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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承的军事才能，为许多人所
称道，也赢得了诸如“当代孙武”“军
神”的赞誉。在曾经的对手，无论是国
民党还是日本人那里，他也得到了相
当高的评价。蒋介石说，“论战术之
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智计
过人，不愧是军事家”。白崇禧则称他
为“共军第一号悍匪”，深受刘伯承之
苦的国民党第一一九旅旅长刘广信
自嘲又沮丧地说：“与其说我们是受
顾祝同、白崇禧指挥，不如说是受刘
伯承指挥。”而刘伯承率领的一二九
师，被日军视为太行山上“神秘而又
可怕的对手”。1938年，刘伯承指挥的
“神头岭伏击战”，被日本人又恨又怕
地形容为“支那一流的游击战术”。

刘弥群说，父亲一向对情报工作
非常在意，“很注意抓‘舌头’”。当年
与日本人交战时，刘伯承特别注意从
日军留下的物品中寻找蛛丝马迹。有
一次反扫荡，手下一个参谋去厕所时
看到了日本人用过的大便纸，拿过来
一看，上面画了一个大圆圈，写了几
个地名，还写了“29”这个数字。刘伯
承结合当时的敌我情况，认真分析纸
上信息，判断敌人可能在29日对那
几个地区对纸上写的几个地方进行
合围，便命令该地区部队撤离。果然
日军在29日进行了扫荡，结果一无
所获。
“作战情报非常重要，没有情报

没法作战，对情报的敏感程度也是考

验一个指挥员智谋的关键。”后来也
从事情报工作的刘蒙对父亲一直很
敬佩。1942年的某一天，抗联来了一
位朝鲜族同志，来八路军指挥部和大
家合影，很热闹了一阵。几天后，有人
报告：这位同志突然失踪。刘伯承得
知后，又结合其他信息，马上给国民
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
打电话：“我判定，他的失踪意味着日
本人马上要大扫荡了！”———他预感
到，这是日本人为扫荡后要认领高级
指挥员做准备。有人认为刘伯承太过
敏感而不以为然，但刘伯承找到专门
负责保卫八路军指挥部的陈锡联，找
好了撤退的羊肠小道。后来的发展也
再次证明了刘伯承的判断。
而在长征途中，刘伯承带领部队

过五关斩六将，留下无数传奇与佳
话，更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与智
谋。这些故事已被演绎过无数次，但
在刘蒙绘声绘色的讲述中，又增加了
许多鲜活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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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彝区与彝族首领小叶丹结盟，
是一个常被人们传诵的故事。刘伯承
和聂荣臻率先遣支队进入冕宁后，立
刻释放了被国民党抓为人质的所有
彝民，树立了“新汉人”的形象。在当
地人的帮助下，刘伯承找到了太平天
国石达开军队的后人陈志喜了解当
地情况，随即决定将突破口放在做彝
族首领小叶丹的工作。
在当地被排挤的小叶丹对这支

队伍也比较积极，他马上派自己的叔
叔来与刘伯承部队见面，“父亲特地
挑选一些高大的士兵，穿上最好的军
装，佩戴最好的武器”。小叶丹的叔叔
来了一看，对这支部队充满好奇，再
一看司令员，谈吐不凡，当即就要求
刘伯承跟他上山见小叶丹。刘伯承一
口就答应下来，其实在当时还是有不
可预知的危险的。小叶丹见了刘伯承
就要结盟，没有酒和酒杯，刘伯承就
让警卫员从皮带上解下两个瓷盅，在
彝海里舀水，以水代酒，然后歃血为
盟。通过彝区时，刘伯承与聂荣臻再
三叮嘱：“不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
不能开枪！”
大渡河是红军长征路上面临的

又一难关，当年石达开在此全军覆
没，刘伯承的敌手正期盼这幕历史再
次上演。
当时安顺场的守敌并不多，刘伯

承最初的计划是想趁敌人不备，偷
渡过江，所以做出先头部队直奔安
顺场的决定。由于通信原因，当时未
能与总部取得联系，跟随他的两位参
谋后来向刘蒙回忆，由于过度疲劳，
刘伯承当夜骑在马背上睡着了，嘴里
还不断重复着一句话：“有船，我就有
办法……”
刘伯承给先遣营营长孙继先交

