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幺舅离世到我今晚秉笔， 已经过去 36 天。
这些日子里，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天凌晨时分， 他是在得知两个孙子几乎同时接
到来自西安、黄山高校录取通知书后闭上眼的。 走
得很从容，很安详，似乎没有一点痛苦，没有一点
遗憾。

今年 85 岁的他，出生在安康流水店一个叫鹞
子垭的地方，姊妹 8 人（3 男 5 女）。 我嘎婆去世那
年，他才 2 岁多，大姐、二姐早已出嫁，大哥 16 岁、
二哥 12 岁、三姐 6 岁、四姐 4 岁、幺妹不满半岁就
夭折了，我嘎公偏偏又在这当口把腿摔断了。 没娘
的孩子真可怜， 家里只有在兄嫂的支撑下苦熬度
日。 从此， 幺舅跟随我残疾的嘎公劳累奔波于安
康、岚皋、紫阳等地，从事踩酒曲子和卖酒曲子营
生，一则可以混饱肚子，二则也为家里补充生计。
幺舅，就是在天作屋地做床、风里雨里长大的。

一

幺舅是苦水里泡大的孩子， 从小养成了吃苦
耐劳的好习惯，有上进心、同情心和感恩心。 1958
年深秋，他积极响应国家号召，毅然加入了西万公
路建设大军，那年他 19 岁。 临行前，我大舅娘特地
从鹞子垭跑到 8 里之外的流水街上， 为他缝制了
一身体面的劳动布工作服。 二姨给他买了牙膏、牙
刷、肥皂、毛巾、洗脸盆等洗漱用品。 我妈为他备足
了路上食用的锅盔、饼子、炒面、茶叶蛋和酸坛子
萝卜丁。四姨给他口袋里硬塞进了几块零用钱。嘎
公提着火枪在东安寨打了几只野鸡、野兔，张罗了
一桌丰盛的酒菜，请来左邻右舍为他饯行。 那天他
醉了，醉得很深很沉。 后来，当有人提及此事时，幺
舅总是依然心动 ， 自嘲道 ：“要是天天这样就好
啦！ ”

离开鹞子垭的那天晚上， 河水悠悠， 山风徐
徐，旻天幽蓝，皓月当空。 几个少时玩伴凑到一起，
在高木岭下谈天论地畅快之极：有的想，做个懂经
的农把式，不误农时农事种好庄稼，期盼年年有个
好收成；有的想，做个铁匠、木匠、篾匠、瓦匠、泥水
匠什么的，将来好独门立户，娶妻生子；有的想，盖
几间大瓦房，有里有外，住上宽铺大稿荐的畅快房
子； 还有的想在街上弄个门面， 做点买卖挣点现
钱， 好给久病的母亲治病……轮到幺舅时， 他却
说：“我想有三件宝：一副眼镜、一把手电筒、一块
手表。 ”此话一出，语惊四座，大家连连咂舌。 幺舅
解释道：“有了眼镜， 我能时刻提醒自己学做有学
问、有教养的人，受人尊重；有了手电筒，晚上出门
方便，不怕迷路，不怕撞上‘鬼’；有了手表，能随时
掌握时间，养成好的作息习惯，不会误时误事。 ”大
家听罢，暗暗称赞。 从此，“三件子”就成了幺舅的
绰号。

二

带着家人的嘱托和乡亲的期盼，幺舅踏上了
西去北上的征程。 先后辗转镇安、西乡、石泉、宁
陕、长安等地 ，从测地形 、放边线 、清地表到打炮
眼、装炸药、点引信；从开挖 、砌砍 、回填到围堰 、
打桩 、浇筑……几乎道路施工上的工序和流程 ，
他都认真学习 、仔细揣摩 、应知应会 。 幺舅聪明
好学，灵心慧齿，深得工地领导和工友们好评。

西万公路建成后， 幺舅先后调入省公路局工
程处 3 队、三处 7 队、二处 6 队工作，担任过开挖
工、爆破工、浇筑工、钢筋工、电焊工和修理工，之
后又转战南北二十余年。 在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
攻坚战斗中，他曾七次担任青年突击队长，和队员
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斗严寒战酷暑，攻克一个
个难关，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幺舅在担任青年突击队长期间， 曾经历了两
次大的事件。

