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天的风景也不全是冷的，只是相对静止
而已。几场大雪过后，被捂了个严实的小城也
还是很有生机的。
因为一切生机，我的耳朵，却也异常地灵敏

了，随处都能捕捉到些什么。既有且无的，天边
飘忽着的丝线一样的声音，虽然细微，虽然绵
软，总有那么一忽儿，便被耳朵听了个真切，心
思立马也就为之牵引。
这是鸟鸣。虽在严寒，鸟鸣是冻不住的。
几乎听不到乌鸫的鸣叫。乌鸫的声音可没

有被冻住，只是在这一刻，它没有鸣叫而已。
鸽子的声音不同。身后的楼顶上就有一棚

鸽子，在“咕咕”叫着。马路上没有车辆行过时，
人们就能听到鸽子们满足的哼哼。
而已听真切了的那种鸟鸣，来自麻雀。驻

足侧耳倾听，一忽儿之间，那音儿便由弱渐强，
由远而近了，一点点地形成了悦耳的鸣唱。在
此刻，在冬季，这是一种音韵，十分动听，能够入
心，余音也悠长。天际的云被由风拖成了一绺
一绺的，没有明丽的阳光，这些云只能是黯淡
的。东南方的雪域之上，有了锋利的尖的雪山，
刺破了低沉的天。
心灵的寂静，被鸟鸣划过时，想象就是具体

的了。但鸟鸣能够到达的地方，心灵并不一定

能够到达。
秋天里有一位鸟类摄影家告诉我，我国发

现了5种麻雀，除了山麻雀之外，其余的4种，
家麻雀、树麻雀、黑顶麻雀和黑胸麻雀，在独山
子都可以看到。以我的眼神，家麻雀、树麻雀都
分不清的，何况各自的鸣叫声？我相信，种类有
区别，鸣叫声一定不同，哪怕是细微的不同。
俄顷，有一棚鸽子的楼后的树林里，又飞来

一群麻雀，如何分辨出是哪一类呢？反正都是
一样清脆的“叽叽喳喳”，反正都会落在那株树
干最为粗壮、树冠最具张力的老榆树上。

有风的冬日，更觉酷寒。一阵北风忽来，卷
起了地面的雪尘，也震落了枝头的树挂。一种
活力反而被喊醒。有如一块突然扔进湖水的石
头，涟漪泛起。回应来自四面八方，来自雪下雪
上。此时，四下里又一波顿起的鸟鸣声，这鸟鸣
声也扇动起了沙沙的翅膀，在空中滑动出了丝

丝轻啸。其中有一音部，冷静如银
铃，专在抒发从寒枝上滴落的情韵。
这是一种由群体散发出的生命

的希望和寻找，没有绝望，却只有希
望，其鸣无哀，虽然短促，已足以划
破被冷空气凝固着的冬。
麻雀这场鸣唱之音的合奏，也

时有不和谐之处。一只鸟儿被另一

只鸟儿抢占了好的枝头，不由就发出了抗争之
声。影响了周边，叽叽喳喳的乱鸣声顿起，显示
这是一个群体的存在。有行人在树下走过，群
鸟会一呼啦齐飞到另一棵树上，鸣叫显出了慌
乱。但总的来说，一段时间后，旋律就会趋于舒
缓，余音袅袅，最终似情感经过短暂的流泻之
后，由强渐弱，由近而远，渐渐地纤细得丝丝缕
缕了，最终逍遥到高远的苍穹里去了。
静心时，还有其他鸟雀的生命情感在涨潮，

各种鸟鸣的荟萃，是另一种旋律的交响。
在独山子，与麻雀同在的鸟雀还有很多。

那位摄影家，曾拍过五种不同的猫头鹰。那都
得在月明之夜，在一片片的树林里慢慢搜求。
他还告诉我，这里有好几种椋鸟、伯劳，还有黄
鹂、太平鸟、白鹡鸰、黄鹡鸰。太平鸟在苇丛里
易于寻见。他说的我记住了一些。有回，我见
到了一只灰斑鸠，是在林中一棵高大的树上。
一片绿草地上，见到一只戴胜时，我还以为是啄
木鸟呢！这些鸟儿是在一年中见到的。入冬
后，天色似乎总是阴的，鸟儿也看不真切了，叫
声却各不相同。
前一日正午，阳光正好，我曾走入一片树林，

