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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美军发起的!秋季攻势"在
东线遭到惨败后# 又于$"月中旬在西
线集中'个师的兵力向我金城一线的
防御阵地发起了进攻$ 李飞所在的部
队奉命投入轿岩山% 烽火山地带的阻
击战$ 战斗打响后#李飞带领他的战斗
小组坚守在月峰山头$

月峰山位于月峰里正南方$ 它突
出我军防线# 便于我观察和阻击敌军
的行动#为我军防御的最前哨#也是敌
向我烽火山主阵地进攻的门户$ 因此#

月峰山成了敌我双方殊死争夺的要
点$

$"月$(日)"点# 李飞根据首长的
命令# 带领小组进入阵地后# 根据敌
情%地形#判断出敌人可能向我进攻的
路线#形成了多种情况下的阻击方案#

并连夜构筑了交通沟%散兵坑$ 大家士
气高昂#决心打好出国第一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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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拂晓#距我阵地前沿+,"

米处与我对峙的美军第(师的两个营
-内含配属其指挥的一个荷兰营.在'架
飞机%/辆坦克和大量炮火的支援下#

向我月峰山阵地发动了疯狂的% 连续
的进攻#企图一举攻克要点#继而大举
北犯$

在进行了',分钟的狂轰滥炸后#

有*,多个敌兵在排子炮和重机枪的掩
护下#如羊群般从正面冲了上来$ 大伙
不约而同高喊&!组长# 敌人快攻上来

啦#打吧' "李飞镇定地说&!沉住气#不
到跟前不理他$ "当敌人接近到距阵地
0,,米时# 李飞为了让大家定下心来#

说&!同志们# 我先给你们做个示范动
作#看这群羊是怎样滚下山去的$ "随
着一阵机枪的吼叫# 冲在前面的美国
兵纷纷倒下去了$ 李飞的举动有效地
稳定了大家的心态$

这时#另一股敌人又冒着浓烟冲了
上来$ 李飞让大伙沉住气#等到敌人放
近了再打$ 当敌人到达三四十米时#李
飞战斗小组的机关枪%冲锋枪%手榴弹一
阵猛打$ 只听坡下敌人鬼哭狼嚎$ 死伤
一片$新战士张风亮高兴地说&!组长#组
长#我打死了+个'"李飞鼓励他说&!打得
好#越近打得越准#就这么打' "

这时一大群敌人又从左边爬上来
了$ 李飞还是老主意& 不见兔子不撤
鹰#没有十成把握#决不轻易射出一颗
子弹$ 他对大家说&!把手榴弹准备好#

听口令' "当敌人进入只有+,米的距离
时#他大喊一声&!打' "一排手榴弹齐
刷刷地扔了出去$ 抵近火力的弹片#片
片撕肉裂魂$ 三四十个美国兵只回去
四五个$ 接着# 敌人又进行了两次冲
击#均被李飞小组抵近火力大量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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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飞估计敌人吃了这么大的亏#

定会进行报复性的炮轰$ 为了引开敌
人的炮火# 他带领战友们飞快地跑到
交通沟左侧阵地$ 打了一梭子子弹后#

他们又火速地跑到交通沟的右侧阵
地$ 这一招真灵#果然把敌人迷惑了&

敌人迅速作出了反应# 对我左侧阵地
集中炮火铺天盖地地进行了),分钟的
轰炸$ 李飞兴奋地说&!美国鬼子#你有
多大的熊劲就往那边使吧$ "

李飞小组抓住这个间隙# 抢修工
事#总结经验$ 根据敌人几次进攻的规
律#李飞决定近打远不打#大胆地把敌
人放近+,米之内打# 敌人来少了用步
枪%自动枪!点名"#来多了用机关枪%

自动枪扫射#手榴弹跟上$

炮火一停# 敌人新一轮集团冲锋
又开始了$ 为了放得更近#李飞小组故
意向敌群扔石头#推石块$ 敌人高兴地
乱叫着#大概是说&哈哈#他们的子弹
终于打光啦#咱们大胆地上吧'