1966 年初夏，在阳平关开山取石爆破中，他担
任炮手。有一次爆破，12 个炮眼从不同方向接续起
爆，当最后一眼起爆后，房子大的石头横空而下，
劈头盖脸地砸向他的掩体上方， 溅起的碎石和满
天的尘土将掩体表面足足覆盖两拃厚。 工友们一
片惊呼：“坏了，坏了，登三肯定没命了！ ”正当大家
急得刨土铲碴营救他的时候，谁知，他竟然奇迹般
地从巨石缝隙间爬了出来，“活着，活着，还活着！ ”
队友们惊呼不已，一个个悬在嗓子眼的心落下了。
大家围上前去连忙将他扶起， 有的帮他拍打身上
的灰尘，有的用毛巾替他擦去脸上的汗水，有的向
他投去温润敬佩的目光，感叹道：“天啦，命真大！ ”
还有的好奇地询问原委：“你是咋躲过这一场劫难
的呀？ ”他回答：“幸亏掩体深，大石头给我搭建了
一个窄窄的小房子，不然就完了！ ”谢指挥长紧紧
地握着他的手，止不住热泪盈眶，半晌才说出了七
个字：“登三啊，天佑你呀！ ”于是，他的第二个绰号
“天佑三”便在工地传开。 这次幺舅真的出名了，以
至于熟悉他的人再不叫他唐登三了， 直呼 “天佑
三”。

第二次是 1972 年的仲夏，受省公路局二处指
派， 由他带领 7 人组成押运班奔赴石泉完成 4 辆
车的物资设备转运。 陕南的天是小孩的脸，刚才还
是风轻云淡，转瞬即是狂风暴雨。 暴雨来得快走得
也快，但间歇性的暴雨，不仅引起山体大面积泥石
流肆虐，也造成民房倒塌、道路损毁和桥梁冲断。

因前进受阻， 他们只好选择在视野相对开阔的路
边宿营。 没承想，半夜时分，山谷狂风大作，乌云压
顶，一道紫色闪电划过夜空。 伴随着“轰隆隆”的雷
声，天空“噼里啪啦”下起了瓢泼大雨。 幺舅惊醒，
一骨碌起身， 手持电筒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暗巡
查：大雨像一片巨大的瀑布，遮天盖地地狂泄，丝
毫没有减弱迹象；河水越涨越凶，浊滔狂飙，奔腾
触裂，一浪高过一浪；山上泥石像刹不住的野马，
“叮叮咚咚”直涌而下。 当他蹲身丈量水面离路面
不足一拃时，他头“嗡”的一下，背心发凉……一边
向宿营方向奔跑，一边连续大声呼叫：“赶快撤离，
不然就完了！ ”司机和同事们反应迅速，连忙收拾
行囊和帐篷，紧急发动车辆，向着安全地带开足马
力一路飞奔。 车辆离开不到十分钟，路面已被咆哮
而来的洪水吞噬。 在此次押运物资的过程中，幺舅
和押运班的同志因发现险情及时、临机处置得当，
保护国家财产有功， 分别受得省工程处集体通报
表彰和个人嘉奖。

三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幺舅特别顾家，在外挣的
钱，总是按时寄回家，从不乱花。 对父亲孝敬，对兄
嫂顺从，对几个姐姐也是十分体贴。 每逢探亲休假
时，他总是给父亲带回两条羊群烟和宝成烟，给大
哥买上两瓶像样的西凤酒， 给嫂子买上在当时还
算时髦的殷蓝丝布和灯草绒布料做衣裳， 给侄儿
侄女带上一些糖果糕点之类的好吃东西。 这也是
他父亲、 兄嫂、 侄儿侄女在外人面前引以为豪的
事。 不仅如此，我妈也经常在子女面前唠叨她兄弟
如何如何……

