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武清区堤南一带浑河套，有不少村落带有“口”
和“嘴”字，这些地名的形成显然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
关，其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很有研究的必要。
这里所说的堤南，是指旧时所言大三角淀地区，

即由永定河（旧称浑河）南、北遥堤之间的区域，历史
上又称为浑河套。其范围涉及今王庆坨、汊沽港、陈
嘴、石各庄四个镇域的大部分村庄以及黄花店镇南
部的一部分村庄。
永定河原名无定河，本系多沙河流，清初以前其

下游河道并不固定。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实施
“筑堤束水”策略之后，其主脉经由安次县进入武清后，在
堤南浑河套仍是屡淤屡迁，并陆续形成了四条支脉，即所
谓的南泓、中泓、北泓及旧永定河支流。其中，中泓自今
汊沽港镇所属的六道口村西南进入武清境内，穿二光村
南，经渔坝口村北，进入北辰区界的前丁庄村南及双口村
北，然后汇入屈店附近的北运河。
民国时期，在中泓故道以北，有一条东西向的旧永定

河支流，由安次区的穆家口村南进入武清境内，这条河道
的上游为“求贤坝下减河”。从今永清县的贺尧营、五道
口始，经安次区的惠家堡、葛渔城，由穆家口村进入武清，
再经定子务、石各庄两村南部田野，直抵敖嘴村南进入沙
家淀。这条河道的走向并不固定，经常借用永定河主脉
河道（中泓故道）、龙河故道及雅拔河（亦名哑巴河）故道，
大致呈东西向，流出沙家淀后，经由东肖庄村汇入凤河。
在清乾隆年间，龙河自安次县入武清境，经邵七堤村

南，南下过八里桥、响口、穆家口、六道口、范瓮口，与永定

河中泓汇流。光绪三十三年（1907），龙河改道离开堤
南，转由东马圈村入境，经大谋屯、小谋屯、太子务，与泗
村店东部的凤河汇流下泄。

正是由于永定河中泓以及龙河的影响，故衍生出了
很多带有“口”和“嘴”字的地名，形成了特殊的地理环境
风貌。

如渔坝口，今属陈嘴镇，系辽代成村，因位于永定河
中泓南岸堤坝处，且因其居民多以捕鱼为生，故得名渔坝
口。在渔坝口正北不远处有另一个名为陈嘴的村庄，该
村系元末建村，当时有陈姓人家定居于永定河决口淤成
的沙嘴之上，成村后得名陈家嘴，后简化为陈嘴。陈嘴往
西北走不远，还有带“嘴”字的村庄，民国以前被称为敖子
（自、字）嘴，后逐渐简化演成了敖嘴。这个村今属石各庄
镇，系明永乐年间由江南沙姓移民迁居成村。因地处沙
家淀，且因永定河支流自村南流过，故其土质相当肥沃，
传闻官方曾在此地设立仓敖（廒），且因河道经常在此决

口，故此得名。
在武清与安次两区的边界沿线，自北向南有很

多带口字的村庄，分别为解口、响口、穆家口、六道
口、范瓮口。
解口。今属武清区黄花店镇。原位于永定河北

遥堤以北，明朝永乐年间由解姓人家定居成村。由于
永定河经常在此决口，故人称解口。1952年，该村整
体迁至永定河北遥堤之南，与荣场村合并，仍称解口。

响口。今属廊坊市安次区葛码头镇，现分为北响
口、中响口、南响口三个村。历史上，永定河、龙河曾
在村庄附近流过，因河流泛滥时，时常夹杂水流的巨
响，且河道在村庄附近亦经常决口，故而得名。康熙
年间的《东安县志》曾载，“响口在穆家口北，北通解
口，宋时东川分派。”
穆家口。今属廊坊市安次区葛渔城镇。旧时，穆