代了三个任务：火速全歼安顺场的敌
人；迅速找到船只；把船带到渡口，做
好准备工作。很巧的是，当天晚上，国
民党一个司务长要了一条船到对岸
找他的相好，孙继先当即把他捕了。

但是船漂到下游，孙继先下去找，左
推右推半天推不回来。眼看着天亮
了，心急如焚的刘伯承问手下：“孙继
先哪去了？这个家伙还不回来，硬是
把偷渡改成强渡了！”———后来成为
济南军区副司令的孙继先告诉刘蒙，
当他赶回部队时，还以为刘伯承要把
他一枪毙了！
这种情势下，只能“强渡”，守卫

的川军已经发现了他们。当时第一船
强渡的战士被敌人火力强压在滩头
上，岌岌可危，而这一边只剩下三发
迫击炮弹。刘伯承让孙继先找来有
“炮神”之称的赵章成———出身于西
北军的赵章成打炮极准，但即便加入
共产党后仍然保持着他中国农民式
的所谓佛教信仰：不愿杀生造孽与相
信轮回转世，在作战开炮前总要祷告
一番，说自己是奉命开炮，冤魂不要
来找他。长征时赵章成已任红一军团
炮兵营营长，但他还是坚持这个祷告
习惯。“父亲告诉孙继先，你拿把刀站
在他后面，说炮打不准就要杀头。其
实当然是不会真杀他的。”刘蒙说。
关键时刻，赵章成果然弹无虚

发，用仅剩的三发炮弹，端掉了敌人
的三个机枪火力点。这三炮对没有重
武器装备的川军是极大的威慑，他们
并不知红军只有三发炮弹。川军士兵
因惧怕炮击而开始退逃，防御彻底崩
溃了。毛泽东到达安顺场后非常兴奋
地说：“我说过伯承是一条龙)刘伯承

属龙*，他能带我们过江，这不过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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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时赫连终于恢复元气，受同
事邀请去参加主题派对。夏秋男友及
时出现填补空缺，拖她一起去外地厂
里实地考察红木家具。
“红木家具不是老年人喜欢的吗？”

夏秋对坐长途车表示了些微不满。
“你以为我父母不喜欢，我们结

得成婚？”男友不屑地给她开了车门。
夏秋有点愣住，他的语气不像玩笑。

这天是有点阴沉的，一点阳光也
没有。车开过跨海大桥，长江口风浪
起伏，车载GPS出现了异景。

大概是上次更新的时候，这座桥
还没建好，地图上显示这一片还是
海。

代表自己方位的红色小箭头无
依无靠地飘在海上。
人像在海面浮游。
夏秋依然在后排，因为晕车躺倒

了。迷迷糊糊快睡着时男友的手机突
然进了电话。因为设置了蓝牙连接，
来电在车里直接开了功放。是未来婆
婆打进来的。
“你在哪儿啊？好不容易到了周

末怎么又没了人影？”
“去看家具的路上。”
“哦。也算做了点正事。不过人家

小余周末才有空，你又把人家晾着。
你就不会带着她一起去啊？”
“不方便。我在开车，有话回家再

说。”
自己儿子一丁点的慌张敷衍都

被亲妈听出了蛛丝马迹：“你和那夏

秋不会还没分吧？”
夏秋听见自己被点了名，心虚似

的把眼睛闭得更紧了。她敢肯定男友
此刻从后视镜里偷瞄了自己。
隔了两秒，男友说：“你让我怎么

跟她分？跟她说‘我妈帮我找了更好
的结婚对象，所以我不能跟你结婚
了’吗？这像人话吗？”
“你就不能给她摆摆事实，让她

知难而退吗？”他妈妈的语气听起来
有点焦躁了，“不用你说，你所有朋友
也会告诉她，她和小余差了十万八千
里。小余家里开厂有实业家底厚，人
家自己又是公安系统的铁饭碗，这社
会地位她怎么比？就她自己捏捏泥巴
做那两个破瓶子能赚几个钱？二十年
买不起内环一套房。这不，果然失业
喝西北风了吧。她父母养老能不能靠
自己还成问题。你娶她？你就去养她
全家吧。养个儿子到三十岁结果成了
人家的儿子，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
“哎呀行了行了。天天说这些烦