1961 年 11 月下旬的一天，位于汉江码头的流
水街上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 说张家道道口的唐
登勤生了一对“双生子”。 连耄耋之年的马家奶奶
也逢人便说：“这是我自记事起在街上从未见过的
稀罕事，不仅是双胞胎，还是龙凤胎。 ”据坊间讲，
先前街上也有好几家生过双胞胎，只是情况不妙，
或双亡或仅剩一子存活，于是“双生子”难养，便成
了街上人潜意识中不可逆转的宿命。 从小道河煤
矿赶回来的父亲， 怕娃们难带， 就给我起乳名叫
“成林”，妹妹叫“成群”，取“成林成群顺利成长”之
意。 我和妹妹的降临，无疑给街坊、亲朋、家人带来
欢喜，但也给原本并不宽裕、仅靠父亲每月只有 20
多元工资维系生活的全家人带来惆怅。 那时正是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旱严重，庄稼无收，农副产
品少得可怜， 街市上连一只鸡甚至一个鸡蛋也买
不到。 由于母亲营养不良，我们严重缺奶。 恰逢幺
舅探家，看到他三姐家如此窘况，二话没说，就从
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仿军挎包里取出平时从
公路上省下来， 准备孝敬给准岳父的半斤白糖送
给三姐， 让她给一对嗷嗷待哺的双胞胎充糖水当
奶喝。 当我妈用那战栗的手接过白糖时， 哽咽无
声，泪水扑簌簌从脸颊掉了下来。

还有一件令人难忘的事 。 1964 年初春的一
天，我兴致勃勃地戴上哥哥的红领巾在门前院坝
玩耍。这是一个看上去不到 40 平方米的院子，院
子外沿是丈把高的护坎，坎子下面是一个坡度约
60°、长度约 100 米的通向汉江边的乏炭坡。 因我
不小心 ，一个趔趄跌在坎下 ，只见围在脖子上的
红领巾随着我幼小的身子像滚南瓜一样顺着乏
炭坡向大河边滚去 。 母亲见状 ，惊呼 ：“哎呀 ，我
的娃呀 ！ ” 说时迟那时快 ， 从道口归来的幺舅
“砰 ”的一声纵身跳到坎下 ，几个箭步直冲坡面 ，
接着连滚带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接近目
标 ，然后一个鹞子翻身将我抓起揽入怀中 ，随着
惯性顺势打了两个滚儿后， 舅甥俩才勉强稳住，
此刻离大河边仅一尺之遥。幺舅一边抱着我抄小
路回家 ，一边气喘吁吁地对我说 ：“成林娃 ，你滚
到哪里去了？ 可没把我吓死！ ”我喃喃地说：“滚
到坝里去啦！ ”两岁多的娃，说河坝说不清，只会
说 “坝 ”了 。 当转惊为喜的母亲从幺舅怀里接过
我的时候 ，望着满脸流着豆大汗珠 、头上还冒着
热气 、 衬衣已经湿了一大半的幺舅说 ：“幸亏你
来得及时……”我是脱险了 ，可惜幺舅脚上穿的
那双布鞋帮底断裂了，那是他未婚妻用针线精心
为他缝制的一双新鞋呀！母亲紧紧地把我搂在怀
里 ， 用手绢轻轻擦去我额头上的渗血 ， 心疼地
说：“娃呀，你这条命可是你幺舅捡回来的呀！ 记
住，有舅才有救哇！ ”后来，不论我的学习、工作、
生活 、环境发生多大的变化 ，“有舅才有救 ”这句
话，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四

幺舅虽然没有念过多少书，却深爱文化，敬重
有学问的人，对“知识改变命运”沦肌浃髓。 曾读过
几年私塾的父亲， 给他自小就灌输了 “仁义礼智
信”。 念过 6 年学堂的家兄，也常给他讲“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连他嫂子也时不时地在灶膛里一边
做饭一边催他熟背《三字经》。 外公是紫阳蒿坪河
有名的蔡先生 ，出自书香门第 ，什么 《增广贤文 》
《朱子家训》《弟子规》等常挂在嘴边唠叨。 这些，对
幺舅以后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很大。

