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问津书院办的《问津》杂志很有
特色，每期一个主题，聚焦天津人文历史
掌故、风土人情，别具趣味。我收到的
《问津》杂志中，有一期的主题是“武清乡
村老物件”。
武清区位于京、津两大直辖市的中

心点，素有“京津走廊”“京津明珠”美
誉。从这儿看，是值得一写的地方。
作者侯福志老师，我曾在天津的旧书摊

上相遇过，他就是武清人，可见写的是亲历的
地方史。
侯老师在自序里说：“2016年秋天，我去

三姐家串门。三姐告诉我说，她们村最近一两
年就要拆迁了。她知道我喜欢收藏老物件，就
让我到厢房看看有没有需要的。我在厢房里
一下子就发现了好多东西，有梳妆镜、耗子夹、
人工钻、老相片框、月饼模子，还有她家的‘大

铁驴’。这些东西多已弃置不用，若不抢救出
来，很可能就灭失了。于是，我让外甥帮我进行
清理，并请他到邻居家再替我搜罗一下，把他们
已经没用的老物件，全都给我弄过来。外甥很用
心，不久便把一大堆老物件送到我家里。”

侯老师收集这样的老物件在今天来看也是有
着许多价值的，至少可以让我们走进天津乡村的
“旧时光”吧。在这本《武清乡村老物件》中，侯老
师用66篇文章，记录了66件老物件，大致分为生
活用品、穿戴用品、文化用品、娱乐用品、装饰用

品、生产用品等类别。可以说几
乎涵盖了乡村生活的各种用品。
每一件老物件都见证了乡村

的变迁。尤其是在这个时代，它
们固然已经不再发挥作用，却已
经是乡村记忆的一部分了。
这让我想到，时下的乡村热

衷于打造村史馆、村博物馆，像

这样的乡村老物件，虽然看着和邻村相差
不是特别大，但对一个村庄而言，却是具
有唯一性，也是最具特色的地方。如果将
这些老物件汇集起来，也是难得的生活
史。
不过，由于档案意识不强，或者说对老

物件的价值缺乏认识，想收集这方面的资
料，也还是有很大的难度。比如在乡村，当新房子
建好之后，老旧的家具、物件等，因为没有用处，就
丢弃了。可是它们见证了一个家庭的变迁，也见
证了乡村的变化。

我想，在我们城市的社区里，是不是也有这样
的老物件遗存呢？是不是社区在打造历史场馆的
时候应该收录这部分内容呢？

侯老师的这种生活细微记录，实际是一种“另
类乡村历史”。人随着年龄增长，怀旧渐成常态。
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只是“怀”而已，可他还肯
花费时间，把这些“旧”记录下来，这不但是时代的
有心人，而且是历史记录者。现在看来这类资料
的挖掘、整理还是大有必要的。

现在看来，这些细微工作也还是很有意义和
价值的。倘若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多一些这样
的老物件、民俗等内容的整理，也是极具价值的事
情。毕竟乡村振兴不只是经济发展，在走向小康
生活的路上，也需要这样的文化风景。

曾听人说：“一座雁门关，半部
华夏史。”以前，在读过的史书中总
能见到关于雁门关的描述，但无论
怎样的文字记载，都会有一种距离
感，总不如走近它，倾听它的诉说，
抚摸那历经沧桑的“肌肤”，让人感
到更为亲切。
初冬的一天，我和朋友驱车来

到隐匿于崇山峻岭中的雁门关。走
下车时，灰蒙蒙的天空竟下起了小
雨，我急忙拿出雨具。望着从天而
降的雨，我想：千百年来，这地处戈
壁与平原要冲的雁门关，经历了多
少“风雨”的洗礼，容颜又怎能不
老？漠北雄风与南来的白云在这里
交汇的同时，游牧民族文化与中原
农耕文明也在这里激烈地碰撞，那
瞬间产生的火花，燃烧了上千年，
曾映红了华夏整个天空和一部厚
厚的《史记》。沿着平缓的坡道，一
步步朝着想象中的雄关走来。这
是去往关隘唯一通道，缓缓伸向记
忆的深处，脚下的青石板路被碾出
深深的车辙，仿佛在印证着那段久
远的历史。
据说，当年王昭君就是沿着这