感觉已避开了麻雀，似乎便听到了不一样的鸟鸣。
四周寂静，寂静并非就是心境，这时的鸟鸣

是渐起的。只在片刻之后，那此起彼伏的鸣叫
的节奏，便显现出了生命在活色生香地绽放，自
由在无拘无束地奔放。一度鸟鸣又是零落的，
若形成新的合唱，是慢慢地凝聚为集中的曲调
的。听得出来，其中有爱的倾诉，情的抒发。尤
其是这种交颈而鸣的恋歌，温馨而缠绵。这时的
鸣唱，是灵魂的战栗，不能如此，便不能扣人心弦。
不冻的鸟鸣，体现了生命的酣畅。

历史地名好似岁月的腌渍品，
或甜或酸，有辣有咸，浸濡久而味
道厚，凝集着故事，沉淀了文化。
就说津城北门里的户部街，明代设
卫是因河海通津，京畿门户且漕运
要道，永乐筑城垣的同时就急可可
建粮仓，朝廷六部之一的户，宣德
年来设分司，监管收放，衙署门前
街连着城内诸仓，街名叫得很实
在。户部街反映明代天津城市功
能一个侧面，清朝以钞关公署续
之，则可见城史的演进。这是官
衙。至于衙门里的官，只说明代，
分司主官先后170人，其中进士
150余名，这些文化人津门履职、
沽上交游，职内职外，一条户部街
留下诸多历史的刻痕。
以上感想，得自对户部街一段

往事——赵南星天津宦迹的梳理。
赵南星（1550—1627），字梦

白，号侪鹤，别号清都散客，河北
高邑人，官至吏部尚书。他经历
官场沉浮，是东林党重要人物。
天启年间，因反对宦官魏忠贤专
权、对抗朝政腐败，谪戍代州，卒
于山西。后追谥忠毅。他九岁称
神童，是明代文学奇才之一，能文
能诗，散曲淋漓酣畅，小曲颇有成
就。还写笑话，一卷《笑赞》多系
讽世之作。明清时推寻《金瓶梅》
作者，曾有人把目光投向赵南星。
万历二年（1574），赵南星25

岁成进士。先任汝宁推官，万历
十年入京任户部主事，耿直面对
官场的行事风格已有表露。当时
万历皇帝年少，首辅张居正权
重。张居正患病，满朝文武轮番
探视，赵南星与顾宪成相约不予
理会。顾赵二人，加上本文将言
及的邹元标，都是东林派重要人

物，号称“三君”。
岁次癸未，万历十一年（1583）

春，赵南星司仓津门，任户部分司监
督，冬天入京为吏部郎。其天津任职
时间虽不长，说起来还是挺有内容的。

二月与文学家胡应麟会面。33
岁的胡应麟赴京考进士，未中，下旬
南归，过天津时拜访赵南星。把盏
畅谈的场景由胡应麟写入诗作，“玳
瑁筵开集彩毫，侍臣相对此持螯。
双星碣石盟初聚，十日平原气并
豪”。明人常以碣石言说滨海的天
津。春二月待客，已有螃蟹供品尝。

赵胡二位年龄相近，惺惺相惜，
酒逢知己，话题自多。赵南星欲留
为三日饮，胡应麟急于归，先发。赵
南星派人追送百里，并出橐装为
赠。春日的天津之聚，秋时还有回
响，胡应麟写来《寄赵梦白计部》，题
注说“秋夜梦与梦白论文久之，因
寄”。天津聚会，余韵绵绵。

赵南星来宦，把明朝一次廷杖
事件的后续故事带到天津。万历五
年，丧父本该丁忧回乡的张居正，舍
不得首辅之位，借着小皇帝的“夺
情”中旨，对上疏迫其奔丧的朝臣吴
中行、赵用贤等四人施以廷杖。刑
毕，又一无畏者站出来。刑部观政
邹元标亮出揣在怀里的反对张居正
夺情的奏疏，毅然递上，被张居正怒
杖八十，远谪贵州。万历十年张居
正死后，遭廷杖诸人复官。奉诏回
京的邹元标，至津来会赵南星。抚
今追昔记感慨，赵南星赋诗《长蛇歌
饮邹南皋作》。邹元标字尔瞻，号南
皋。诗中道“鱼龙送君置我前，落日
开筵面秋水”，时值秋天。又道“平
生结交尽贤豪，昨见吴赵今见尔”，
吴中行、赵用贤二位也曾来津。历
过劫难存惦念，只因同气相求。这