1965 年 9 月 1 日，是流水中学开学的日子，我
大哥收到了一封信和一件物品。 信中写道：

思文：近好！
得知你以优异的成绩考上流水中学， 我非常

高兴，向你祝贺！ 这是你勤奋努力的结果，也是你
的老师精心培育的结果。 你是家里老大，这个头带
得好！ 从你身上我看到三姐和张哥的希望，也看到
你们全家的未来。 马上开学啦， 给你寄去一支钢
笔，这是年初我们工程队奖励给我的，权作贺礼。
希望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争取更大的成绩，将来
报效祖国。

幺舅 唐登三
1965 年 8 月 15 日

事情是这样的，这年仲夏，大哥以流水、岚河、
石砖三个行政区小学排名第一的成绩考上流水中
学（又称安康县第五中学，接收这三个区的生源）。
红榜一出，古老的流水街道像过节一样沸腾起来，
连停泊在码头上的数条船只也放起了冲天炮。 大
哥兴奋之余，就给幺舅写信报告喜讯。 那天收到的
信件，就是幺舅在千里之外的回信。 看罢，大哥火
急火燎地打开包裹， 原来是一支盒装的用红绸子
裹着的透着黑色光泽的钢笔，这是上海制造的，笔
筒上方镶着“英雄”牌字样，下方嵌着龙凤呈祥的
精美图案。 大哥如获至宝，小心翼翼地拿在手上观
赏抚摸许久，令在场的师生羡慕不已。 的确，此物
件稀罕， 在当时流水供销社的商店柜台里是便宜
贵贱买不来的。 自此以后，这支笔一直陪伴大哥至
今。

说起幺舅对文化的崇尚，还真有一说。 那年他
24 岁，在当时是十足的大龄青年。看到同龄人娶妻
生子，街上他三姐急得团团转，不是到码头下面找
彭姐说亲，就是去碥子上头托马婶说媒。 择偶范围
由街上向周边辐射，东至段家坝，西止学坊垭，南
至沙沟河，北至长安梁，还有蒿坪、鳖盖子等地。 总
算撮合了几个女子见面，但他横竖眼不熟心不热，
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是东不成来西不就。 为
此，三姐很恼火，埋怨道：“你究竟要找个啥？ ”他回
答道：“长相、家境、住地及环境都是其次，关键要
有文化，家有识文断字的媳妇才能相夫教子……”
其实，三姐哪里知道，他早已心有所属。 她叫凤英，
是街上剃头匠的女儿，年轻貌美、皮肤白皙、身材
高挑、热情奔放，是流水街上公认的一朵花。 而幺
舅，中等身材，五官端庄，清秀俊朗，年轻有为，也
算得上是流水店的“美男子”之一。 两人偶遇，一见
钟情。 只是女子初中尚未毕业，幺舅实难忍心让其
辍学成亲，在“苦等”与“成亲”的选择上，他选择了
前者。 一年后，女子初中毕业，幺舅才按捺不住内
心的激动， 跑到三姐家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悉数告
之， 然后提着四色聘礼向女方家正式提亲。 一周
后，两人到流水公社办完结婚手续，当天下午就乘
机动船顺江而下驶向安康， 次日径直向阳平关方
向出发。 据说，幺舅在单位的婚礼办得不错，新潮
又体面，简洁而热闹。 不久，他还把他俩胸戴纪念
章手握语录本的新婚照寄回了家， 亲人们看后很
是高兴。 之后，在 50 多年的夫妻生活中，两人相亲
相爱。 幺舅秉持一个男人在家庭中应有的品质，担
大任扛大事， 家事顺风顺水。 凤英舅娘也毫不示
弱，用文化的魅力相夫教子，把膝下的一男三女培
养成人，而今都已成家立业，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开开心心。