条路，出雁门关走向了漠北草原。
当时她坐在车里，望着远方的路，一
脸茫然。不知不觉中，天上飘下了
雨，这是“一场秋雨一场凉”的雨水，
让人感到了阵阵寒意，她不由得打
了个冷战，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顺
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尽管那南飞
的大雁对她美丽的容颜惊叹不已，
跌落在了草地上；尽管在她迈出长
乐宫大门的瞬间，汉元帝曾有悔意，
但这些都不能挽留她北去的脚步。
令人不曾想到的是，她羸弱的身子，
竟能“抵过”汉家十万雄兵。她的
远嫁，让雁门关燃烧了一个世纪的
烽烟终于熄灭了，她窈窕的身躯撑
起了汉匈和好的蓝天，有了“一身归
朔漠，数代靖兵戎”的佳话。心灵得
到慰藉的昭君，从此过着牧民一样
的生活，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一直在
为汉匈的和平奔走呼号，直到她静
静地离去。后人们想象着命运多舛

的她一定是天生丽质，只是贪财的
画师丑化了她。人们将她的名字列
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古代四
大美女之一。后人写诗缅怀她，在
那些诗作中，我还是偏爱杜甫的那
首《咏怀古迹》：“群山万壑赴荆门，
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
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我总觉
得，这首诗是杜甫在月光下，喝着酒
流着泪水写成的，诗人深切同情昭
君对故国思念与怨恨，字里行间，让
我们触摸到昭君虽死魂魄还要归来
的家国情怀。昭君被葬在呼和浩特
大黑河南岸的冲积平原上，令人欣
慰的是，在草木凋零的秋冬，唯有昭
君墓旁的草青木葱，因为杜甫的诗
句，昭君墓又被诗意地称为“青冢”。

这地处草原的“青冢”与眼前的
雄关似乎又有了某种联系。望着眼
前这厚重的城墙，我想，雁门关像一
个硕大无比的盾牌，它虽然能挡住
大漠戈壁上的冷风和草原深处射来
的疾矢，却挡不住入侵者的欲望。
面对北方强大的匈奴，大汉帝国也
只能示弱，将年轻貌美的女子送入
匈奴单于的怀抱，以缓和边关紧张
的局面。不知当年大汉王朝那些有
血性的男儿该做何想？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昭君从
雁门关出塞的两百多年后，一位才
女从遥远的漠北沿着当年昭君的脚
印进入雁门关，而后回到中原。文
姬归汉的故事，令曹操和后人感到
欣慰，可她的《胡笳十八拍》是蘸着
血泪写成的。因这两位绝世女子从
这里一出一入，使庄严肃穆的雁门
关变得有些妩媚，山间的花朵也开
得摇曳多姿，雁门关厚厚的城墙留
下她们忧郁的身影……

沿着崎岖不平山道继续前行，山
谷里的风不断地把冷冰冰的雨吹到
脸上，让人感到阵阵寒意。前面就是
雁门关高大的建筑，只见“中华第一
关”几个貌丰骨劲的大字被镌刻在
关上，需要仰视，才可以见到全貌。
如果说，孔子当年是“登泰山而小鲁
国”的话，如今站在这里，望着这山

一样耸立的雄关，
会感到自己的“渺
小”，一种敬意在心
底陡然生起。这雄
关依山傍险，四周
峰峦叠嶂，北通塞
外高原，南接中原
腹地，始终为中原
汉民族北出和草原
游牧民族南下之咽

喉要津，也是北部大雁南下北归的
主要通道。我走上前抚摸着被雨水
浸湿了的城墙，隐约感到冰冷的墙
面下，它跳动的心音，仿佛千百年
来，它一直期待我的造访与凭吊，于
沉默中进行一次长长的交流。风雨
中的它，威武雄壮的气势中，又平添
了几分苍凉。像一位身披铠甲忠于
职守的老将军，于四季中，在这里伫
立着。尽管无情的岁月和风雨改变
了它的容颜，但不曾动摇其意志。它
一直注视着北方，注视着大漠深处的
风吹草动……

