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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运策

患难
见真情

我的挚友袁金维，1954 年在星子团县
委，那时我在县委秘书室，同在一栋办公楼
工作。因为他年长一岁，有时我称其为袁
兄。
他的妻子程艳梅，1952 年在星子县三
区公所，与我同在一起工作。虽然与我同
年，但要小我的月份，所以她常称我为颜
哥。后来大家按其同音，
都称她为
“程妹”
。
几十年来，因工作需要，我们虽然各奔
东西，但心中彼此都有你我，经常来往，关
系密切。就连下一代，也亲如家人，世交很
深。
岂能忘怀，我妻子那年因病去世，袁兄
与程妹带着女儿袁萍、袁华，来到贺嘉山悲
痛告别时，程妹对痛失好友、同事、兄嫂，深
感悲切，泪如雨下，
失声大哭。
就在这之后，程妹因病辞世，享年 77
岁。此时，我正在海南避寒过冬，没能参加
追悼会见她一面，感到终生遗憾。当从海

南到九江的第二天，儿子开车送我上庐山，
在袁兄的陪同下，来到庐山长青陵园，祭拜
我那快言快语、多情多义的程妹，难免心痛
楚，泪沾裳！
此时的袁兄，
更是伤心地放声大哭！
袁兄与程妹从 1956 年结为夫妻，几十
年如一日，可谓风雨同舟、不离不弃，是患
难与共的恩爱夫妻。
记得那是 1956 年，袁兄在星子团县委
工作，年方二十一，风华正茂；而程妹在县
委农工部工作，此时年龄刚满二十。他们
当初在县委机关，可谓男才女貌的佼佼者，
最为吸引大家的眼球。
那年的三月，程妹在鄱阳湖边的清泉
乡蹲点。晚上，皓月当空，她没有那种刻意
的打扮，独自坐在湖边的那块石头上。这
时，袁兄应约而来。他手里提着些吃的东
西，头发梳理得光光的，衣服穿得很得体，
这显然经过了一番精心打扮。他与程妹依
坐在石头上，两个恋人卿卿我我，促膝交
谈。
就在这之后不久的 8 月 1 日，他们在团
县委的办公室，买了几包香烟，还有些糖
果、瓜子，由双方单位的领导主婚，举行了
简单的婚礼。
洞房花烛之夜，在这十多平方米的房
间里，放着两个单人床合起来的一张床，在
那对鸳鸯枕头上成婚了。如此家徒四壁，
却不失金玉良缘，恩爱无比。
婚后不久，袁兄调省团校学习半年，程
妹则调海会区妇联工作。袁兄学习结业
后，调海会区任团委副书记。从此，他们工
作上比翼双飞，生活上互相关照，小夫妻的
生活过得比蜜还甜，
不久程妹就怀孕了。
就在他们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一
场灾难性的厄运降临了！
那是 1957 年的上半年，区委召开扩大
会，区委那个猴书记（他原本不姓猴，因其
长相尖嘴猴腮，故有人背地称他为猴书记）
假惺惺征求大家对区委领导的意见时，年
轻气盛的袁兄，心怀善意，提了猴书记家属
在机关生活特殊化的问题，惹怒了他，便记
恨在心，不久将袁兄夫妇双双下放园艺场
劳动，
一个到猪场养猪，
一个到兔场养兔。
这天晚上，虽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但
圆圆的月亮却被阴云遮住了。程妹躺在床
上，一筹莫展，一声不哼，似乎在思考着很
多很多的事儿；袁兄忧心忡忡，炒了点花生
米，坐在桌子边喝闷酒，喝了一盅又一盅，
想借酒解愁却愁更愁。
东方刚刚吐出鱼肚色，他们就起床了，
将那些不需要用的东西，捆绑好，准备送到