家口由穆姓移居成村后，因附近的龙河、永定河经常
决口，故由此得名。康熙年间的《东安县志》曾载，“穆
家口，上通响口、解口，下经八里桥入六道口。”从文字

内容看，上述文字是指龙河的走向及各村的地理位置。
六道口。今属武清区汊沽港镇。明永乐年间，有刘姓

人家在浑河决口淤积的高地之上定居，故成村后称刘道
口。另据康熙年间的《东安县志》载，“六道口在穆家口东，
宋时通运河，开以溉田，今只见茫茫滔滔之势已耳。”
范瓮口（今为大范口、小范口两个行政村），今属武清区

王庆坨镇，辽代由范姓居民成村。以地处三角淀西北永定
河中泓入口处，形如瓮口，故此得名。据《东安县志》载，“范
瓮口，在葛渔城东南，迤南有瓮城。”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个有
意思的信息，即范瓮口迤南，曾有瓮城。至于瓮城何时所
建，以及它的情况已不得而知。而据乾隆七年《武清县志》
载，“武清本古泉州，又云东汉末移泉州县治于三角淀，改名
雍奴，必有所据也”。按照上述记载，这个瓮城可能是东汉
末迁过来的古雍奴城。关于雍奴城旧址，一直存在争议，但
这个线索很少有人提及，当引起重视。
有趣的是，在武清堤南一带还有两个地名与永定河相

关。一是七里堤，二是八里桥。
旧时，在武清堤南有“走浑河”一说，系指每年进入春

汛、伏汛时，因永定河泛滥成灾，位于浑河套、包括今廊坊市
安次区、天津市武清区部分区域在内的二百余个村庄父老
乡亲被迫逃离家乡的社会现象。在我小的时候，经常听我
的祖父、祖母提到这段痛苦的历史。如今，“走浑河”早已成
往事，但在这些带有“口”和“嘴”字的地名中，人们仍可窥见
上述历史信息，且能够让我们体会到祖辈生活的不容易。

到广府古城，最好是从古城的南门进，
因为就在广府南门的不远处，有一代太极
宗师杨露禅的故居。我对太极拳了解不
多，倒未必是因为我不练太极拳的缘故，而
是因为中国沿袭千百年所约定俗成的历
史，往往文人是文人，武林是武林，相互融
会贯通的少。而事实上，太极拳最初从纯
粹的“民间”走向所谓的“大雅之堂”，还是
缘于有文人的重视和参与。“太极拳”的称
谓便来源于推崇杨露禅为人和功夫的翁同
龢。那时杨露禅在北京闯出名堂，除却因
了他的拳法，也因他是练家子里少有能读
书识文的。三代帝师翁同龢问他使的是什
么拳，拳理是什么，杨露禅如数家珍滔滔不
绝，翁同龢道：“拳理与易理合，绵绵不绝犹
如太极。就叫太极拳吧。”
杨露禅是杨氏太极拳的创始人。说起

来宫白羽先生的小说《偷拳》和由此书改编
而成的电影《神丐》以及前几年热播的电影
《太极1》和《太极2》，都是根据杨露禅学艺
及闯荡京城的史实虚构创作而成的。
我在杨露禅故居见到杨当年习武时

用过的枪棒，也领略了一个武人读书的样
式——杨总是会在习拳之余将读书作为休
息甚至“调息”的一种方式。而说到读书，广
府古城内还有一处建于清道光年间的深宅
大院，那便是一百多年来与杨露禅齐名的一
代太极宗师武禹襄（武河清）的故居。武禹
襄故居位于广府古城的迎春街，占地面积
9200平方米，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故居
原有房屋75间，现存42间，分东、中、西三条
南北轴线排列，其房屋错落有致，左右对称，
崇脊飞檐，气势非凡，曾多年作为永年县委
办公所在地。武禹襄是武氏太极拳的创始
人，也是杨露禅的故友。与杨不同的是，名
门望族的武家自武禹襄开蒙便希望武禹襄
能像他的两个哥哥那样考取功名、光宗耀
祖。武禹襄的大哥武澄清系咸丰年间进士，