在城门的一侧，见到为战国时
赵国名将李牧修建的镇边祠。两边
有清代傅山先生所书的“三关冲要
无险地，九寨尊崇第一关”。不远处
有一石碑，上面记录着这位将军当
年镇守雁门关完胜匈奴的事迹。看
着上面斑驳的文字，思绪一下子穿
越两千多年的风雨，仿佛见到了那
位足智多谋的李牧将军。在雁门关
下，他运用“骄兵之计”，布下天罗地
网，将屡犯边境不可一世的匈奴军
队，全歼于雁门关下，从此边关的百
姓过上安定的日子。多少年了，李
牧的名字，像巍然屹立的雁门关让
匈奴人望而生畏，这位将军，用卓越
的战功将自己名字刻在石碑上，也
刻进雁门关深深的记忆里……

战国时，地处北方的几个国家，
为防止匈奴人的入侵，都在北边起
伏的山峦修筑了一段段城墙。秦始
皇统一六国以后，他派大将蒙恬将
这些古城墙连接起来，自西至东，绵
延万里。“这哪里是城墙，简直就是
坚固的长城啊！”不知是谁的一声感
叹，让“长城”这一边境城墙的美称
诞生了，如长长的锁链横亘在中国
北方……正如羊群栖息的栅栏挡不
住狼的牙齿和脚步一样，在漫长的
岁月里，面对入侵者的铁蹄，长城也
会力不从心。历史上许多觊觎者就
是从长城关口踏入中原的，就连这铁
锁一般的雁门关也曾失守过，记忆
中留下了阴影。但是，长城犹如金
字塔一样，毕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人类文明，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万
里长城永不倒”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
神象征。正如泰戈尔所言：“长城因残
破而展示了生命的力量，因蜿蜒而映
射着古老的国度。”如今，这古老的城
墙，已经不再是抵御入侵的屏障，而像
大气磅礴、浑厚沉雄的史诗，是我们民
族砥砺奋进、坚忍不拔的标志。
在李牧祠堂不远处的石碑上，刻

有历代驻守雁门关将军的名字，最醒
目的是宋代杨业。旁边空地上塑有
“杨家将”石雕群像，绵绵细雨淋湿了
雕像，雨水顺着英雄们的“铠甲”流了
下来。杨业手提大刀，骑在马上，依然
威风凛凛，身后依次排列是他的几个
儿子，如他当年身负皇命冒雨出征的
样子。对于《杨家将》这段故事，我耳
熟能详，在镇守雁门关的岁月里，他多
次重创南侵的辽国军队，契丹人见到
杨业的旗号，就会望风而逃，他成了敌
人的梦魇。后来，在朝廷收复燕云十
六州的战役中，愚蠢而又固执的宋军
主将未能采纳他的意见，让他只带少
量的人马出雁门关，致使他身陷重
围，负重伤落马被俘。面对敌方的引
诱，他绝食三日后身亡。杨业喋血沙
场，令朝野震惊。为了表彰他的忠
烈，朝廷给他建庙，追封他为太尉、节
度使等职位。人们为这样的英雄唏
嘘不已！我想起宋朝诗人苏颂，在拜
谒辽国人建的“杨无敌”庙后写下的
诗句：“汉家飞将领熊罴，战死燕山护
我师。威信仇方名不灭，至今奚虏奉
遗祠。”杨业的忠勇，感天地，泣鬼神，
也令宿敌——辽国人钦佩不已，在燕
山山脉的深处，契丹人也为“杨无敌”
建祠堂，他的故事在塞北的部落里传
颂着。望着眼前这些杨家将的群像，
耳边回响起儿时听过的评书。这汉白
玉有形的群雕，被放置在巍巍的雁门
关上，而无形的群雕一直耸立在国人
的心中，令人景仰。想起鲁迅先生的
那句话，“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
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不懂得尊重和
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如果说英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的话，
而崇尚英雄则是我们这个民族力量和
希望之所在……
沿着平缓台阶，我一步步走上城

楼，举目望去，四周烟雨茫茫，蜿蜒的城
墙随着山势向前伸展着，最后消失在群
山之中。极目远处，缥缈的思绪，在山
间里徘徊……我想起那些走进史书的
英雄们，虽然身躯早已消失在风雨中，
不过，那有血有肉的名字和极富生命而
鲜活的故事，将在后人的心中不断流传
着，任凭岁月的风吹雨打……