五

幺舅是很普通的一个人，然而他活得率性，通
透，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没见他皱过眉头恼过
心，总是搓着手笑呵呵，充满乐观精神。 中年时期
的幺舅， 举手投足像极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家
推出的八个样板戏之一的舞剧———《红色娘子军》
中的党代表洪常青。 那是三线建设时期，我们在江
边沙坝看电影，一江两岸的人蜂拥而至，把放映场
围得水泄不通。 最吸人眼球的，要数驻扎在流水修
建襄渝铁路的铁道兵 11 团影前整齐划一的拉歌
比赛。 团直机关、宣传队、卫生队和警通连、汽车
连、修理连等直属队，一个不落地轮番上场，歌声、
掌声、拉队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那个互
动， 那个热闹， 对于居住着 300 多户人口共 2000
余人的流水店码头来说， 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责任重，妇女翻了身，
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 ， 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
民......” 伴随着优美动听的娘子军连歌的响起，银
幕上党代表洪常青挥舞大刀砍向敌人的光辉形
象，迎来观众阵阵掌声。 人家看的是洪常青，我们
看的是“幺舅”，以至于看到兴头处，妹妹居然站起
来指着银幕上的人大声吼叫：“幺舅！ 幺舅！ ”

幺舅虽然没当过兵，却有军人的英武。 他从小
酷爱武术，喜欢舞枪弄棒，后来参加工作后更是把
强身健体放在生活中的重要位置， 练就了一身好
武艺。 那是 1978 年隆冬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省
公路局华阴农场寂静极了。 作为工程七队派驻粮
油仓库担负守护任务的幺舅，像往常一样，巡视一
圈就安然入睡了。 凌晨 3 点左右，随着几声“汪汪
汪”的犬吠声，幺舅从睡梦中惊醒，急忙披衣靸鞋
打开库灯，向窗户瞭望，看见几个鬼鬼祟祟的人肩
挑背扛地把粮油物资向库外运送。 幺舅大喝一声：
“放下东西，赶紧走人，不然休怪我动粗！ ”旋即攥
起红缨枪直向窃贼奔去。 那几个窃贼，先是一怔，

撂下东西，准备逃窜，却见从房间冲出来的仅此一
人，便壮起胆子，拿着扁担，径直向幺舅恶狠狠扑
来。 幺舅毫不惧色，娴熟地挥舞着红缨枪，左闪竖
刺跃如龙，转身挑把回马枪，右挡横扫行若虎，快
步疾刺匐似鹰……几个回合打斗下来， 窃贼们趴
在地上连连求饶。 至此，粮油仓库再也未见窃贼出
没了。

六

1984 年初 ， 幺舅从省公路局工程二处 6 队
调回安康公路管理总段工作。 调动缘于 1983 年
7 月 31 日，家乡安康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洪灾。 在
这次洪灾中 ，安康城区有 800 多人丧生 ，其中就
有他的两位亲人， 一个是比他大两岁的四姐，也
就是当年送他上西万路时给他口袋硬塞进几块
零用钱的姐姐， 一个是刚刚参加工作时间不长、
清纯奔放、充满青春活力的外甥女。 失去亲人的
痛苦让他心如刀绞、肝肠欲裂。这次洪灾，给安康
老城造成巨大损失，特别是通讯、电力、交通运输
等基础设施损失惨重，家乡重建迫在眉睫。 作为
安康人 ，他心急如焚 ，向组织上提出了调回安康
为家乡做贡献的请求。