官至河南舞阳知县；二哥武汝清乃道光年间
进士，官至刑部四川司员外郎。武禹襄自小
读书过目不忘，同时偏爱使拳弄棒，年少时
便远近驰名；虽最终未能以科举名显，然武
禹襄博览群书，有文炳然，其才干和志向为
彼时当权者所器重，方圆数百里内的州府
官宦皆曾出入于这座深宅大院，亲来游说
邀请其出山，均被武禹襄以老母在堂需要
侍奉为由而辞却。

令我印象很深的是武禹襄的书房。因
为武禹襄不止一间书房，有的应该是他的两
个哥哥为官前读书的地方。武禹襄在这座
深宅大院里总是走到哪儿便读到哪儿，他既
读经史子集，又潜心于研究拳理拳论，并结
合自己多年的习拳实践体会，撰写了许多有
关太极拳的理论著述，创立了武式太极拳的
理论体系，写出了《太极拳解》《太极拳论要
解》《打手撒放》《十三势说略》等影响后世的
太极拳经典著作，这不仅对于武氏太极拳来
说，对于中国太极拳而言也是最早的一批成
系统的学术研究成果。

我从武禹襄故居的多个不同角度，都
能遥望见广府古城四围的城墙。没来之前
的确很难想象，华北平原上竟会有这么大
的一座保存如此完好的古城。仅古城城墙
内的面积就有1.5平方公里，城内街巷纵
横交错，经常会有身着太极练功服斜挎着
太极刀剑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令你恍若走
进了金庸小说的某个章节里面。在广府古
城内开店的，多系本地土著，做生意之余也
经常会和外地人聊一聊太极拳功法。我路
过一家敞着门的特产店，就发现里面有两
个人正在研习太极推手攻防，遂入内旁观，
打拳的人之一便是此店的老板，而另一位
则是从北京来广府交流拳法的太极拳爱好
者。老板说自己小时候广府古城的城墙还
能随便上，孩子们都喜欢在城墙上面玩耍，
稍大些了，便每天都会去城墙上打拳。一

般孩子们的家长都会
一点儿拳法，有杨氏
的，有武氏的，孩子们
也就有学杨氏的，有练
武氏的，从小就互相切
磋。广府城墙原土墙
为六里十三步，元朝时
增为九里十三步，相当
于今天的4.5公里。明
嘉靖二十一年，知府陈

俎调集周边九县劳工，历时13年，将广府
城墙土墙砌为砖墙，城高12米、宽8米，四
门筑有城楼，四角建有角楼，并有垛墙876
个。而且在四门之外还建有瓮城，加上固
有的地道等关防深锁，说广府古城固若金
汤一点儿也不为过。事实上，广府古城也
是解放战争中整个华北平原最后一座被解
放的城镇。

当然，广府的出名，主要还不是环境的
优美与城防的险固，追根溯源还是源于太
极拳。广府只是个镇，却诞生了杨露禅和
武禹襄两大门派太极拳的宗师，并衍生出
了孙式太极拳和吴式太极拳两大太极拳门
派。在全国现有约定俗成的八大太极拳门
派中，源于广府镇的竟占其半，怕是绝无仅
有。杨式太极拳舒展大方，武式太极拳小
巧紧凑，两种拳式均以柔中有刚、刚柔相济
见长，被称为“活的雕塑，流动的音乐，体育
运动的阳春白雪”。前些年由国家体育总
局正式公布的88式、24式以及在许多场
合作为表演项目的太极拳招式，都是杨式
太极拳或由其演化而来的。当年杨露禅曾
把其子杨班侯送到武禹襄门下读书。武禹
襄对杨班侯的评价是“读书不甚聪敏，习拳
颇领悟”，便在辅导杨班侯读书的同时，亲
自指导其太极拳法。所以后来名震北京四
九城的杨班侯之拳技，除了得其父杨露禅
真传外，也曾得益于武禹襄的点拨，杨班侯
是唯一得到过杨氏、武氏两大太极拳门派
祖师指点过的太极传人。

