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痴心不渝一文侠
许 晨

一

这是你吗!

挺拔的身躯"高昂的头颅"身穿一件半

袖衬衣"左手臂弯在胸前"手指间夹着一支

香烟"深邃的目光望向远方"好似还在构思

着一部宏大的作品# 是的"这正是你$$$当

代作家%红色经典&铁道游击队'的作者刘

知侠先生!

久违了"我的老师%我的前辈((

"#$%年仲春的一个上午"风和日丽"春

光明媚) 正在青岛海洋研究所采访写作的

我"被窗外的风光深深吸引了"随手关闭桌

上的电脑" 信步来到附近的百花苑公园游

览休息* 就在这里"我欣喜地遇到了知侠老

师的一座青铜塑像&

我慢慢走到雕像近前" 轻轻抚摸着先

生的衣襟" 深情地凝望着他那饱经风霜却

异常坚毅的脸庞* 蓦然间"那些早已逝去的

岁月"如同电影闪回镜头一样"清晰地浮现

在我的眼前*

二

事实上" 刘知侠能够写出 &铁道游击

队'这样的杰作不是偶然的* 他在孩提时期

就与铁路结缘了*

$'$%年 "月 (日" 他出生于河南省汲

县)现卫辉市*柳卫村"原名叫刘兆麟"曾易

名刘痴侠"意思是痴心不改的侠客"纵观其

一生"无论是做党的文艺战士"还是冲破种

种阻拦的生死爱情" 完全配得上这样的评

价* 只是发表作品时被编辑去掉了病字旁+

说不要病了"改为知侠*

他的父亲是道清铁路线上的护路工"

家就安在铁道边上" 小时候的刘知侠一天

到晚都能看到南来北往的火车"车轮,咣当

咣当-的声响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他还曾

在火车站当过义务练习生* 这些都为他后

来写作铁道上打鬼子的故事" 打下了坚实

的基础*

$'+%年 +月"刚满 "#岁的刘知侠怀着

满腔热情" 奔赴延安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的

学员* 一年后毕业留校从事军事教学工作"

后随校东迁到山西太行山" 并转战山东沂

蒙山区"经历了血与火的生死考验*

由于知侠在家乡上过几年学" 天资聪

慧.好学上进"除了行军打仗以外"还喜欢

写写画画 .出墙报.搞宣传"并在&抗大文

艺'上发表了通讯故事等作品"因此被分配

到抗大文工团担任了分队长* 他每天坚持

写战地日记" 记下那些可歌可泣的见闻和

事迹* 日积月累,这都成为他以后从事创作

的宝贵素材* 一颗作家的种子悄悄萌发在

战火纷飞的战场上*

$'-+年夏天" 山东军区在莒南县抗日

根据地召开英模大会*根据地的报刊记者和

编辑人员都去参加大会"一边帮助会务人员

整理.编印英雄模范的事迹材料"一边对这

些英雄人物进行采访报道* 这时"已经调到

&山东文化'编辑部的刘知侠也参与其中* 就

是在这次英模会上,刘知侠结识了铁道游击

队的英模代表"倾听了他们激奋人心的战斗

报告*那些飞虎一般的战友们创造的惊人事

迹,深深地吸引了刘知侠和参加会议的人们*

后来" 他又专程两次前往铁道队深入采访.

体验生活"与这些英勇善战.豪爽侠义的队

员们同吃同住同战斗" 收集了大量扒火车.

打洋行.杀鬼子.炸桥梁的传奇故事*

这支游击队是在 $'-#年 $月" 由八路

军 $$.师苏鲁支队在枣庄成立的一支抗日

武装,始称,鲁南铁道队-,隶属鲁南军区,有队

员 +//余人* 他们以微山湖为依托,在铁道

线上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战果辉煌"有力

地配合了主力部队作战*当时山东军区司令

员兼政委罗荣桓称赞他们是+,一把插入敌

人心脏的尖刀* -作为战士作家的刘知侠被

深深激励着.感染着"渴望写成一部大书告

诉世人*

可惜戎马倥偬的年代" 难以放下一张

平静的书桌" 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

后"时任山东省文联编创部部长.党组成员

的刘知侠才得以完成夙愿* $'."年,他请了

一年长假"重走鲁南"奋笔疾书"终将长篇

小说&铁道游击队'写了出来"$'.- 年由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一炮打响"轰动全国*

那史诗般的篇章把人们又带回到激情燃烧

的岁月" 也使铁道游击队的英雄故事广为

流传*

此书一版再版,仅上海一家出版社就印

刷了 0/多次,陆续发行了 -//多万册*接着

改编成连环画.山东评书.交响音乐等作品,

并先后被译成英.俄.日.法.德.越等多种

文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中的传奇经典* 刘知侠亲任编剧"

&铁道游击队'后又拍成了电影"一曲,弹起

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感染

了无数观众((

$'.'年"刘知侠当选为中国文联委员.