首《长蛇歌饮邹南皋作》记史事，见
性格，为研究者所瞩目。金性尧《明
诗三百首》选赵氏两题，就有写于津
门这一首。

可入这一诗话，还有赵用贤留
给赵南星的《天津逢赵户曹枉句见
贻因赠》：“落日孤城枕大流，逢君虚
左慰招留。龙蛇道在神犹王，蕉鹿
人间事可忧。片语鸿蒙开万象，一
朝星聚足千秋。袖中携得相如赋，
莫说南来只漫游。”正可为赵南星的
长诗助读。

这一年，《寄赵计部梦白时监仓
天津》——赵南星收到南京工部虞衡
司郎中欧大任的诗札。欧大任字桢
伯，号仑山，曾任职国子监、大理寺，
先于赵南星两年调离北京。欧大任
好吟咏，“才笔纵横，并长诸体”，诗作
甚丰。由南京寄诗天津，话题也在
此：“一出铜驼几望京，词人籍甚赵郎
名。文推邺下刘公干，狂似陈留阮步
兵。”夸赵南星像刘阮二杰，领袖文
坛。年长34岁的欧老先生如此推崇
赵南星，应非仅为客套，而是欣赏他
的诗才，并且年华尚富潜力大。又有
句“清啸高楼遮海戍，转输连舰发津
城”，城楼漕船，描写天津。

赵南星复信，“今之词盟，足下
实执牛耳”，并说“足下之好词赋，愈
久愈笃，此盖天性有独觉，其隽永者
宜其精妙绝人也”。称赞对方之后，
说他自己“于文词若其于酒，对客抚
景未尝不食，而意不存焉”，还讲“平
生无恒好，不过旬日辄厌之”，以此
申明无意充任诗坛领袖。

天津任上，会面且见诸笔墨的，
还有茹历山。“天津之会，密坐深浮，
共谈底里，宵分乃罢，大快哉。百年
之中，此欢得几，殊不可忘”，那是一
次交心的长谈。赵南星写道，“门下

爱我哉，独教我善自处嫌忌之地
也。弟不佞，纤疵阘茸之行，万不敢
为，第狭中无术略，惧不免于素餐之
讥”。置身“嫌忌之地”，学会应对求
自保，茹历山所言自是善意。赵南
星心领，坦言在官场“术略”方面有
欠缺，更表示处世原则、行事风格是
要坚守的。

冬天时，赵南星调任吏部考功
司主事。行前有诗《闻转官铨曹》：
“吾道甘从拙，何知有奋骞。积薪元
不后，蟠木若为先？舃入听文陛，衣
还得御烟。持衡惭重寄，努力答皇
天。”吏部职司官员铨选，为六部之
首。履职天津之后，赵南星获得好
前程。奋骞有望的欣喜，诗中并不
掩饰，写到文陛御烟的宫廷场面，也
写到“努力答皇天”的政治抱负。

然而，朝政腐败，刚直又不大讲
究“术略”的赵南星，注定要碰壁。不
久，他因参与劾奏内阁三相公子科场
之弊，惹怒上司，不得不称病回乡。
其后，仕途起落，疾恶如仇的性格不
改。至天启初年，削籍为民近三十载
的赵南星又被起用，曾任左都御史，
后任吏部尚书，度过了仕宦生涯的高
光时段。他上疏抨击“以官爵为性
命，以钻刺为风俗，以贿赂为交际，以
嘱托为当然，以徇情为盛德”的官场
风气。为澄清吏治，他与朝中正直派
官吏努力为之。可是，正直的东林派
到底敌不过魏忠贤阉党。76岁的赵
南星遭遣戍，死于代州。