敌人竟然抬起身子# 耀武扬威地
往上冲$ 殊不知在离我阵地十几米的

时候# 敌人被李飞小组突然出现的抵
近火力扫得血肉横飞%尸横遍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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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总是老一套#就是飞机加大
炮"$ 美军见久攻不下#恼羞成怒#于当
日中午以'架飞机%/辆坦克#集中炮火
向我阵地轰炸% 扫射% 投汽油弹+,分
钟$ 我阵地上燃起了通天大火#大多工
事被炸得底朝天$

为了保存有生力量# 寻求近歼的
时机# 李飞利用敌人换弹的时机把手
一挥对大家说&!走#把手榴弹带足#跟
我来' "他带着大伙顺着有利地形巧妙
地绕到前边的山腰# 大胆地把阵地前
伸至敌人!鼻子尖下"的无名高地#利
用弹坑作为隐蔽的阵地$

李飞跟大家说&!同志们别怕#离
敌人越近越安全# 越不容易被敌人炮
火杀伤# 既好隐蔽自己# 又好打击敌
人$ "果然不出所料#在敌人进行了一
番!老一套"的轰炸之后#又一群敌人
冲了上来$ 敌人万万没想到刚刚冲到
一半时# 就遭到李飞小组突然抵近火
力的猛烈的杀伤$ 前边的敌人成片成
片地倒下$ 后面的敌人惊呆了#猜不透
子弹从哪个方向飞来的# 赶忙连滚带
爬地缩了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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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地上敌人的死尸不断增多$ 美
军狗急跳墙了#使尽了全身的解数#在
空%坦%炮的掩护下#分+路向我无名高
地发起了集团冲锋# 企图左右对进#+

面合围$

李飞小组迅速抢占无名高地左后
侧的有利地形$ 他们对+路敌人按照对
我阵地威胁的轻重缓急的程度采取轮
流!斩头"战术&首先打掉突出冒进%离
我最近的一路#依次类推$ 这时李飞小
组就像一团火#在阵地上滚来滚去#其
疾如风$ 经过几个圈子的!斩头"#击退
了敌人的+面围攻$ 尔后#李飞小组又
返回到原阵地$

李飞小组在月峰山阻击战中#至友
军接防为止#共与敌激战了0(个小时#打
退了敌人00次进攻#歼敌+/,人#而我却
无一伤亡$敌人未能前进一步$战后#志
愿军总部为李飞记特等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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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
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 正义的象
征$

然而#就是这位被称为!海青天"

的海瑞# 在私生活上也有鲜为人知
的另一面$ 海瑞的侄女婿梁云龙曾
写过)海忠介公行状(一书#其中有
海瑞!三妻两妾"之说$ 根据这部书#

史学家黄仁宇在 )万历十五年(中
说#海瑞!曾经结过三次婚#又有两
个小妾"#这个说法为许多著作所继
承$ 但也有人说海瑞娶过六七次妻
妾#甚至还有!九娶"的说法#并说
!瑞已耄#而妻方艾"$ 意思是说海瑞

耄耋之年还娶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做
小老婆$ 虽然这些说法有些过分#但
是可以看出# 海瑞妻妾成群则无疑
是不可抹杀的事实$

万历十五年十月十四日#海瑞病
逝#他死的时候有!二媵四仆"$ !媵"

即侧室#也就是小妾$ 这二妾中有一
个是邱氏# 另一个则是有人所说的
!瑞已耄#而妻方艾"的那个!方艾"的
女孩子$ 如果这样说#海瑞就应该有
过三个小妾了$

明代纳妾的身价如何呢* 在明
代#如果要赎买一个色艺俱佳的名妓
为妾#通常需支付千两白银$ 明末的

那些秦淮名妓# 恐怕还不止这个价$

按明代小说)金瓶梅(中说#收婢女为
妾约需白银&,两# 如果是讨一个妾#

就要百两以上# 一般需要+,,两银子
光景$ 这样的话#海瑞用在娶妾上的
费用就不会少#即便只有三次#怎么
说也总要三四百两银子$这对只取有
限的法定俸禄的清官海瑞来说#不能
不说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与他的
生活贫困不能说没有关系$ 要知道#