到安康公路总段报到后， 幺舅被分配到旬阳
段红岩道班任班长。 长期在公路工程建设历练的
他， 对路况的熟悉程度和道路病害的判断处理是
不消多说的。 他把道班几十公里的养护路段勘察
了一遍后，深感“压力山大”：养护里程长，道路等
级低，路域环境差。 幺舅是一个好强的人，凡事不
做便罢，做就要做好。 这个道班老同志比较多，个
性都比较强，总共 8 个人，7 个人吃不到一块，人人
都有煤油炉，时时都有人做饭。 每年县段绩效考核
总是八九不离十。 他通过观察、座谈和向周边群众
了解， 认为这个道班不是输在养护技能和工作责
任心上，而是输在人心不齐和创优劲头不足上。 于
是，他先从狠抓日常养护做起，提出“早、勤、细”工
作法。 即：任务要早计划、早安排、早分工；措施要
细制定、细落实、细完善；绩效要勤检查、勤考核、
勤奖惩。 在完成内业外业的同时，还组织大家上山
砍毛竹扎扫帚 ,下河筛沙子运石料，有效减低了道
班生产成本。 尔后从规范日常生活抓起，恢复集体
伙食，发动大家自己动手，种好菜园子，力争生活
自救。 闲暇时间，他还凭着自己捕鱼打猎之长，将
获得的战利品用于改善集体伙食。 通过两年努力，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他们所养护的道路
质量一直处于良好的完整状态， 给南来北往的车
辆提供了良好的公路服务。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县
段 15 个道班评比中， 红岩道班终于进入先进行
列，“红旗道班”的旗子也插在了他们的大门上。 幺
舅因此还出席了总段的表彰大会 ，他的 “早 、勤 、
细”养护法也在业内推广，于是“唐三法”成了他一
生中第三个绰号。

之后几年， 幺舅又调到了工作相对靠后的两
河关道班。 经过他和同志们一年的努力，很快甩掉
了班上落后的帽子。 再后来他调到了高鼻梁道班，
这是组织照顾，把他调到距安康家最近的地方，直
到他退休。

七

幺舅虽然走了， 但他给我们留下许多回味和
怀念。

他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 在家里，但凡有
空，不是清理杂物、规整物品，就是擦洗屋面、打扫
环境卫生，直把睡房、厨房、堂屋、卫生间和门窗、
桌凳、 院坝收拾得干净利索为止。 在单位也是一
样，如在旬阳两河关道班时，他发现班上脏乱差问
题比较突出，就提出了“人要精神，屋子要干净，院
坝要整齐”的整改方案，颇受县段领导和班上同志
认可。

他是一个重仪表讲文明的人。 在家里，他仪态
端庄，穿戴整洁，就是夏天再热，他都长裤短衫，从
不打光膀子。 出门时，他都要从头到脚、从里到外
打点一下，包括衣帽搭配和发须长短，一点儿不马
虎。 即使过去穿补巴衣服，他也是把补巴补得方方
正正，丝毫不显窘态。 退休后的几十年，哪怕是含
饴弄孙，也未曾见他衣着不整、蓬头垢面。

他是一个善助人不图名的人。 在 1976 年省公
路局支援唐山地震恢复重建过程中， 幺舅作为驰
援者在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的同时， 还不忘乐善好
施，救助过开滦荆各庄矿一位郭姓的孤儿，从初一
到高中毕业，生活费、学杂费他都赞助过，然而他
从未向外透露过半个字。

他是一个解人急守信用的人。 幺舅去世后，家
人从旧箱子底里翻出一个用细麻绳缠得又紧又密
的眼镜盒大小的油布包。 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卷卷
发黄的纸条，有纸烟盒写的，有牛皮纸写的，也有
白纸和信纸写的，都是乡亲、近邻、朋友、同事、工
友及农民等不同时代、不同时段欠他钱的条子。 虽
说金额一二元三五块八九十块不等，但 2600 多元
的总额在当时来说也是不小的数字。

……
这， 就是我的幺舅! 一个活在我们心中的幺

舅。 他虽平凡，却始终让我们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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幺舅是很普通的一个人，然而他活得率性，通透，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没见他皱过眉头恼过心，
总是搓着手笑呵呵，充满乐观精神。 中年时期的幺舅，举手投足像极了 20 世纪 70 年代初国家推出的八
个样板戏之一的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党代表洪常青。 那是三线建设时期，我们在江边沙坝看电
影，一江两岸的人蜂拥而至，把放映场围得水泄不通。 最吸人眼球的，要数驻扎在流水修建襄渝铁路的铁
道兵 11 团影前整齐划一的拉歌比赛。 团直机关、宣传队、卫生队和警通连、汽车连、修理连等直属队，一
个不落地轮番上场，歌声、掌声、拉队声、喝彩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那个互动，那个热闹，对于居住着 300
多户人口共 2000 余人的流水店码头来说，无疑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