这最后一次被征召，赵南星本
无意再出。同为“东林三君”的邹元
标，数次书信相催。邹元标时任左
都御史，也是重新起用。及至京城
重逢，邹元标却告知赵南星，自己去
意已决。这次天宁寺深谈，他们“相
与道故旧”，忆及四十年前的沽上会
面。邹元标带去文稿求书序。转
年，赵南星动笔：“昔癸未，晤先生于
天津，作长歌赠之”。将羊年的那次
津门会，记在序文里。

岁月留刻痕。赵南星的户部分
司经历，留诗文，留故事，让后人品读
那些朝廷事、文坛事，品读明代的天
津——关于卫城内外北门里，关于户
部分司和衙门前那条街道，品读这座
城市的历史景观和文化积淀。

上一篇讲述了《雷雨》演出时靠人工“拟音”制作了
闪电、风声、雨声，唯有雷声不知用什么物件“拟音”才
好，只能使用录音机。当年的录放机没有立体声音箱
设备，播放的雷声总显得单薄，穿透力不够，缺乏在云
空滚动回荡的气势。然而，《雷雨》中几乎贯穿全剧的
是雷声，导演最在乎的也是怎样打雷才能和剧情紧密
配合。
方沉导演找石路、韩奕章二位商量，希望他们把雷

声做得更像一些。韩奕章是舞美队副队长，音响效果
专家。他思忖再三，建议用鼓。鼓？！ 剧场后台挂着
一面鼓，听说那鼓早先是某寺院里敲“悬钟
暮鼓”用的，“暮鼓”敲起来嗡嗡的，悠长深
远，有一种“鸟鸣山更幽”的沉静韵味，恐怕
难以发出激荡的雷声。韩队长说若是有一
面鼓皮直径很大、内腔很厚、有轰鸣感的大
鼓，或许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剧院领导一
向在添置“艺术家当”上不惜血本，很快批
准了剧组上报的买鼓预算。市场上没有卖
这么大的鼓的，韩奕章及其手下们多方打
听，找到河北省某地以制鼓闻名的工匠。
工匠师傅问：“定做多大的鼓？”韩奕章回
答：“能找到多大的牛皮就定做多大的鼓。”
不久，一面巨鼓运进了天津人艺大院，

大家围观、丈量，鼓皮直径竟达到了1.8
米，不难想象那头牛该有多么高大了！
效果股的大将们迫不及待敲起鼓来，

果然轰鸣震耳不同凡响。这面大鼓挂到了
人民剧场舞台的上场门最后一道边幕后
面，牢系在攀往顶楼的贴墙铁竖梯旁。
天津人艺拥有一面神奇的独家大鼓，

消息不胫而走，各地同行来津参观学习一
看，这面大鼓确实与众不同，两面鼓皮间距
很厚，敲击时里面的空气剧烈振动。擂鼓
时靠近边帮才能打出普通鼓的咚咚声,靠
近鼓心会隆隆轰鸣震耳欲聋，再加上悬挂
大鼓的上方是高达四五层楼高的后台穹顶，自然形成
回声激荡的音箱效果。因此，大鼓“拟音”的雷声、炮
声、蒸汽机火车行驶等千变万化，击鼓者若是抡足了力
气猛敲，还能发出“爆炸”“重物坠地”“建筑倒塌”、交通
事故“撞车”“撞船”等各种巨响。
有一项中国特色练出了一批特殊人才——鼓手，

如今派上用场的机会不多了。无论机关、团体、学校、
企业、城市还是乡村，都有一些会敲锣打鼓的人。那个
时候游行多，为了什么国家大事庆祝啦，“打倒”谁啦，
谁又复出啦，各“单位”都要组织游行，游行队伍后面都
会跟着一辆三轮车，车上站着敲锣敲镲打鼓的人。喜
欢打鼓的男人很多，他们簇拥着大鼓等待轮流登场。
剧院里也有许多男演员喜欢打鼓，又熟悉剧情，导演和
韩队长稍加讲解，他们很快地就成了“雷公”。
若要打出各种雷声的音响效果，毕竟和上街游行