广府也的确人杰地灵。远在春秋时
期，此地便为曲梁侯国的国都，战国时毛遂
受封于此。北朝时期广府称广年，隋仁寿
元年（公元601年），因为要避隋炀帝杨广
的名讳，改广年为永年，所以广府古城又称
永年城。隋末，各地民变四起，华北窦建德
举兵反隋，成立大夏政权，将广府作为大夏
国的都城。如今在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广

府明代府衙便是在窦建德所建万春宫原址
上而建的。据明嘉靖《广平府志》记载，府
署原建年月不详，于元末毁于兵火。如今
的广府衙门是明洪武八年（公元1375年），
由当时的知府史昭重建。万历十五年、崇
祯九年，知府蒋以中、程世昌均重修。清朝
以来，曾有15任知府修葺或增添其建筑。
1928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委任县长许之洲
再次修建。复建后的广平府署建筑面积
5600多平方米，有大小院落19个、房屋
160余间。由照壁、大堂、二堂等官署和官
宅组成，形成以文东武西中轴对称的建筑
格局。难能可贵的是，这座明代府衙基本
上没有受到太多的人为破坏而保留至今，
这从侧面可见广府人对于先人和历史的尊
重及认知。
与国内其他保存较为完好的古城

不同，广府古城外的护城河宽达 80 至
120米，稍远有华北平原南部最重要的
河流——滏阳河环绕。古城的四周则是
广达4.6万亩的永年洼淀，淀内碧水风荷，
雁戏鸟鸣，芦苇飘香,鱼虾共生,因而广府
自古就有着北方“小江南”的美誉。从空中
俯瞰，广府古城坐落于永年洼的中央，永年
洼是继白洋淀、衡水湖之后华北第三大洼
淀，更是华北平原南部最重要的淡水湿地
生态系统。清代直隶总督方观承曾有诗咏
永年洼：“稻引千洼苇岸通，行来襟袖满荷
风。曲梁城下香如海，初日楼边水近东。
似放扁舟尘影外，便安一榻露光中。帷堂
患气全消处，清兴欧鱼得暂同。”这该是当
年广府古城及永年洼的真实写照。
我在离开武禹襄故居时，见有一中年

女子着一袭白色太极练功服在武禹襄当年
练功的场院内正在打一套太极拳。左右有
观者细声耳语，女子打的这套拳应是正宗
的武氏太极拳。我看女子的拳路行云流
水、颇有意味，竟也在一旁照猫画虎地支起
身架。后知晓，打拳的女子系天津全运会
太极拳银牌获得者，每年都会来广府古城
与当地同道交流切磋。2020年 12月 17
日，太极拳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这也是中国所有武术项目中第一个被列入
世界“非遗”名录的。想来当年曾奠定广府
古城千年尚武精神的夏王窦建德，还有文
武双全的武氏太极拳祖师武禹襄，还有如
今全球受众最广泛的杨氏太极拳祖师杨露
禅，闻之亦必会无比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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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河套与武清
堤南村落的得名

侯福志

在中国说话剧不能不说《雷雨》，在天津说话剧
更不能不说《雷雨》。曹禺多次撰文表示《雷雨》《日
出》都是取材于天津。而且，1935年8月17日《雷
雨》在国内首演于天津。

1956年天津人艺首演《雷雨》，那时候我刚上初
中一年级。至今已公演六轮《雷雨》了，著名导演方
沉、丁小平夫妇担任了历次演出的导演。日后到了
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方沉、丁小平夫妇出任
我执笔的第一部大型话剧《婚礼》的导演。当我遇到
困难想打退堂鼓时，方沉导演激励我说道：“人生能
有几回搏？”他们二位带领我继续拼搏，《婚礼》终于
赴京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汇演并荣获二等
奖。人生能有几回搏，这句话让我在文学创作道路
上受用一生。

