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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小说中!丐帮帮主是个风云人
物!凭借一根打狗棒行走江湖!无比潇
洒" 东汉后期也有一位#丐帮帮主$!名
叫向栩% 除了高超的武艺外!&帮主$所
需要的其他素质!比如博识'胆量!向栩
都具备"

向栩好读书!特别喜欢(老子)*他
不结交朋友!却四处招徒授学!而且胆
子特别大!给每位弟子取了一个十分夸
张的学名!分别叫#颜渊$'#子贡$'#季
路$'#冉有$等!这些可是孔子的几个大
弟子的姓名+ 不过!自比孔子的向栩又
常常骑着小毛驴!率领众弟子去城里乞
讨!回家时还不忘邀请城里大小乞丐到
他家喝酒吃肉!公然当起了丐帮帮主%

向栩的做法为他获得了声誉%而当
时各级政府提拔官员!对口碑好的人情
有独钟!因此州郡长官多次邀请向栩出
仕做官% 对这些邀请!向栩一律不理不
睬%不应征召'不贪利禄!向栩的名气滚
雪球般越来越大!最后惊动了皇帝% 皇
帝老爷派亲信过来!封给他一个地方属
国国相的大官% 这回向栩没有拒绝%

任职期间!向栩保持了乞讨生活时
的懒散习惯,很少上班!不处理公文!以
至于官府蒿草丛生% 然而鬼使神差!不
久向栩再次得到提拔!进入朝廷% 这位
游手好闲的#帮主$平步青云!不能不说
是个莫大嘲讽% 当然居庙堂之高!向栩
也有可取之处!譬如他每次上朝一脸正
气!从不溜须拍马%这与丑态百出'为非
作歹的宦官形成鲜明对比%

没过几年!规模浩大的黄巾起义爆
发!百官慌作一团!向栩却神色自若!给
汉灵帝出了一个荒唐的点子!#栩上便
宜!颇讥刺左右!不欲国家兴兵!但遣将
于河上北向读(孝经)!贼自当消灭% $

-(后汉书.独行列传)/

宦官们早已视向栩为眼中钉肉中
刺!终于逮着一个借口!他们造谣说向
栩之所以不主张武力镇压!支出这样一
个怪招!不是他的脑子被驴踢了!而是
用心叵测!是黄巾军的内应% 汉灵帝大
吃一惊!下令立马处死向栩%

临刑前!向栩留恋的也许不是自己
的顺利仕途! 不是朝廷里的荣华富贵!

而是做 #丐帮帮主$ 时的那份潇洒吧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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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世友出身贫苦农家!在土地革
命和解放战争时期立下赫赫战功!建
国后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担任中国人
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南京军区司令
员'国防部副部长等%

许世友在南京时养鸡很出名!

$%&'年来到广州后!就盯上了自家别
墅后面的那片竹林%命人将竹林围好
后!他从南京运来$""只良种鸡!圈在
里面放养% 因为这些鸡他都侍弄过!

所以哪只快生蛋了' 哪只身体不适!

他都清清楚楚%

许世友还亲自教工作人员把吃
剩的骨头和鱼刺敲碎!掺在饲料里喂
鸡% 此外!他还嘱咐工作人员每天至
少给鸡喂一次青菜% 果不其然!他养
的那些鸡个个活蹦乱跳!下的蛋也特
别大%有一只蛋居然有'两多!里面有
'个蛋黄% 慕名前来参观许世友养鸡

的人越来越多!还有人联系买鸡蛋%#

我这里又不是养鸡场!参观什么+ $许
世友虽然拒绝了参观者!但对买鸡蛋
的人却区别对待! 他告诉工作人员,

#一定要问清楚!如果买鸡蛋吃!多少
钱也不卖!如果用来孵小鸡!无偿奉
送% $

许世友在广州的住处111留园&

号的院内道路两旁立着一排排葱郁
繁盛的白玉兰树! 每到开花季节!清
香扑鼻!满园生辉% 许世友看到园丁
每次都将飘落的花瓣收拾起来带走!

觉得奇怪!就问其缘由!园丁不好意
思地回答,&卖掉!换几个零花钱% $

许世友好像又发现了一条生财
之道!急速号令工作人员集合!采摘
玉兰花%他坐镇指挥!大家一起动手!

有上树摘的! 有在地上用钩子钩的!

很快就搞得白玉兰树光彩顿失%只有

高处的树梢上还有零零散散的几朵!

大家你推我'我推你!谁也不想爬上
去冒险% &兔崽子!想当年三丈多高的
树我也爬得上去!看你们这群熊样+ $

许世友边骂边露出一脸的不屑%

大家将采下的白玉兰花卖到收
购站! 一个花季就赚了五六百元!这
在上个世纪&"年代可是一笔不小的
财富%许世友用这笔钱给每个工作人
员买了一件时髦的的确良衣服!剩下
的用来改善大家的伙食%

许世友自己养鸡种菜为国家省
了开支!其实他节省的地方远不止这
些%比如!他睡的床是木板床!而且床
板只有三尺宽%军区管理局几次要给
他换有弹性的棕床! 他坚决不同意!