敲的简单鼓点不同。大家经过反复实验，摸索出一套
独家手法：在鼓槌上裹几层纱布，敲出“擦槌”“重槌”
“轻槌”“碎槌”“擦边儿槌”等不同的效果，逼真地模仿
出远雷、近雷、闷雷、响雷等音响。旁边再配上有人敲
击那面音韵悠远的“暮鼓”作为衬托，双鼓二重唱就更
像回荡天穹的轰鸣了。
但是，若想扮演好《雷雨》中“第九个角色”，只靠两

面鼓是不够的。有一种雷声很难拟音——滚雷，怎样
才能让观众听到在天边滚动的雷声呢？除了鼓手们要
学会一种“滚槌”的技法，还得另外有四个人配合。他
们每人手握一块2m×1m的胶合板，大家叫它“滚雷
板”。胶合板四个角用布粘牢，若出现裂纹抖动起来会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那就不像雷声了。四个人依次
行动，分别用不同的力气双手前后扭着抖动板子，由远
而近或由近而远，循环往复地滚动……
《雷雨》是一部人物关系复杂，人物内心挣扎的家庭

伦理悲剧，随着一系列有悖人伦常理的情节展开，一个
比一个难解的危机层层递进，最后推向总危机——高潮
的爆发。几乎每一步都以雷雨烘托，以雷雨隐喻，以雷
雨昭示，最后是雷雨刮断了电线，造成男女主人公们一
个个年轻美丽的生命相继死亡。这就要求后台的击鼓
者不仅鼓艺了得，还要懂戏，跟上剧情发展的节奏。
《雷雨》开场是个闷热的下午，透过周家客厅里的大窗

可以望见天空聚积的乌云，远处传来似有似无的雷声……
击鼓者持槌高举轻放,两手各自敲出不同的节奏，时起
时伏，互相追赶，互相纠缠，摩挲着鼓边如泣如诉……
一个个彼此怀着不可调和的恩怨情仇的人物陆续

登场了，远在天边的雷声渐渐靠近了……击鼓者稍加气
力，鼓点变得明晰、激越，压抑中积蓄着可怕的能量……
当撕破三十年前秘密的鲁妈上场时，天上的滚雷

轰隆隆地碾过每个剧中人的头顶，也搅动着观众生满
悬念的心潭……击鼓者很想重敲一击，但他克制住内
心的愤懑保持滚雷的闷声，那种憋闷得叫人喘不过气
来的弦外之音隐喻灭顶之灾还在后头……

当大少爷冒雨夜闯四凤家，戏剧危机陡然上升，闪电、
霹雳、暴雨一股脑儿袭来……这就不是一个击鼓者能够完
成的戏剧氛围了，早已恭候多时的“霹雳手”来帮忙了……

那么，暴风雨中的霹雳、炸雷又是怎样操作呢？这
就需要另一个小伙子站在一旁充当“霹雳手”。把一块
约2m×1m的镀锌铁板用绳子系在高处，板子很薄，
亮晶晶的。灯光师往天幕上射出一道格外强烈的闪电
之后，“霹雳手”稍等片刻用力左右抖动金属板，嘎啦啦
啦……酷似霹雳震天撼地。击鼓者擂动大鼓从旁配
合，电闪雷鸣的音响效果就以假乱真了。

这么多“雷公击鼓手”“霹雳手”“滚雷
手”是如何紧密配合而又分秒不差地嵌入
剧情呢？第十二篇介绍过了，音响效果师
梁松坐在能够看见演员表演的“效果楼”里
指挥全局。他在后台“前线”安装了各种色
彩类似交通信号灯式的指示灯，分别意为
“安静”“准备”“远雷”“闷雷”“滚雷”“近雷”
“霹雳”，各路“雷公”一边侧耳听戏，一边服
从他的号令。
在舞台美术各个专业中，音响效果和

导、表演的关系最为密切，“动效”往往是导
演的一种手法。难得有梁松这样当过演员
的人，天资聪颖、懂戏，又懂音乐和拟音。
他至今享誉影视界。
人工打出的“雷声大合奏”非常逼真，

剧场里又有“拢音效果”，电闪雷鸣，霹雳炸
响，震人魂魄。韩队长还嫌气氛不够，他又
买来许多小音箱挂到剧场观众席的天花板
上，雷声真的就在观众头顶上滚动了！让
每一位观众都如同身临其境的艺术感染
力，是任何先进的电声设备都无法相比
的。再怎么高科技的立体声音响都有一种
我们称作“交流声”的“声墙”，它和自然界
真实的声响是有区别的。内行人看电视
剧，能够轻易听出来演员台词是“同期声”

