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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连载

李栋 吴金山

巾帼英雄 风雨红颜（下）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区队奉命转移，行军

途中，男战士解小便一般随便找个隐蔽处就
行了，而李献萍总是跑到没人的地方。好在
那时每日行军打仗，睡觉一般不脱衣服，偶有
战斗间隙，也只是脱个上衣。如果战斗紧张，
不仅不能脱衣服，睡觉时还把枪抱在怀里。
睡觉时开玩笑是经常的。一次，睡在李献萍
身边的一个战士问她：“献生，你想不想女
的?”“想啊，哪个男人不想女的。”李献萍答
道。他又说：“你要是个女的多好。”李献萍警
告说：“你不要梦中娶媳妇——光想好事。再
胡说，我就去报告。”那个战士被李献萍这个
严肃样吓得直伸舌头。闯过了睡觉关，她又
学会了吸烟。有时行军休息，她还叼着大烟
袋，一摇一摆地唱起了抽烟歌。

炎热的夏天，行军打仗，战士们大汗淋
漓，浑身气味难闻。休息时，大家都想去河里

洗个澡。李献萍当然不敢去，只能在夜深人
静时端几盆水冲洗冲洗。后来，战友们拉李
献萍去洗澡，一次两次，她借故推脱了，可叫
的次数多了，就再也不好推脱了。一天中午，
几个战士又来拖她去洗澡，这下可作难了，她
猛地想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有一条

“洗澡避女人”，便说：“你们真敢胡闹啊，大白
天光屁股下河，纪律全忘了！”“什么纪律？”

“洗澡避女人呗!”“哟，真有这—条。”“我怕犯

纪律，我不去。”这一招还真灵，几个战士被唬
住了。谁知吃过晚饭，他们又来拖李献萍。

“献生，你白天不去，晚上去不去？”李献
萍看看天色，只见夜幕笼罩大地，便说：“去!
晚上避什么女人?天黑乎乎的看不清。”李献
萍和战友们说说笑笑来到河边，洗完澡，谁也
没有发现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女的。

7月的一天，杨元璋、陈振川率四十余人
配合淮阳支队一个连在安平县王营村抓捕正

在抢劫的联防队，结果行动提前被敌人发觉，
双方展开激烈的巷战。支队有一个叫尹东升
的连长胳膊受了重伤，但仍坚持率队歼敌，杨
元璋让李献萍上去传令尹东升撤下来包扎，
尹东升坚持杀敌不撤下来，正当二人争执不
下之际，敌人的一颗子弹打中了李献萍左外
胸，鲜血染红了上衣。战斗结束后，李献萍被
送到后方治疗。军医诊断需做手术才能脱离
危险，而李献萍坚持不做手术，双手捂住左胸
拼命挣扎，说：“我伤不重，我不治。”军医出
于职责，强令几名助手给她做了全身麻醉，她
才安定下来。

军医剪开了她的上衣，人们惊呆了。军
医们含着泪水，小心翼翼一圈一圈地剪开李
献萍胸部的裹腿带。

隐藏许久的秘密被揭开了。淮阳支队和
安平县大队及六区区队上下顿时沸腾了，上
上下下谈论着巾帼英雄李献萍。（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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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过年（12）
传典媳妇见婆婆发现了布

衫的秘密，呵呵地笑了，说：“娘，
是我给你做的。”七奶奶这才明
白过来，一下子就泪汪汪的了：

“我的儿啊！你这是……”传典媳
妇动情地说：“儿媳早就想给你老
人家做件新衣裳了。这就算我给
你买的吧。”七奶奶感动得用手
抹了一下眼泪，说不出话来。

陆传经望着眼前的一切，深
深被嫂子的贤孝感动着。七奶奶
穿着新衣裳，总想向街坊邻居夸
夸儿媳的贤良，一天串了几家门。

腊月初七，陆传经又去赶
集。明天就是腊八，家家都要做
枣米饭。枣米饭又叫腊八粥。富
裕一些的人家，要用江米、红枣，
再加上豇豆、红豆，熬成粥后再
加些红糖。一般的人家没有那
么多东西，也舍不得花钱，没有
江米就用小米代替，再加上红枣
就行了。枣一般都是自己家里
枣树上结的，不用花钱买。

陆传经买来了一些江米、红
糖，准备明天做枣米饭；“请”了
老灶爷，也就是买了一张灶画，
灶画上印的是老灶爷夫妇的神
像。老灶爷也称“灶神”，是家家
都要供奉的家神。传说，他的责
任是在家里保佑一家人，同时也
监视一家人的言行，如果有人做
了非礼的事情，他老人家就会给
记上账，等上天时向老天爷汇
报，一年里做了非礼事情的人就
要受到惩罚，因此灶神在神仙中
虽然地位不高，但却亵渎不得。