这些费用差不多是当时一个七品县
令0,年的工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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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吏郅都#是西汉中央专为打压地
方豪强而派遣的第一个地方大员$ )史
记(称#其时济南 氏#宗人三百余家#

豪猾#地方长官莫能制$ 遂遣郅都为济
南太守#至则灭 氏首恶#余皆股栗$郅
都行法不避贵戚#时人号为!苍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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郅都虽酷#似尚有!法治"之理念#

未见有上下其手之举# 后来者则每况
愈下#几乎都不顾程序正义#将法令只
当作刑具的别名$严延年任河南太守#

!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流血数里#时人
号为!屠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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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成打击豪强#步法郅都#人皆畏
之#所谓!宁见乳虎#无直宁成之怒"+

周阳由!所居郡#必夷其豪"#执法随心
所欲#!所爱者#挠法活之+所憎者#曲
法诛灭之"+

���\��#���

张汤#好揣摩帝意#所治即上所欲
罪#所纵即上所欲释#!所治即豪#必舞
文巧诋"+王温舒就更恐怖了#其为河
内太守#捕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

上书请大者至灭族#小者乃死#杀戮太
重#流血十余里$ 等到春天来了#还有
犯人没杀完#而暂不能再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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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舒竟捶胸顿足
地说#要是冬天再长一月#我的事业就
大成了' 如此好杀#令人不寒而栗#汉
武帝却对之甚为推许#!以为能"$

严打豪强的过程中#由于程序正
义之缺失# 酷吏捞政治资本之心切#

有时也扩大化#殃及平民$ 酷吏杜周
为廷尉# 每年要办一千多个案子#大
者数百人#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

近者数百里$ 犯人如有不服#以掠笞
定之$ 最终!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
增加十有余万"#其中当有多少冤狱#

多少枯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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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酷吏之下场#往往也很残酷#

因为一个非法治社会# 没有规则的社
会#往往是吞噬所有人的社会$非法执
法者怎能保证# 他自己有日不被另一
个非法执法者给办了* 前面提到的酷
吏们#!苍鹰"郅都被斩#!屠伯"严延年
弃市#!乳虎"宁成亡家#张汤死于三长
史手#王温舒五族俱灭$这决非世俗意
义上的因果报应# 但或可视作是一种
恶法循环的因果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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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卫立煌去北平参加军
官进修班# 租住的房东叫庄惕生#这
庄惕生才神奇#小时候家里穷的叮当
响$ 但是他不自卑不气馁#天天上街
闲溜达$ 天天等着天上掉馅饼砸地
上$ 馅饼没捡到倒是捡了张彩票#然
后这张彩票就中了头奖# 完了就娶
妻#完了就生了个儿子庄则栋#完了
他儿子就得了世界冠军$ 完了$

!戴笠没发迹之前#是给杜月笙
打工的$ 俩人关系好到可以换命$ 这
是杜月笙的学生说的$

!杨靖宇一米九三#赵尚志一米
六二#前一个没疑问#后一个怀疑加
上了十厘米$ 赵尚志个子特别矮#估
计也就到杨靖宇的腰$杨多次在野外
遭遇日本人# 雪淹没日本人的膝盖#

对他来说只及小腿# 所以健步如飞$

日本人眼睁睁看他像鸵鸟一样跑掉$

!台湾议会经常动手# 不分男
女#其源头来自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
会员唐群英$ 0%0)年#她要求孙中山
修改宪法消除男女不平等的规定#孙
没搭理#她恼羞成怒带着一群老娘们

儿去参议院砸场# 玻璃全部敲烂#并
且打倒一堆卫兵$ 真是女中流氓'

!上海滩闻人张啸林的儿子是
法国博士$ 张本人学历也不低#上过
杭州武备学堂#只是半道辍学了$

!开香堂拜老头子#磕头是最重
要的环节$ 这规矩没人敢破#只有杜
月笙不在乎$ 他收知识分子做门徒
时#开香堂改为点香烛#三代简历帖
改为!永遵训诲"一句话#三磕头改为
三鞠躬$ 还是磕头好#鞠躬有参拜死
人的嫌疑(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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