戏剧家曹禺有句名言：没有舞台美术就没有戏
剧。这句内行话在曹禺名作《雷雨》演出中得到了
最为充分的体现，乌云、闪电、雷声、雨声成为全剧
情节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舞台美术人员在后台布
局的雷雨效果紧密配合烘托演员表演，升华为不可
分割的整体。

曹禺对《雷雨》还有一段著名论述：“我常常纳
闷，何以我每次写戏都把主要人物漏掉，《雷雨》是原
有第九个角色，而且是最重要的，我没有写进去，那
就是称为雷雨的好汉。他几乎总是在场，他手下操
纵其余八个傀儡，而我总不能明显地添加上这个人，
于是导演们也仿佛忘掉他。”

我反复琢磨，这第九个角色到底是谁呢？
众所周知《雷雨》剧中只有八个人物：周朴园、繁

漪、鲁妈、大少爷、四凤、二少爷、鲁贵、鲁大海。那么
“最重要的”第九个角色为什么没有出场呢？他不是
个配角，剧作家说他是“被称为雷雨的好汉，他几乎总
是在场，他手下操纵其余八个傀儡”，那么他又为什么没有出场呢……如此说来他
只能是命运之神了。

人们大都相信命运，但说到“命运之神”时前面总爱加上“冥冥之中”四个字，
也就是说，命运之神是不出场的，是于冥暗中的神秘存在。

别忘了《雷雨》剧本是恪守传统“三一律”（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事件）的写实
风格，如果年轻一代导演用“穿越”手法弄个披黑袍戴骷髅面具的“神”在台角跳来
跳去，再配些吓人的画外音，那就完全背离了这部经典话剧的批判现实主义精髓。

依我个人理解，“被称作雷雨的好汉”“几乎总是在场”的雷声，闪电，由哀哀低
泣般的细雨到后来号啕般的暴雨，都是命运之神的外化“显灵”。因此，“第九个角
色”就是用舞台美术声光技术在舞台上营造出来的逼真的雷雨效果，也就是说在
《雷雨》剧中舞台美术不是配角而是主角。人类从远古时期就尊“雷公”“电母”为
神，龙的样貌也是中国人根据闪电的形状创造出来的。至今大自然的伟力仍然在
“操纵”着人类的命运，人们对自己遇到的“不可抗拒力”则总爱归于“宿命”。

老朋友许瑞生在担任天津人艺院长时，剧院第六次排演《雷雨》。许院长审
查彩排时一看，全剧的雷声雨声风声都是用录音机播放的。电声设备比起自然
界发出的声响来，发假，失真，拖累得整晚演出都失去了象征封建专制时代束缚
人性的那种压抑氛围。这就像歌唱家在台上演唱，使用事先在录音棚录好的电
声配乐，绝对比不上有现场乐队伴奏的效果热烈。拍摄影视剧有个专业叫“拟
音”，再先进的音响设备叫它“拟音”，也不如活人做出来的效果逼真。许院长连
夜召集剧组开会，要求舞美队长至少派出七个人来，完全按照传统方法依靠人力
“打雷”“打闪”“打霹雳”“刮风”“下雨”……听说年轻一代舞美人员干起了我们年
轻时干的活儿，也真难为如今这些“小皇帝”了。因为那不仅是繁重的力气活儿，
还要懂戏。演出时雷电风雨各路神仙都在幕后坚守岗位，竖着耳朵倾听演员的
台词。导演要求紧随剧情的进展营造雷雨，往往都在戏剧冲突“危机升级”的“裉
节儿”上，早了不行，晚了也不行。“各路神仙”文化水平参差不齐，无法要求他们
都懂戏，由负责音响效果的梁松总指挥。