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出任山东省文联副主

席.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主席"同时兼任

省文联主办的文学期刊&山东文学'主编* 不

过"工作再忙.事务再多"他仍然像战士紧握

手中的枪一样"始终坚持文学创作"又陆续

写出了中篇小说&沂蒙山的故事'.短篇小说

&红嫂'等多篇作品* 其中&红嫂'被改编成现

代京剧&红云岗'.芭蕾舞剧&沂蒙颂'"深情

地讴歌了军民鱼水情"提炼出一个鲜明而深

刻的主题+人民群众是哺育子弟兵成长壮大

的乳汁* 如此"浩渺微山湖.巍峨沂蒙山"飞

驰在铁道线上的战斗生活,成为刘知侠一生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

三

$'(/年代中后期" 社会各界出现了回

暖复苏的新气象* 刘知侠等一些受冲击的

作家又可以拿起笔来了" 他们集中到新成

立的山东省文化局创作办公室" 一边搞创

作一边辅导业余作者* 正是凭借着这股春

风" 我与一直尊崇的大作家刘知侠夫妇结

识"并得到了他们难忘的教诲*

$'(0 年春天"创作办公室!简称创办"

决定编选一部诗集&激浪滚滚'"从全省遴选

几位业余作者前来帮助编辑"实则是借此培

训文学新人* 我有幸入选"从家乡德州来到

了省城济南" 住在原省文联办公楼四楼上*

在这里"我见到了过去只在作品中认识的山

东文坛名家+王希坚.郭澄清.燕遇明等作家

诗人"其中名头最响的当数&铁道游击队'的

作者刘知侠/对于我这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

的小青年来说"那段时日如鱼得水"等于上

了一年,特殊大学-*

当时还有来自部队和农村的几位作者"

我年龄最小.身体又好"每天除了如饥似渴

地学习之外"还承担了,创办-的一些事务性

工作*那年知侠先生已经结束了下放劳动的

日子"在爱妻刘真骅女士的陪伴下"长年居

住在黄海边上的竹岔岛深入生活. 读书写

作* 偶尔来一次单位"我总是尊敬地称他为

,刘老师-"他也微笑着点头致意"耐心地解

答我关于写作上的请教*

记得有一次"为了送一封信 "我去了

泉城西部的光明里找知侠老师* 那年月没

有手机联系"更没有微信导航"一遍遍打

听"终于找对了门* 不巧的是"知侠先生外

出了"只有他的夫人在家* 这是我第一次

见到刘真骅老师"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

象* 她身材修长.面容姣好"梳着齐耳短

发"说话轻声细语"给人一种亲切感* 屋内

面积不大"阳光也不太充足"可收拾得整

洁雅致*

刘老师接过我送去的信件"连声道谢"

请我坐在一张栗色沙发上" 并顺便问了问

单位上的事情*我均一一作答*那时我才二

十出头"可能在她眼里还是个孩子* 她端来

糖果让我享用"还嘱咐走时带上一些* 尤为

令人感动的是+当我告别出门时"真骅老师

轻轻拍拍我的肩"再一次表示感谢/ 温文尔

雅"和蔼可亲*

后来" 我了解到她与知侠先生那刻骨

铭心的生死恋情" 更加深为敬佩并且坚定

了一个信念+ 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后一定有

位不平凡的女性* 刘真骅女士于 $'+0年出

生在青岛,自幼颇有主见且爱好文学* 工作

后初婚所遇非人" 她心目中所渴望的幸福

爱情梦"如同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碎了* 几

年后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份心灵的煎熬"带

着儿女离开了那个人*

是谁说过+老天爷有一条红线"冥冥中

总会把两个人牵到一起*$'0(年"刘知侠的

前妻刘苏不幸遭遇车祸去世了,留下 0个孩

子和两个 %/岁的老人" 全凭他拉扯度日"

