9 月﹐我終於又踏上

了東北大地﹐來到我的連隊。我要見見“國軍”的後代。 

在很長一段時間﹐由於受“極左”思潮的影響﹐人﹐從他出

生的那一刻起﹐他的出身背景就給他的一生定了性。尤其是出身

在地富反壞右和國民黨舊軍人家庭裡的後代﹐無論他們怎樣自強

努力﹐永遠不能和所謂出身好的同伴相比。用英文講就是

“hopeless”一代﹐也叫“無望的一代”或“絕望的一代”。無論

是政治或經濟待遇上都是如此﹐舉國上下極少例外。 

發配到我們連隊的“國軍”就業後結婚晚﹐所以他們的後代

年紀小﹐30 年前在他們的父輩遭人白眼時﹐大都還不懂事。因此

“國軍”當時是我們那兒第一批帶頭實行“晚婚晚育”的實踐

者。所幸他們的後代是先吃苦﹐根本就不知道哪朝哪代日子會變

甜。“老鼠生兒打地洞”一直就是天經地義。誰知道世道真就這

麼變了。 

打倒了“四人幫”﹐知青大批返城。受城市知青返城的影響﹐

就連各地農村去東北的盲流也紛紛想法兒回到了原籍。一大批位

置空了出來﹐無處可投奔而留下來的“國軍”子弟逐漸派上了用

場﹐因為他們根本沒有想出去謀更好的差事﹐比起父輩的遭遇﹐

他們已經覺得換了人間。所以這些年輕人擔綱了生產的主力和隊

裡的領導。 

前“國軍”老兵孫安駿的大兒子孫文彬現在是隊裡的承包

人﹐就是以前的連長。聽介紹﹐連續幾年他是寶泉嶺農墾局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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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大戶。1300 坰（合 1.3 萬畝）地﹐種什麼﹖包給誰﹖還有豬﹑

牛﹑羊﹐果樹造林﹐排水修路﹐場院住房等﹐都是他說了算。1995

年小孫接手上任時﹐魏隊長（當時我在機車排的排長）退下來給

了他多年的家底約 80 萬元。千叮嚀萬囑咐這是咱們全隊的所有﹐

可不能造個精光啊。 

小孫很有心﹐十年的時間把全連的模樣大大地改觀﹐固定資

產已近兩千萬。現在的拖拉機是美國最先進的大型組合農機。我

們看了都驚詫不已。一打聽每年要還貸款近 90 萬﹐準備六年還清。

我開玩笑地問小孫﹕“你還的上嗎﹖” 

“沒問題﹐現在我們根據市場的需求不種小麥了﹐就把機器

連人一起派到嫩江農場有償作業﹐再過一個月回來收大豆玉米。”

我又問﹕“運輸怎麼解決﹖” 

“僱大型平板運輸車﹐兩天就到了。”小孫輕鬆地回答。這

在 30 年前﹐你敢想嗎﹖我又揶揄地﹕“你老爸解放前就是個營長

吧﹖你現在比他老人家氣派吧﹖”小孫笑笑說﹕“我們趕上了好

時候﹐這批機械﹐管局給免了稅。鼓勵我們種糧大戶買。現在玉

米的需求很大﹐而且賣糧都是網上期貨﹐並上了保險。不愁銷路。”

我慢慢地跟上了小孫的思路。 

拖拉機的駕駛員高高的個子﹐大家讓我猜是誰的後代。我怎

麼也說不上來。他告我﹕“我姓傅。傅金城的兒子。”啊﹐就是

那位“平時喂豬﹐現在喂人”老傅的兒子﹖我打量著面前這位英

俊的小夥子﹐感嘆著﹐眼睛有些模糊了。我想起他的父親﹐兩手

在圍裙上不住地搓﹐每天給食堂喂豬挑豬食的樣子。 

“我記得你﹐你高高的個子﹐那時我看見你們開著拖拉機﹐

就像開坦克﹐特神氣。我想長大了﹐有天我也會像你們那樣。”

小傅打斷了我的思緒﹐但打斷不了我強忍不住的淚水﹐我想起了

在葦塘與傅金城相處的那幾天﹐是他教我怎樣吃魚﹐怎樣做叫花

子雞。我對他說﹕“你現在比那時的我們有出息。令尊葬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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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到他墳上﹖讓他老人家高興高興。”“去的﹐年年都去。” 

小傅指著一個小夥子問我﹕“我不說﹐你說他是誰﹖”我還

沒來得及辨認。“他是老金﹐金長發的兒子。記得嗎﹖”怎會不

記得﹐四川樂至的金長發﹐那個新一軍的狙擊手﹐那個用肩膀頂

起一架滿載馬車的金長發。“我是副駕駛員。”小金笑眯眯地說。

看到這些走近中年的年輕人﹐他們那發自內心的快樂和滿足﹐我

心裡很安慰﹐終於明白這裡才是他們真正的家﹐他們才是這塊土

地當之無愧的主人﹗我們只是過客。 

開車經過我們日夜勞作的田地﹐我又來到嘟嚕河邊﹐河水比

以前淺了﹐還是那麼靜靜地流。兩邊堤上微黃的草叢隨著陣陣秋

風在低聲吟唱。我仿佛聽見 30 年前的那次拉練時﹐老陸頭兒在河

對岸向我們叫喊﹕“過來呀﹐這兒的水淺。”昔日破衣爛衫的老

陸頭兒搭的草棚子早沒了蹤影﹐代之而立的是兩間紅磚房。其他

什麼都沒有變﹐變的是我們自己﹐是人。 

依寶林﹐我們指導員的長子﹐現在寶泉嶺管局中國移動任經

理。在歡迎我們的晚宴上﹐他舉杯滿懷深情地對所有在座的人說﹕

“我代表已故的父親向大家敬一杯酒﹐對在那段時間裡家父對在

座的親人多有不敬﹐我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們的指導員

當時是押送這批“國軍”來農場就業的﹐是政策掌握得較好﹑很

有水平的解放軍幹部。 

我們共軍的後人﹐也都不錯﹐但留在隊裡的不多。經過這 30

多年﹐兩邊的後人和睦相處﹐有些還成了親家。不用說﹐再下一

代就更難分國與共了。 

我衷心地希望﹐國共再也不要開戰。歷史就是歷史﹐雖然無

法更改﹐但是我們是人﹐我們應該有肚量﹐有能力去創造歷史﹐

創造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