不烦？我又不是小学生。道理我不是
不懂，可是分手也需要过程，没法像
切萝卜那样啊。”
“俗话说得好，就得快刀斩乱麻。

你和她就是乱麻，没好结果的。嫌我
唠叨烦，你就早点自己处理好。晚上
回家来吃饭，我把小余约到家里了。”
“知道了。”
听不出什么情感倾向，电话就这

么挂断了。
夏秋自始至终没睁眼，好像躺在

海里，是云海。身体底下垫着起伏的
棉花糖，找不到支撑着力点，不断下

陷。
陷下去的同时，身边的云翻滚着

卷来，将自己覆盖，却不能提供温暖。
一种置人于死地的窒息感，夹带

着一种虚假的甜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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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你别老是晃好吗？晃得我
头晕。”
“不是我晃，是你自己在晃好吗？

你香槟喝一杯都能醉啊？”夏秋把李
禾多扶到沙发边推她坐下。
禾多眨了眨眼睛：“果然不晃

了。”
夏秋真气不打一处来。心情不好，

约好姐妹一起到家喝酒聊天，话还没
进入正题，不伤心的人反而比伤心的
人醉得更快，简直没有人性。
王旗和陈萱倒是没醉，只不过因

为林浩、赫连气氛有点怪。两个人都
是一边机械化地大口喝酒，一边盯着
电视里的调解纠纷栏目。
夏秋看了看她们，觉得还是李禾

多比较有人性，又回到李禾多身边，没
再说话，就抱着她腰靠了一会儿，不知
怎么的，眼泪就流下来了。
禾多感觉到胳膊湿了一片，终于

稳重起来，回过头像母亲一样看着夏
秋：“你别哭了，这家人就是畜生，犯
不着跟他们较劲。人怎么能跟猪打架
呢？你说是吧？”
夏秋呜呜的哭得更起劲了：“我只

是普通人家的女儿，犯了什么错？”
禾多摸摸她的额头：“富贵人家的

陈萱和赫连也不幸福啊。没什么错，

就是好人难遇。你还有尹铭翔呢，他
还喜欢你。”
夏秋完全忽略了尹铭翔这个话

题，继续纠结自己的：“我跟你说，他肯
定知道我没睡着，这电话就是打给我
听的。真气人！他连渣男都不愿做，难
听的话还让她妈来说。”
“所以呢？现在不正是回头是岸

的好机会吗？真嫁给他了，被他妈妈
虐得灰头土脸，不是更惨？”
夏秋不哭了，坐直了擦擦眼泪：

“我想报复他。”
“你又不是天蝎座，没这天赋。你

还是报复社会吧。”
夏秋想起了在场的天蝎座：“陈

萱，你帮我想个主意报复他。”
陈萱视线都没离开电视：“勾引他

爸，逼他爸转移财产和她妈离婚，让他
妈一分钱拿不到，生俩儿子，分掉他一
大半遗产，培养自己儿子勾搭嫂子搞
不伦恋让全家发疯再抛弃。”
夏秋花了几十秒在脑子里理清思

路，然后转过头眼泪汪汪地看向禾多：
“还是你帮我想个主意报复社会吧。”
“另外你记错了，我跟你一样是双

子座。”陈萱并不觉得自己的主意不
好，只是依旧沉迷于调解栏目：“哎，你
们说，为什么原配总是打小三呢？怎
么没有一个去打贱男的？”
夏秋终于被转移了注意力：“因为

原配对贱男有爱，对小三只有恨。再
加上，女人打不过男人。”
“那个……”王旗在沙发角落里咬

着吸管幽幽地说，“赫连那天打了林
浩，没打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