位于剧场观众席前排两侧各有一间通往舞台的三角形小屋，是导演、设计及
其他人员看戏的地方。面朝舞台左侧三角屋楼上是灯光操纵室，右侧三角屋楼
上是音响效果操纵室。梁松在“各路神仙”目光能及的角落安装各种颜色的指示
灯，每个执行者按照指挥自己的灯打雷、远雷、近雷、滚雷、闷雷、霹雳，准确无误。

音响效果专家梁松是1958年演员学员班出身，演戏也很灵光，后来因为嗓
子“倒仓”（暗痖）改行转到舞美队。我比他晚入行一年，自幼住在集体宿舍，是无
话不谈的“发小”。当初他在《革命家庭》剧中扮演少年小豆子，留下个绰号，
剧院的人都叫他“小豆子”。我为了写好本文打电话向他请教，张口就喊“小
豆子——”他已年近八旬，恐怕多年来没人敢这么叫他了。

找了高长德、许瑞生、梁松这么多“发小”帮助回忆，我可以详细说说在舞台
上如何打雷打闪了。

以观众的视线看，舞台左侧垂挂的边幕后面叫“上场门”，右侧叫“下场门”。
京剧界人士管下场门又称为“九龙口”，那里摆有乐队队员的座椅。清朝那会儿
光绪皇帝喜欢京剧，曾上台参加宫里戏班的演出，坐在乐队席打鼓。他打的鼓漏
掉了一段鼓点儿，其他乐手们和演员们哪敢违背圣意？大家都跟着省略一段儿，
从此各个剧团都少打一段儿。民国以后那段唱腔及伴奏才敢恢复，“九龙口”之
称不仅在戏曲行流传下来，打鼓佬至今在乐队享有至尊地位。

咱还是回到严谨的话剧舞台吧。从上场门、下场门两侧通往舞台纵深的天
幕至少各有三道边幕，用以遮挡后台人员的活动，露出一点儿身影即谓之“穿
帮”。离天幕大约三米处有一排固定的半人高的“派拉风”（即木制平台）横贯舞
台，用于遮挡射向天幕的一排“地灯”。除了允许灯光人员在闭幕时到这里操

作，后台任何人都被“禁足”。严禁穿行，一则因地上有
许多电线很危险，二则怕开演时有人穿行，他的影子就
会被地灯打到“天”上去。观众哗然，哄堂大笑，后面的
戏难以演下去了。

那么，舞台上逼真的雷电效果究竟是怎么制作出来
的呢……

找不到一根软骨头
郑绍文回监房后，向邓中夏转

达陶铸的话。邓中夏一听，便颇为激
动地从铺上跳下来，郑重其事地说：
“这个问题提得好！一个革命领导者
到了这个时候，同志们应该关心他的
政治态度。请告诉同志们，我邓中夏
化成灰也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从此，在监狱内的难友们更加信

任和尊敬邓中夏。“老大哥”的形象一
直被许多革命者铭记于心。甚至连审
讯他的那些人也对他暗暗敬佩，因为
任何刑具在邓中夏身上都不能奏效，
之后敌人就找来一个又一个出卖党的
叛徒来“感化”和诱导，但所有计谋在
邓中夏面前丝毫不起作用。
一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科又

“请”了几位“政府要人”来劝说邓中
夏，并以高官厚禄来诱引他。邓中夏
听后一声冷笑，随后义正辞严道：“我
是革命者，早已把生命献给革命事
业。你们那种只会吮吸人民血汗的
官，是人干的吗？快把你们那一套收
起来，不许侮辱我！”
“邓先生，我们知道你是共产党的

老前辈，可现在的中共高层都是些刚从
莫斯科回来的年轻人，他们处处打压像
你这样的共产党元老，我们都为你抱不
平啊！中共愈来愈错，日暮途穷。你这
样了不起的政治家，何必再为他们作牺
牲呢！”“说客”中有人使出这般毒招，企
图在邓中夏的“伤疤”上撒盐。
邓中夏勃然大怒，严肃而又清楚地