还是“后期棚内配音”。录音棚绝对安静，却难以抹去
“声场”“声墙”造成的瑕疵。

舞台美术是集体创作的艺术。上述“击鼓者”“霹雳
手”和坚守不同岗位的几位灯光师，单独靠谁的个人能
力都是无法营造出电闪雷鸣、乌云压顶的壮丽景象的，
大家必须密切配合才能达到融为一体出神入化的奇
观。为了给予观众最美的艺术享受，幕后劳动者们自愿
在近距离忍受各种“法器”发出的震耳欲聋的声响，在酷
暑三伏天也得忍受身边那几十支上千瓦大灯的炙烤。

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最为亲和的方式是天然的
嗓音。我在剧院听过骆玉笙讲授的台词课，她要求演
员在台上念台词要做到让坐在前排的观众不觉得你在
喊叫，而坐在最后一排的观念能够毫不费力地听清楚
你说的话。这得拿捏得多么精确呀！北京人艺的演员
为了表示对观众的尊重，至今在台上仍然不带“胸麦”
扩音,拿出的真玩意儿真本事。相比之下，那些靠“麦
(扩音器)”发声和干脆假唱、假说(不背台词只念数字)
的“小鲜肉儿”们，用老百姓的话说那不叫玩意儿!
《雷雨》不仅把“第九个角色”演得活灵活现,其他

音响效果也超出了舞美专业而成为导、表演乃至文学
剧本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雷雨》四幕都是内景戏，一、
二、三幕周朴园公馆的西式大客厅，具有十足的天津旧
租界的气派。第三幕是仆人鲁贵、四凤的家，又是夜景
戏，该如何体现剧本提示的“离火车站不远的平民区”
呢？观众恐怕没有想到，这场戏台上陆续出场的只有
五六个演员，而且开场时间是鲁贵、鲁妈、四凤三人
的“静场戏”，后台却有十几个人在做音响效果。夏
夜的蝉鸣、蛙叫，说明这里地处城市边缘，靠近海河
或水洼……送水的马车车轮碾过土路的声音，马蹄踏
过青石板路的声音，马脖上挂着铃铛摇得很慢，表现这
里是举步艰难的穷街陋巷……路过的打更人敲着更
帮子……缓缓移来的算命瞎子敲着小锣儿，旧时代
老天津卫管它叫“报君知”……小贩到深夜了还在叫
卖“雪花落儿”，既说明了天气闷热也道出小本生意
的艰难……卖花女叫卖着“白（天津人读成‘罢’音）兰
花儿”……卖唱女唱着“靠山调”，又称“窑调”……卖夜
宵儿的叫卖声很远，那边才靠着大街了……

隐身幕后的艺术家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严肃认
真地付出艰苦细致的劳动，共同烘托戏剧演出的艺术
氛围，给观众以美的精神享受。戏剧之所以被世人公
认为是伟大的艺术，就是因为它是一门由众多血肉之
躯在现场奉献给观众的艺术，也是一门由众多专业人
士同心协力创作的综合性艺术。我在天津人民艺术剧
院学习、工作了22年，“文革”
前剧院平均每年(两个演出队)
公演剧目达到四五百场，那段
辉煌岁月应该为后人所纪念，
那些为艺术而献身的优秀艺术
家们不应被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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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冻的鸟鸣
李显坤

开出革命的理想之花
出生在地主家庭的何秉彝，

最初只是一个有些个性的叛逆
小青年而已。凭借富裕的家庭
支撑和聪慧的天赋，他考上了大
学。因为接触到了革命家李一
氓，所以他开始倾向于进步思
潮。后来听说“上大”的社会学系
很“新潮”，于是何秉彝放弃了理工
科，考到了瞿秋白任主任的“上大”
社会学系。