陆忠义双手接过灶爷像，恭
恭敬敬、小心翼翼地展开，一看，
上面并排印着老灶爷和老灶奶
奶老两口的像，两位老神仙都富
富态态，衣服崭新；神像下边印
的是来年的黄历，神像两边是一
副对联：“二十三日去，初一五更
来。”说的是腊月二十三老灶爷要
离开家，上天向老天爷汇报一家
的情况，到大年初一五更里就从天
庭返回家来，开始执掌新一年的神
务。下边的黄历两边也有一副对
联：“司一家吉庆，命四序平安。”

陆忠义见今年的老灶爷印
得很鲜亮，便夸赞说：“好！好！”
七奶奶看了，也夸不尽的好。

这时候，小登儿跑了过来，
趴在爷爷怀里看了一眼灶神夫
妇的画像，便不解地问爷爷：

“爷，买这画干啥？”
陆忠义、陆传经和七奶奶听

他说了个“买”字，立即异口同声
地大声制止他：“不许这样说！”

小登儿觉得自己并没有说
错，迷惘地瞪大两只眼睛，心里

在疑问：“我哪儿错了？”
陆忠义和蔼、耐心地向他解

释说：“这是老灶爷和老灶奶奶，
是保佑咱全家人的神仙，不能说

‘买’，要说‘请’，记住了吗？”
小登儿问：“为啥呀？”
陆忠义解释说：“因为这位

老爷爷和这位老奶奶是神仙。
不论大人小孩儿，对神仙都要尊
敬，不尊敬神仙，就没饭吃，没衣
穿，就得挨饿、受冻。知道不？”

小登儿点点头：“知道了。”
陆忠义不敢怠慢，嘱咐儿媳

打点糨糊，把灶神像贴在灶火旁
边的墙上。贴的程序俗称“扶侍”。

过年是要买一块猪肉的。
有钱的人家买上二三十斤，没钱
的人家也要卖点可卖的东西凑
点钱，买上三斤二斤的。如果过
年家中老小吃不上肉，当家的就
会感到很惭愧。当然，实在凑不
出钱的人家也没办法，只好过

“素年”。陆传经向父亲汇报说：
“肉，这两天贵，先没割。”陆忠义
就说：“反正一入腊月天天逢集，
晚不了。”

第二天，传典媳妇和传经媳
妇早早起来，为一家人做腊八
粥。妯娌俩一个烧锅一个做，不
大一会儿，又香又甜的气味就从
厨房里飘了出来。

陆忠义嘱咐陆传经：“经儿，
看枣米饭做好了没有。做好了，
先盛一碗给你五大爷送去。他
虽然有病，说不定能吃不能吃，
但在族里，辈儿长的，就数他年
纪大了，先叫他尝尝。”

陆传经答应一声，连忙走进
厨房。过了一会儿，粥就熬好
了，陆传经就让妻子先盛一碗，
他便给陆忠德送去了。

妯娌俩接着盛了两碗先送
到公婆面前，然后给家里每人盛
一碗，端到了饭桌上，一家人都
围拢了来。陆忠义对陆传经说：

“你领着小登儿，先端一碗去敬
敬枣树。”陆传经就端起一碗，领
着小登儿去了院里的枣树跟前。

小登儿问：“爹，敬枣树弄啥？”
陆传经说：“枣树结了枣你

才有枣和枣米饭吃呀！不敬枣
树，枣树就不给结枣了。”

小登儿又问：“枣树会吃吗？”
陆传经说：“叫它张开嘴它

就会吃了。”说着便用小刀轻轻
在枣树上划了一个口儿。

小登儿又问：“划口儿弄啥？”
陆传经说：“划的口儿就是

枣树的嘴。”然后用筷子戳了一
口枣米饭，抹在了口儿上，祈祷
说：“枣树枣树多结枣，来年全家
日子好。” （12）

“丧心病狂”的“猎户座”计划
人类利用核动力探索太空的梦想
由来已久。美国曼哈顿计划的主
要领导者之一费米曾向核科学家
建议说，除了研制原子弹，也不要
忘了研究以核作为动力的可行
性。当人类真正掌握了核能之
后，“梦想成真”的兴奋在上世纪
50 年代催生出一大批核动力

“怪兽”，包括美国克莱斯勒 TV-
8核动力坦克，可在天空不间断
飞行的苏联图-119和美国 NB-
36H核动力战略轰炸机……但这
其中最让人瞠目结舌的当属美国
的“猎户座”核动力飞船计划。