告诉这几个蒋介石派来的“要员”：“我
要问问你们：一个害杨梅大疮到第三期

已无可救药的人，是否有资格去讥笑那些
偶感伤风咳嗽的人？我们共产党从不掩盖
自己的缺点与错误。我们很有自信心。我
们自己敢于揭发一切缺点与错误，也能克
服一切缺点与错误。我们懂得，错误较诸
我们的正确主张，总是局部的、有限的。而
你们，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犯了人民不能
饶恕的罪恶……还有脸来说别人的缺点和
错误，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无计可施的敌人知道在邓中夏这样的
共产党员身上，找不到一根软骨头。监狱
之中的邓中夏，仍然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
名共产党领导者的责任。

入狱时，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
影响，各地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另一方
面由于党内出了大叛徒顾顺章，许多共产
党人接连遭到敌人的残酷杀害，这也使得
狱中的一些党员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
同在狱中的邓中夏，感触犹深，他便在狱中
开起“党课”，用革命先烈的气节，鼓励难友
们坚持斗争。

他这样说：“共产党人被捕后要有骨气，
要坚强，在任何情况下，不能失去气节。”
“一个人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活，那是苟且

偷生的活，虽活犹死。一个人能为最多数中国民
众的利益，为勤劳大众的利益而死，虽死犹生。
人只有一生一死，要生得有意义，死得有价值。”

来子有胆识
正月十四的晚上，北京的乱兵果

然坐着火车过来了。车到天津还没停
稳，就都跳下来，一边放着枪往街里跑，
见了银号当铺和金银首饰店就砸，砸开
了不由分说就抢。劝业商会也被砸开
了，把里边的展品都搬出来。还有的干
脆闯进造币局，把银库里的银锭和还没
出厂的银元也都抢了。再后来，天津这
边的叛兵也跟着闹起来，叛警和土匪趁
火打劫，连货栈铺子粮店私宅都抢。街
上到处着起大火，火光烧红了半边天。

这也就是史称的“壬子兵变”。
来子这个晚上没回去，一直守在铺

子里。到半夜，见街上枪声四起，警笛大
作，眼看已经越来越乱，就让高掌柜先带
着家眷躲到后面去。这时，站在侯家后
中街朝两边看，东面和西面都已着起了
大火。两边的乱兵一边放着枪砸铺子，
已从两个方向朝这边过来，眼看离包子
铺越来越近。来子想了想，就回身进来，
先把铺子里的桌椅板凳都掀翻，又砸碎
门窗上的玻璃。高掌柜出来一看，吓了
一跳，不知他要干什么。来子砸了铺子
又出来。门口儿的街边有个席棚，是包
子铺用来放煤和堆杂物的。来子划了根
洋火儿，就把这棚子也点着了。棚子是
苇席的，里面又堆着劈柴，火借风势，立刻
越烧越旺，转眼火苗子就已蹿起一房多
高，连跟前的两棵碗口粗细的榆树也引
着了。这时两边的乱兵已经拥过来。一
见这包子铺成了这样，这边的乱兵以为
是那边砸的，那边的乱兵又以为是这边
砸的，两边看了看，就都朝估衣街那边去
了。来子见这些乱兵走远了，才赶紧往

外端水，把席棚子的火扑灭了。
直到天大亮时，街上才渐渐平静下来。
这一夜，从官银号到北门外大街，几乎

成了一片瓦砾。侯家后一带的铺子也都被
抢了。但“狗不理包子铺”的表面虽已破烂
不堪，但乱兵没进来，也就并没受多大损失。
几天后，高掌柜把铺子的门脸儿修整

了一下，就又开业了。
高掌柜经过这一场事也就看出来，来

子确实是个有胆识的人。做买卖光有主见
还不行，也得有胆识。主见是买卖人的定盘
星，胆识就是秤杆儿。主见得靠胆识挑着，
没有胆识，就是再有主见也没用。这次倘没
有来子的胆识，这包子铺就得跟街上别的铺
子一样了。这时，高掌柜就想起一直装在心
里的那件事。他想，应该是时候了。
自从经了这一场变故，侯家后也不像