还说,&睡硬床可以把腰杆睡直% $他
家的大小凳子也全是硬的!而那些宽
敞舒适的沙发专门给客人坐%

多年来!许世友一直乘坐两辆普
通的北京吉普车% 许世友常说,&卧
车软绵绵的不够劲! 人和车一起颠
簸是最好的运动% $但是他那两辆旧
吉普车在参加大型活动时! 不仅有
碍观瞻! 而且还常常因为马力小影
响整个车队的速度% 工作人员商量
后!报主管部门同意!趁许世友下部
队时!为他换了一辆新的吉普车!准
备在接送外宾时再动员他坐% 可不
等外宾来! 这辆车就被许世友发现
了% 他一脸怒气! 命令立即把车送
走% 工作人员刚解释几句就被许世
友训斥了一顿,&什么迎送外宾0 要
是你们几个老爷想坐好车就直说!

别跟老子耍心眼% $

之后!许世友依然坐那辆旧吉普
车!陶醉于那种上下颠簸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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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释&鼻祖$的来历!首先还得从
&鼻$字说起% &鼻$的本字是&自$%在上
古时代!&自$就是鼻子的意思% 在甲骨
文和金文中!&自$ 的写法都很像人的
鼻子的模样! 那时候!&自$ 的读音和
&鼻$的读音是一样的!所以许慎在(说
文解字)里说,&自!读若鼻% $

应该说!&自$ 的本义就是鼻子!人
们在说到自己的时候常常指着自己的
鼻子!因此&自$又有了&自己$的意思!

成了第一人称代词% &自$的这个意思
后来被广泛运用! 结果反而不方便指
它的本义111鼻子了%

因此人们另外造了一个形声字,

在&自$之下加了一个声符&畀$!形成
了一个新字&鼻$!从此!&自$和&鼻$就
有了分工!各指各的意思% 因为&自$的
引申义有&从$的意思!再引申为&开
始$的意思!所以&鼻$也继承了创始'

开始的意思%

(汉制考.说文)里有&今以始生子
为鼻子$的说法!意思是把第一个出生
的儿子称为&鼻子$!用的就是&初始$

的意思% 因此!最早的祖先'创始人就
被称为&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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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底!南越政权的大本
营西贡!!"#$%"陷入重围!通
往海岸的道路全被北越军队截断!

各国航空公司取消了商业航班!连
机场跑道也遭炮火破坏! 令乘坐固
定翼飞机逃出这座孤城的设想化为
泡影% 此刻!坚守在美国大使馆的最
后一批海军陆战队员并未意识到!

自己即将成为史上最大的直升机撤
退行动的见证人%

\]^_`DEab

)月*%日清早! 陆战队+连指挥
官吉姆.基恩少校站在大使馆办公
室破裂的窗户前!眉头紧锁!凝视着
远方% 两年前!五角大楼就着手制订
南越政权崩溃时的秘密撤离计划!

虽然考虑了多种选择! 但随着局势
迅速恶化! 如今留给他们的只剩一
条路111搭乘直升机% 好消息是!大
使馆的屋顶停机坪极其坚固! 足以
承受陆战队的标准运输工具111

+,-).&海骑士$直升机!至于肚量和
块头更大的+,-('&海牡马$直升机!

则只能使用院子里的地面着陆区%

几周前! 放弃西贡的暗号就已
经发出% 在陆海空三军电台的公用
频道中! 广播员的语调和往常一样
平淡,&西贡当前的温度为$/(华氏
度并不断升高23$ 包括平民和士
兵在内的所有美国人都知道其中蕴
含的真实信息% 撤离行动代号 &急
风$!在机场的国防武官办公室和美
国大使馆同步进行%

刚过正午!美国海军的0-&&海
盗$攻击机和空军的1-)&鬼怪$战斗
机从泰国起飞!随即进入南越领空!

准备为执行撤离任务的直升机提供
掩护% 几十英里外的公海上!海军陆
战队准将理查德.凯利在 &蓝岭$号
指挥舰上紧盯着西贡上空的风吹草
动% 他用无线电联系格雷厄姆.马丁
大使!询问还有多少人等待撤离!对
方有些吞吞吐吐! 似乎在暗示撤离
无法按原计划进行% 气象雷达随后
也传来报告,西贡东部降下大雨!能
见度几乎为零! 这意味着直升机将
不得不低空飞行! 更容易落入敌军

轻武器的射程内%

负责现场指挥的基恩可顾不上
这么多% &我需要直升机+ 很多直升
机+ $他几乎是怒吼着通知凯利!除
了使馆工作人员'海军陆战队员!还
有$"""多名美国公民和越南人聚集
在大使馆内!更麻烦的是!使馆周边
地区还有多达上万名当地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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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点左右!雨势稍歇% 基恩
快步登上大使馆屋顶! 远处终于传
来他盼望已久的引擎轰鸣声% 很快!