十分艰难* 而不同的亲友三次给刘真骅介

绍对象"竟都是她仰慕的作家刘知侠"可惜

的是他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 真心痴情是

无法阻挡的"刘真骅与刘知侠相爱了*

不久刘知侠被下放到泗水农村劳动"两

人只有通过写信来温暖彼此历经磨难的心*

短短 +年的时间里"他们竟写下了 $0/万字

的情书"一个让人咋舌又羡慕的数字"见证

着那段特殊时期的风雨真情和一片痴心*后

来" 真骅老师把这些信件编写成了一本书

&黄昏雨'"深深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弦*

$'("年秋天" 刘真骅和刘知侠冲破种

种障碍"义无反顾地走到了一起* 就这样"

+/多岁的她给 0个与自己没有血缘的儿女

当起了母亲"无怨无悔"尽职尽责* 而经历

了时代之痛的知侠先生" 也终于有了一个

温馨的家*

四

$'%0 年"经山东省委批准"离休后的

刘知侠夫妇定居青岛"在市南区金口二路

安了家* 这是一处安静舒适的居所, 面朝

大海"春暖花开* 他们十分珍惜这来之不

易的安宁和幸福 , 只争朝夕 , 勤奋写作 *

那段时间" 刘知侠完成了 -/ 万字的长篇

小说 &沂蒙飞虎 '. "/ 万字的 &战地日

记000淮海战役见闻录'"以及 -/ 万字的

&知侠中短篇小说选', 共计 $// 多万字*

在此过程中 , 颇有文学见地的刘真骅"也

成长为一位作家"并始终是他的第一读者

和第一编辑* 闲暇时"两人就手拉手地去

市场买菜.去海滨散步*

然而"痛苦的岁月总像棉线那么长"而

快乐的日子却似针尖一样短* 老天不公"知

侠夫妇这种温馨而充实的日子竟然在五年

后的一天戛然而止* $''$年 '月 +日上午,

青岛市政协召开老干部国际形势座谈会 ,

,老八路- 出身的刘知侠应邀出席发言时"

突发脑溢血"轰然倒下"炽热的生命之火瞬

间熄灭了"享年 (+岁*

妻子刘真骅头晕目眩.悲痛欲绝"一夜

之间白了鬓发((可她是一位坚强果敢.

从不向命运低头的女性"丈夫走了"他那未

竟的事业还要人去完成* 为了钟爱的丈夫

和文学事业"她咬紧牙关"重新站立起来"

陆续整理出版了五卷本的 &知侠文集'和

&战地日记'1改编了知侠的作品&红嫂'搬

上了银幕"支持拍摄了电影&飞虎队'.+-集

电视连续剧&铁道游击队'1国内 - 家出版

社同时推出长篇小说 &铁道游击队', 列入

&共和国经典名著丛书'" 并由总政歌舞团

改编成民族舞剧&铁道游击队'"在全国巡

回演出*

"//' 年"中央电视台&走遍全国'摄制

组拍摄,走进枣庄-节目"其中有一集为&铁

道游击队传奇'"需要介绍刘知侠酝酿此作

的来龙去脉* 记者们特意找到他曾经当过

主编的&山东文学'社了解详情"此刻我已

担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兼 &山东文学'社

长.执行主编"是他名正言顺的后辈接班

人"义不容辞地接受采访* 此片在央视播

出后"掀起了新一轮阅读&铁道游击队'的

热潮* 就这样"我在新世纪里"在知侠老师

曾经工作过的编辑部"以这种方式向已经

离我们远去的老主编.老作家致以深深的

敬意*

从 $'$%年到 "/$%年" 刘知侠先生诞

辰整整一百周年了* 一百年来"他所热爱的
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他也为了

这个进程献出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汗水"值

得所有热爱他和他的作品的朋友们真诚纪

念* 这个春天里"我在风光秀丽的百花苑中
漫步参观"在文化名人雕塑群中瞻仰思索"

久久凝望着刘知侠老师的塑像" 心潮如同

汇泉湾的海水波澜起伏+ 他站在那里微锁

眉头"深邃的目光遥望远方"仿佛看到一列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 铁道游击队员们

横枪奋起.飞身跃上* 蓦地"一首小诗在我

心中油然而生+

烽火硝烟跨战马!铁道英豪绽芳华"

风雨征程志如铁!痴心不渝一文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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