过去那样热闹了。天一黑，街上就冷清下
来。这天晚上，来子看看铺子里没事了，正
要回去，高掌柜把他叫住了。
来子看出来，高掌柜好像有话。
高掌柜说，我已经这把年纪了，一直把

你当个亲孙子。
来子点头说，是。
高掌柜说，有句话，想问你。
来子看着高掌柜，嗯了一声。
高掌柜问，你觉着，小闺女儿怎么样？

11 8 亲人再次上岛
此时的王继才，心里其实一点都

不平静，这四十多天里，他无时无刻不
盼着有船来岛，他要回去！可是今天船
真的来了，妻子也来接他了，他却一句
“要走你走，我决定留下”。这是一个有
着怎样坚定意志的人啊！

小船徐徐启动，妻子哭成个泪
人。王继才的心在颤抖，在流血呀！船
走远了，他就一下子瘫坐在地上，放声大
哭起来。

妻子的到来，王长杰政委的嘱托，自
己留下来的决心……在这之后的日子
里，王继才整理了思绪，按着县武装部的
部署，逐步完善工作计划，进入了正常的
工作阶段。他的心也踏实了许多。每天
三次围岛巡逻，巡逻一圈也就二十多分
钟。王继才觉得没事可干，浑身有使不
完的劲。他是个勤劳的人，就想平整出
一块地，种上点什么，庄稼汉的本质就是
思谋如何种地。可是，岛上的石头非常
硬，在石头缝里刨地可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王继才每天早晚除了巡岛，剩下的
时间就是在石头缝里刨地。没过多久，
他已经平整出大大小小好几块地了。

王继才怎么也想不到的是，没过多
少天，妻子突然又到岛上来了，居然还带
着一大堆行李和生活用品。更让王继才
想不到的是，县武装部王长杰政委也一
起上来了。当两只大手再一次
握到一起时，已是他上岛的第
三个月了。他激动地张了半天
嘴巴，竟然说不出话来了。

这可能是因为在岛上没
有交流的对象，时间长了嘴就

有些木讷了。其实王继才和王长杰倒是经
常通话，大多是王继才打给王长杰。但是，
每次电话接通了，也都是王长杰先说话，话
还说得挺多。王继才则是问什么就回答什
么。能和王长杰政委通上电话，王继才就
心满意足了，这一天的心情都格外好。
王仕花放下东西，也不顾晕船晕得头

昏脑涨，就开始里里外外一通收拾，一刻也
不闲着。她比上一次来自如多了。
王长杰和王继才坐在台阶上，一直在说

话。准确地说，是王长杰在给王继才部署任
务，只见王继才全神贯注地听王长杰说话，不
时地点头称是。王长杰强调：“开山岛是黄海
前哨第一岛，是一级战备岛，是军事要塞，连
云港的前哨阵地。”其实上岛前，王政委就告
诉王继才，这里必须有人值守，保证一旦进入
战时，就能迅速引领部队再次进驻。
9月的开山岛，海风习习，正是蟹满膏

肥的好时节。
早晨，他们在燕尾港等船，渔民有认识王

仕花的，听说王老师要上开山岛，这个给带上
一篓螃蟹，那个就捡些鱼什么的给
装上船——王仕花生炉子煮饭，没
一会儿就张罗出一桌子饭菜。有渔
民送的时令海鲜，还有从家里带来
的几样小菜。王继才和王长杰开了
一瓶汤沟酒，边喝边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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