此时正值美苏刚开始太空
争霸，但使用化学能的传统火箭

推力有限，无法满足载人登月甚
至登陆火星的需求。而同样重
量的核燃料释放的能量是化学
燃料的数百万倍，在当时“一切
向核看”的风气下，使用核能作
为太空飞船的推进动力应运而
生。1958年，“猎户座”核动力飞
船计划正式启动，它竟然是采用
原子弹爆炸的方式提供前进动
力。按照设想，该飞船足有60层
楼高，起飞重量高达1万吨，携带
有数百枚小当量原子弹。发射
时，飞船向后方抛出一枚原子弹
并引爆，利用爆炸的冲击波推动
飞船前进。每抛下一枚原子弹，
飞船就被推动一次，如同水母向
后喷水前进一样反复加速。根

据美国著名核科学家泰勒的推
算，如果每颗原子弹的爆炸当量
为2000吨TNT，只需要引爆50颗
原子弹，飞船就可加速到每秒 7
万米。正是依靠这种用传统化
学燃料火箭不可能达到的巨大
推力，“猎户座”核动力飞船只要
125天就能将航天员送到火星。

“猎户座”核动力飞船如今
听起来有些“丧心病狂”，但在当
时美苏频繁核试验的背景下倒
显得并不过分。然而 1963年美
苏《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
水下进行核试验条约》的签署给
了核飞船项目致命一击，再加上
此时美国航天局力推阿波罗登月
计划，“猎户座”最终无疾而终。

美苏探索太空的疯狂计划：

用原子弹推动飞船

据俄罗斯卫星网 1 月
18日报道，按照俄联邦太空
计划 2016 年至 2025 年的相
应规划，俄罗斯将于2025年
之前完成核动力太空飞船
的制造和飞行试验准备。
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美
国和苏联/俄罗斯都曾在利
用核动力探索太空领域方
面付出艰辛努力，尽管再三
遭受挫折，但“痴心不改”。

进入 21 世纪后，痴心不改
的美国和俄罗斯再次提出用核
能探测太空的计划。2003年，美
国航天局启动“普罗米修斯”项
目，研发核反应堆驱动的新型电
离子推进器，为前往木星的探测
器提供动力，仅 2005 年该计划

就获得 4.3亿美元的资金。但此
后美国航天局的研究计划转向
重返月球，而前往月球并不需要
核动力推进技术，该计划也因此
搁浅。

2009 年 10 月 28 日，俄联邦
航天局局长佩尔米诺夫曾宣布

将在 2018年研制核动力载人飞
船，以缩短飞往火星的时间。
如今新的时间表被推迟到 2025
年，但对于俄罗斯是否有足够
的研制经费，外界仍持怀疑态
度。

据《环球时报》

尽管过于异想天开的“猎户
座”核动力飞船胎死腹中，但核
能的明显优势让美苏对它的热
情丝毫未减，并相继推出对环境
破坏小得多的核热火箭。

从 1959 年到 1972 年，美国
对核热火箭投以极高的热情，并
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场进行了多
达 23次核热火箭测试。阿波罗
载人登月计划成功后，美国更大
胆地选择 1963 年开始研制的
NERVA 核热火箭发动机作为

“土星五号”巨型火箭的新一代
主发动机，承担起美国上世纪
80年代登陆火星的梦想。

然而就在雄心勃勃的大功
率核热火箭发动机开始测试
时，阿波罗登月计划遭到尼克
松政府大幅裁减，将更多的宇
航员送上月球和载人火星计划
更是被无限期推迟。1972 年，
已无用武之地的 NERVA 项目
黯然下马。

相比美国，苏联在核火箭发
动机领域走得更远。早在 1950
年，苏联就开始研发核热火箭推
进技术。1965年，鉴于在载人登
月领域已经落后，苏联转而将注
意力集中在登陆火星上，决定研
制大推力核热火箭发动机，并修

建了完整的配套测试设施。美
国取消载人登陆火星后，苏联评
估认为，只需要 15年时间，划时
代的核热火箭发动机就将具有
实用价值，因此仍咬牙坚持发
展。从 1970 年到 1988 年，苏联
共进行过 30次核热火箭发动机
的模拟试验，均取得成功，并研
制了推力 3.5 吨的 RD-0410 和
70 吨的 RD- 0411 两种核发动
机。然而苏联解体后的动荡让
这些成果失去意义。1994年俄
罗斯彻底放弃核热火箭发动机，
据称很大部分相关研究资料后
来被美国获得。

“丧心病狂”的“猎户座”计划

美苏核火箭“生不逢时”

美俄新航天计划仍钟情核动力

美国“猎户座”核动力飞船想象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