“疯了你！听说那只是个‘弄堂大
学’，怎么可以混到下三滥那里去呢？”
何父听说后，气得一封又一封信催促
何秉彝“改邪归正”。

仅仅听了瞿秋白几堂课的何秉
彝，这时给父亲回了一封长长的信，
向老人家介绍了“上大”和自己为什
么要去读这个大学的社会学系。他
说：“男何以要研究社会学？因为：
男现在是二十世纪的新青年，不是十
九世纪的陈腐的以文章为生、以科举
为目的的老学究，生在这离奇的二十
世纪的社会里，便要为二十世纪的社
会谋改造，便要为二十世纪的人民谋
幸福，即要研究人类社会之生活的真
理，及其种种现象，以鉴定其可否，
这就是男要研究社会学的主因，亦是
男个性的从好，志趣的决定。”何秉
彝表示，如果要叫他为了做官去读
书，他毫无兴趣，且不屑一顾。他还
告诉家人自己上了瞿秋白先生的课
的体会：“上海大学在上海虽是私
立，但男相信它是顶好的学校，信服
它的社会学是十分完善的。它的制

度、它的组织和它的精神，皆是男所崇拜
而尊仰的。”他激情昂扬地说：“男如是行
去，觉得未来之神在预告男了，好像说：

‘你将上光明之路了，你将得到很相适的
安慰了；你的前途是无量的；你的生命之
流矢，将从此先射；你的生命之花，将从
此开放。’”

让自己的生命，盛开出革命的理想之
花，这是何秉彝在“上大”懂得革命的人生
道理之后悟出的结论，而他后来在参加反
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年轻的生命之花永远
定格在五卅运动中……

不仅如此，何秉彝生前还以他在
“上大”和上海所沐浴的革命风浪对自
己理想和信仰的洗礼经历，教育和引导
自己的弟弟同他一起走上革命道路。
后来，他的弟弟何秉均 1928 年壮烈牺
牲在上海，时年20岁……

啊，这是何等令人炫目的生命之花
呀！它像冬日里的雪花一样，在我们望
得见的半空潇洒地飞扬，朝着它认定的
方向，向世间散发着它的魅力与光芒。
虽然在整个革命历史的大海里它显得
十分渺小，然而它认定自己的价值，以
及这种价值的光芒——这就是“上大”
学生从革命领袖和导师身上学到和传
承下来的精神与信仰。

青花小碗的事发了
白爷也是街上混过的，听完了倒没

发火，只告诉小榖揪儿，既然东西给了
八方来水铺的伙计，先去要回来，别的
事再说。其实这时，白爷一听这青花小
碗在八方来水铺伙计的手里，心倒放下
了。白爷知道，把这小榖揪儿一放出
去，八成是回不来了。但回不来也没关
系，还有水铺在。白爷知道这个八方来水
铺，也听说过多来喜多老板这个人。俗话
说，冤有头，债有主，就算小榖揪儿跑了，
水铺这个叫李十二的伙计跑不了，就算这
李十二也跑了，他多老板也跑不了。

果然，直到这个中午，小榖揪儿也
没回来。

到了下午，白爷就打发人去水铺找
这个叫李十二的伙计。去的人是白爷
的一个侄子，叫三帮子，是个结巴。三
帮子来到水铺，李十二正蹲在门口的街
上跟一个摆茶摊儿的老头儿下棋。三
帮子把他叫过来，结结巴巴地费了半天
劲，才把来意说清楚，最后又说，白爷说
了，只要他把这青花小碗拿出来，这事
儿就不再提了。这个三帮子嘴虽结巴，
但心里有数，他故意没说小榖揪儿已经
跑了，只说白爷已知道，这青花小碗在
李十二的手里。李十二一听就明白了，
这小榖揪儿不够意思，已经把自己供出
来。可他还是让这三帮子骗了，以为小
榖揪儿这会儿还在白家，说不定正在挨
打，既然这样，也就没必要再咬牙充硬
脖子了。但这时，这个青花小碗确实已
不在李十二的手里。头天晚上，杨灯罩
儿明知这青花小碗是块烫手的山芋，可
还是舍不得错过这个发财的机会，给李

十二扔下一块大洋，就把这小碗拿走了。
这时，李十二以为小榖揪儿已把所有的事
都说了，也就只好对三帮子如实说，东西
是在一个叫杨灯罩儿的人手里。又说，这
杨灯罩儿的住家儿就在蜡头儿胡同。