程妹的老家去。
从 海 会 到 程 妹 的 家 里 ，路 途 数 十 余
里。因当初交通不便，条件有限，只能步
行。
这一天，袁兄像棵遮风挡雨的树，无愧
男人的责任和担当，自己手提、肩挑、背驮，
咬牙前行，让挺着个大肚子的妻子空手走
着。
尽管如此，尽管到娘家还住了一个晚
上，回到海会的当天，因为动了胎气，流产
后大量出血不止。当送到区医院，经过医
生检查，
医生要求立即转院。
此时的袁兄，心急如焚，像热锅上的蚂
蚁，担心妻子的安危，便找到猴书记诉说，
而这个猴书记听了却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不准他请假护送妻子。
当时，袁兄听了忍无可忍火了，便顶撞
了几句，这可把猴书记激怒了，他拍着桌子
吼叫：
“滚！你等着瞧吧！”
等着瞧的结果是：经领导研究，组织决
定，袁金维、程艳梅因抗拒下放劳动，决定
开除工作，继续下放劳动。
这个猴书记还一不做二不休，要置他
于死地而后快，便暗地列出袁兄三大罪状：
一、不服从领导；二、抗拒劳动；三、有右派
言论。并通过逐级上报，遣送到芙蓉农场
劳动教养，一去就是四年零三个月。
芙蓉劳教农场，位于长江下游，与彭泽
县的芙蓉镇接壤，
中间只隔了一条港。
当初的劳教农场，属于省管，接收全省
的劳教人员。在劳教人员中，绝大多数为
男性，也有极少数的女性，
多数是年轻人。
传说隔港相望的芙蓉镇，经常住着劳
教人员的家属，也有一些打扮得花枝招展
的女性常来。而有些劳教人员的男性青
年，时不时不顾冒险和严寒，偷偷涉水来到
芙蓉镇，
以寻求爱侣和暗恋。
袁兄被送到芙蓉劳教农场的野猪垅，
后改为第七大队。
大队长谢帮慰，据说是个烈属子弟，虽
说文化水平不高，但为人耿直，敢说敢为，
重视劳教人员的思想教育，关心他们的生
活，
还经常找他们谈话谈心。
过了好几个月了，那是在一个落雨天
的下午，谢大队长通知袁兄到大队部，很客
气地说：你也是个劳苦人家出身的人，来这
里表现很好，劳动积极。我看了你的档案，
与你说的出入很大，我会重视你的问题。
你可以把你的老婆叫来，与你住在一起。
谢大队长的话语虽然很短，但句句是
暖人心的实话。
这天晚上，他睡在床上想了很多很多，

在德国看足球赛
探亲刚到德国，女儿女婿的朋友胡里(音
译)特地请我去纽伦堡看了一场足球赛。
缘由是上次来德国时两家一起去看了场
足球赛，我可能表现得有些激动，胡里就认定
我是个足球迷。这次他提前订购了票，只请
我去，我的外孙女大俏算是临时翻译，他的女
儿则是大俏的陪同。
球赛在纽伦堡的体育馆进行，这个馆的
特点是场外有四个高高矗立的照明灯柱，场
内完全利用这灯柱上面的几排灯光照明。下
午二点钟的比赛，我们一点就赶到了，却还是
晚了，场里场外都是人，门口稍远处的一家啤
酒店生意爆满，喝酒的全是穿着红色 T 恤的
纽伦堡球迷。进场是要安检的，里面人更多，
馆前的空地处有很多摊位，专卖球衣球帽纪
念品和上面写着球队名的红宽带子，还有好
几排吃食店排着长长的队伍，人们在买面包
啤酒饮料当午饭。
我们也买了吃的，在台阶上坐下吃着，向
来不喜欢吃汉堡的我这顿球迷式午饭竟然吃
得津津有味。
饭后进场，眼前一亮：这是个相当正规的
体育场，绿茵赛场的两端都有大屏幕现场播

放。胡里是个铁杆球迷，父女俩身穿红衣，并
给我带来了写有球队名字的短条幅，可双手
拉起展示，也可当绶带斜披在胸前。他一直
对我滔滔不绝地介绍着有关球赛的事情。听
了大俏的翻译，我才知道今天的比赛是纽伦
堡足球队对另来自德国北方地区来的我说不
来名字的足球队。在上座率近七成的看台
上，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是纽伦堡球队的
球迷，只在南端的有一方座位是客队球迷，只
有几百人吧。
我隔壁的一方看台四周有栏杆拦住了，
这是铁杆球迷的位置，有近千人吧，是有组织
的活动，前台壁上拉着横幅，竖着旗杆，摆着
长条桌，安着音箱，方桌上站着几个人，拿着
手提电喇叭在指挥，球赛还没开始就鼓动着
球迷们擂鼓、吹号、呐喊、歌唱。球赛一开始，
那站在条桌上的指挥者就赤膊上阵了，指挥
着球迷呐喊歌唱，还有起立、坐下、摇手、摆动
和在看台上波浪式起伏，还指挥着看台前的
横幅不时地调换，从栏杆上收走又放下新的，
我不识德文，也不知横幅写的是什么；又换了
旗帜，从有着纽伦堡球队队徽的旗帜到彩色
旗帜，不断地更换招摇。其间，这一方看台竟