)架斜着身子的&海骑士$出现在视
野中!陆战队员们赶忙设立警戒线!

把焦急等待的人群分开! 每组*"到

*(人!吩咐他们做好登机准备% 相比
之下! 在院内停车场落地的 &海牡
马$ 更让人捏一把汗111由于大使
馆内没有任何起重设施! 一旦有直
升机意外坠毁!根本无法移走残骸!

必将导致撤离行动大大延缓%

离太阳落山不到$小时!还有至
少$"""人没有撤离% 一名飞行员对
基恩说,&我可能是最后一个! 天黑
后是否继续飞行! 应当马上做决
定% $与此同时!凯利准将也走进了
特混舰队指挥官'海军上将大卫.惠
特迈尔的舱室! 两人随即进行了一
场小小的争论%

&按照华盛顿的命令!所有飞机
停飞!以免发生夜间事故% $惠特迈
尔说%

&如果不继续撤离!天明时!等
待余下士兵的将是北越军队% $凯利
反驳%

官职更大的惠特迈尔被说服
了!直升机飞行得以继续% 按照基恩
的要求! 大使馆停机坪在短短$"分
钟内被照明灯环绕! 仿佛节日里的
百老汇大剧院一般%

次日凌晨'点'"分!又一封急电
从白宫飞来% 福特总统的指示很简
单,马丁大使立即撤离!剩下的人当
中只撤美国公民% 上校飞行员格里.
贝里驾机飞往大使馆! 一着陆就向
基恩口述了命令% 目送大使平安升
空后! 基恩跑向院子里维持秩序的
海军陆战队警卫,&听我命令! 大家
组成半圆形队形悄悄撤到大使馆屋
顶!不要跑!也别大声吆喝% $

全体陆战队员组成'个同心半
圆!每队大约$(人% 眼见美国军人突
然离开! 大使馆门外的数百名越南
人开始躁动不安% 突然!随着一声巨
响!大门像废纸板一样被挤垮% 陆战
队员见状连忙闩死使馆内门! 而后
登上电梯!来到第.层!再关闭电源!

把钥匙扔进电梯井111他们要与时
间赛跑% 此刻!屋顶上只剩大约."名
陆战队员和使馆工作人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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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 前方的飞行员们也不知

这趟任务何时能够结束% 所有人都
担心自己的余生在战俘营度过!还
有人认为越南将成为另一个朝鲜!

一块从中间分割成两部分的土地!

南方因美国支持下的不稳定的休战
协定而苟延残喘% 最后!一个名叫麦
克.苏利文的上士发话了,&所有人
都过来% $同事们闻声凑到一起!有
人忍不住问,&你认为舰队还会在这
片海域等我们返航吗0 $

&一定会% $苏利文向战友们保
证% 接着又有人说,&我不想被送进
战俘营% $&是的!那我们最好投票决
定% $苏利文相信!投票的结果一定
是继续驾驶直升机执行撤离行动!

没有半点怀疑! 但他还是希望通过
这种正规的程序做出决定% 不出所
料!所有人都没选择放弃%

大使馆屋顶上! 基恩还在焦急
地等待% 天色已然大亮! 他看了看
表!这几个小时显得如此漫长% 就在
下一秒! 东南方的蓝色晨空中出现
了一条白色凝结尾流% 基恩赶忙拿
起望远镜111没错+ &海骑士$的轮
廓愈发清晰! 还有)架0,-$ &眼镜
蛇$ 武装直升机在旁护卫! 一架在
上!一架在下!另外两架在两侧!组
成一个十字架!间距不到$英里%

在基恩的率领下!这群殿后的美
军士兵奔向 &海骑士$! 在烟雾掩护
下!陆战队员们蜂拥冲入机舱!随着
直升机旋翼的咆哮!负重的&海骑士$

又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拔地而起%

透过舷窗! 虎口脱险的陆战队
员们看到越南难民从楼梯上蹿出
来!瞬间挤满了整个屋顶% 一切都为
时已晚!对这些人来说!今后的命运
已经无法由他们自己掌控了%

从此! 美国军人告别了这片发
生过太多故事的土地! 紧张但并不
混乱的直升机大撤离! 算是为令人
不快的越南战事画上了句号% 整个
行动期间!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直升
机.2*次飞进孤城西贡! 共有'%(名
美国人'))&(名越南人和第三国公
民从机场撤离!另有%&2名美国人和
$**3名外国人从美国大使馆撤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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