这一下，就给杨灯罩儿惹了大麻烦。
三帮子回来跟白爷一说，白爷点头说，

这就好办了。其实白爷不到万不得已，也不
想去找八方来水铺的多老板。白爷开过铺
子，知道街上这点事，倘这时去跟多老板交
涉，弄不好就得撕破脸。能在街上开买卖，且
站住脚的，没有一个是省事儿的。当然，就是
不省事儿他白爷也不憷，只是自己已经这把
年纪，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现在既然都
已问清楚了，东西是在一个叫杨灯罩儿的人
手里，只要冲这人说也就行了。于是让三帮
子带几个人，去蜡头儿胡同找杨灯罩儿。去
了几次，终于把杨灯罩儿堵在了家里。

杨灯罩儿这时才知道，这青花小碗
的事到底还是发了。

但这时，这个青花小碗也不在杨灯罩
儿的手里，早已出手了。卖小路货也有卖
小路货的规矩，买主从不问货的来路，卖
主也不问买主的去路，一手交钱一手交
货，然后一拍两散，街上再见面谁跟谁都
不认识。杨灯罩儿就是找了一个这样的
买主，这时这青花小碗早已不知去向。

18 15 最得意的一件事
徐部长妻子顾不得过多安抚王

继才，大声说：“听我说！”王继才在徐
部长妻子的指导下，当起了“接生婆”。

此时王仕花已经疼得大汗淋
漓，汗珠、泪珠一起往下滚——

电话那一端大声喊着：“仕花！
你听我的啊！先憋一口气！用力！
使劲用力！”

“啊——”王仕花撕心裂肺地叫喊
着，这喊声令王继才毛骨悚然。王继
才也跟着“呜——呜——”地喊叫起
来！电话那一边部长妻子也在喊着

“用力”“用力”，接着问：“露头了吗?”
王继才惊喜地说：“露头了！露头了！”

“仕花，屏住呼吸！使劲！千万别
松劲！使劲！使劲！使——”她就像在
现场一样指导着产妇……“啊——”随
着王仕花又一声大叫，婴儿呱呱坠地。

徐部长妻子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后
连忙喊道：“继才！继才！听我说！拿
白酒倒在剪刀上消消毒，剪断脐带。”

王继才哆哆嗦嗦剪断脐带。
婴儿“哇——”的一声啼哭起来！

哭声急促而响亮。
王继才听到儿子的第一声啼哭，

一屁股坐在地上也哭了起来。
王仕花问：“男孩，女孩?”
王继才激动地说：“带把的——男

孩！”王继才简单地把孩子包
扎好，本能地看了一眼时钟，
已是中午12时3分了。

夫妻俩激动得泪流满面，
王继才的大手笨拙地给妻子抹
了一把眼泪，两人破涕为笑。

那一刻，是1987年7月9日中午12时
3分。王继才亲手剪断了儿子的脐带。为
儿子接生，成为他后来最为得意的一件
事。可是，在当时可真把他吓坏了。

王继才给儿子取名叫“志国”，他说：‘志’
字上面一个‘士’，下面一个‘心’，就是希望他
当一名战士，心中有祖国，立志要报国！”

几年来，王继才、王仕花又遭遇到两
次险情。有天，王继才右腹部有些疼，开
始没在意，后来越来越疼，再后来疼得他
满床打滚，疼得他脸都绿了。其实，那是
因胆囊管破裂引起的。因胆汁渗出，眼睛
和皮肤先是发黄，慢慢地脸色会变成黑绿
色。岛上没镜子，他自己也没在意。后
来，节假日上岛打鱼的渔民看到王继才脸
色不对，劝他下岛，到医院去看看。医院
检查结果出来，王继才才知道胆囊管破裂
了，这差一点儿就把他推进“鬼门关”。

还有一次是王仕花得了阑尾炎。她生
病了自己也不在意，每天弯着腰，捂着肚子
干活儿。她想：能忍就忍了，忍一忍也就过

去了，下岛看一次病实在太麻烦。
后来疼得实在受不了了，王继才和
王仕花才搭过路的船，到了医院。
医生说：“再晚来就没命了。”他们
自己也后怕：如果赶上台风或休渔
期，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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