久久不能入睡，心里想着想着，他得出了一
个结论：这世界上，还是有好人的。
他按照大队长说的，程妹很快就来到
了农场，袁兄程妹梦寐以求的美梦实现了。
他们就这样，夫妻俩就在劳教农场安
家落户，同甘共苦，共度良宵，于第二年生
下一子，取名为
“袁超英”。
是啊，政治上受过迫害的人，往往更加
注重政治上的问题，连儿子取名也不犯大
忌。取名超英的含义，显然是赶美超英的
意思。也许，这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或
许，这是对儿子的殷切期待。
真是喜事连连，袁兄到农场的第四个
年头，又接到谢大队长的通知，说是上级来
了领导，要找他谈话。当时，他心里忐忑不
安，心想不知道又有什么事了？
！
当袁兄到了队部，只见一个高高大大
的干部让他让座后问：
“ 你是袁金维同志
吗？”此时的袁兄惊呆了，他不相信这是称
他为同志，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眼
泪唰的一下，
像断了线的珠子，
滾滚而下。
是啊，因为这些年来，他从未听见过有
人对自己有过这种亲切的称呼。今天的泪
流满面，就是过去受苦受罪受冤那么深沉
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是的，这位找袁兄谈话的领导，就是省
检察院的刘护平检察长。他对袁兄当面宣
布：经省检察院甄别，对你政治上的问题，
给予彻底平反，并建议恢复公职，安排工
作。
袁兄快步回家，将这一天大的喜事如
实告诉程妹之后，夫妻二人抱头大哭！当
然，这是激动的大哭，这是感到幸福的大
哭，也是多年来所受委屈的一次大释然！
这哭声可谓悲哀而又悲壮。年幼的儿
子超英看见爸爸妈妈如此大哭，虽然不知
何因，也自然被感染得大哭起来，大小三人
在房间里哭成一团！
这莫名其妙的哭声，惊动了左邻右舍，
都一个个跑过来伸着头看，都一时不知道
袁兄家里发生了什么？
！
随着检察机关对袁兄的平反，人事部
门也很快重视对程妹公职问题的考虑。程
妹恢复了干部待遇，随袁兄安排在庐山工
作。从此，夫妻俩工作、生活在庐山，两个
温情儒雅的女儿，有如一对金花银花，更像
两个紧身小棉袄，温暖着爸爸妈妈的心。
到了老年，袁兄与程妹，更是悠闲自
乐，福寿绵绵，常常手挽着手，漫步在河南
路上的林荫里，享受着这“晚开的花，陈年
的酒，迟到的爱，未了的情”，谁人都说最美
不过夕阳红！

□李志川

然还出现了全体球队迷各人头顶一张大绿
纸，在看台上拼接出绿色大方块，这可是中国
大型文艺表演时翻牌的形式啊！又忽然一声
令下，所有的持纸者将纸揉搓成一团，齐刷刷
地朝看台下丢去，霎时，体育场内的跑道上一
片绿纸团。正诧异这不是“环境污染”吗，却
见从出场门边极快地走出几队拖着黑色大垃
圾袋的球迷，用不了几分钟，就把一地的绿纸
团捡拾起来，丢入袋中拖走了，跑道上瞬间就
收拾得干干净净了。看起来，一切都是早有
准备，
一切都闹而不乱，
井然有序，
可见球迷的
素质。正是七月暑天，下午的阳光强烈，随着
球迷们情绪越来越高，
这一方铁杆球迷中脱衣
服打赤膊的青年也就越来越多，
最后前面几排
全是光膀子拉拉队员了。那声音也只能用震
耳欲聋、
惊天动地来形容了。
球赛很精彩，两队实力悬殊，就不细说
了，
这一场球的结果是：纽伦堡球队 3:0 完胜。
这当然让纽伦堡的球迷们喜之若狂。而
那南端的客队球迷，起先还有呼喊声，最后无
声无息了。因离得太远，我也看不清他们的
表情。
由此可见比赛主客场的差别。

许是怕球迷们会有过激行为，到球赛快
结束时，有列队警察从出场口鱼贯而出，到这
方铁杆球迷和南端客队球迷的看台前面而
站，警惕地注视着看台上球迷的举动。在此
之前，也有警察在球场内，但人不多，间隔很
远。比赛结束后，球迷虽然激动，但一直到纽
伦堡球员特地来这方铁杆球迷看台致谢时，
都没有发生意外。
德国球迷光膀子看球，他们可能或是习
惯或是早有保护措施，只是苦了我这个刚来
的中国人，实在适应不了欧洲的强烈日头直
晒，手脸全红彤彤的了，以后好几天一直灼
痛。
我当然是和胡里父女、我的外孙女一样，
为纽伦堡队加油的。因三个球进得真是漂
亮，所以我也放肆地喊了叫了，人也完全地放
松爽了一回。
不过说真的，我在国内很少看足球，绝对
是个伪球迷。好在语言不通，只在进球时叫
好就是，其他球事一概不说，胡里也就看不出
我的破绽了。胡里可能对我的表现再次满
意，在中场休息时，还特地跑到外面的摊位上
买了个纽伦堡球队标志的圆牌送给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