前年中央电视台“向经典致敬”栏目做了一期向
词作家韩伟致敬的专题，看到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韩
伟的面容，我感慨万千。

我和韩伟的熟识，大约也是1978年天津歌舞剧
院排演拙作歌剧本《喜事的烦恼》开始的。他常到我
家聊天，因为他讲的故事非常生动，是我家最受欢迎
的客人。他热情洋溢思维敏捷，口才很好，讲起话来
眉飞色舞活力四射。他还是一位现代徐霞客，游遍名
山大川。我的女儿和儿子那时还是少年，很是崇拜
他，过些日子不见他们就会问：“韩伟叔叔什么时候还
来讲故事？”那个年头儿家里没电话机，他这人来无
影去无踪，只能等着说不定哪一天他会翩然而至。

和韩伟的友情使得施光南成了我“朋友的朋
友”，当年艺术座谈会讨论会很多，有一阵子我被
借调到文化局工作，经常在会上见到各个院团的
“尖子”，和施光南私人接触不多，见了
面或发言的观点却总是有一种相知与
默契。韩伟和施光南是天津音乐学院
同学，施学作曲，韩学小提琴。韩伟谦
称小提琴拉得一般，但他喜欢写歌词，
和施光南凑对儿，一个作词，一个作曲，
成为黄金搭档。上学时他就拉着施公
子逃课去南市听说书、相声、大鼓、天津
时调……施公子家在北京，出身于高级
知识分子家庭，音乐天分很高，却有些不
食人间烟火。那段经历以及后来的遭遇
帮他了解民间艺术，后来才能写出那么
多“接地气”的歌曲。

韩伟还有一大功劳——发现了关牧
村。他在某场工人业余演唱会上听了关
牧村的歌儿，跑回剧院向施光南推荐“少
有的女中音”。引起施光南的兴趣。韩
伟找到关牧村，陪着她到剧院试唱，施光
南一听关牧村的嗓音又惊又喜：“我的曲
子就需要这样的声音，终于找到了！”

从此，天津乐坛开始了“作曲施光南、作词韩伟、
演唱关牧村”的“铁三角”创作巅峰期。《打起手鼓唱
起歌》《家乡有棵相思树》等名曲都诞生于那个时期。

很多人都不知道，后来这一对“旋律兄弟”成了
难兄难弟。咱们天津出了这样三位年轻的音乐天
才，本来应该是一座城市的骄傲。可是，“文革”时期
市里负责文教的领导人却批评《打起手鼓唱起歌》是
“靡靡之音”。我觉得很奇怪，那首欢快跳跃新疆风
格的歌曲怎么会是靡靡之音呢？后来才听说那位外
行领导嫌“来来来，来来来……”太多了。须知那是
“十年十亿人看八个样板戏”的禁锢时代，哪能容你
“来来来”呀！

前后脚儿我也遇到一桩怪事：1970年我在剧院
文艺组工作，文化局派下来个创作任务，要求话剧和
曲艺组成一个宣传晚婚与计划生育的宣传队下基层
演出，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的心理压力很
大，因为要和曲艺团“组台”，人家又拉又唱又说相声，
话剧只靠“白话”肯定吃亏。我想只有写个喜剧观众
才爱看，当时女儿尚在哺乳期，我深知带婴儿的艰难，
于是写了独幕喜剧《计划计划》。剧情很简单，说一个
老太太急着抱孙子，催儿子与其女友结婚，一对年轻
人则想多学习几年。老太太叫来女儿帮助劝婚，女儿
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的哭小的叫，老太太累得团团
转。三个年轻人一齐劝，妈妈终于想通了……这么
简单的小戏，由于有赵路院长导演，进城干部、老演
员齐玉珍主演，剧中两个襁褓中的洋娃娃的喜剧效
果十分有趣。巡回演出时不仅不输曲艺节目，剧场
演出还获得轰动效应。当时我年轻煞是得意，后来
才意识到那出小戏所以能够演出百场不衰，是因为
“十年看八个样板戏”的观众文化饥渴，好不容易看
着了喜剧那就疯乐傻乐呗！不料，当年极“左”风潮
厉害，大会小会批判，一个40分钟的小戏竟然被扣
上了4顶政治帽子：“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
“中间人物论”“误会法”……上面可能碍于赵路导演
（当时他从“牛棚”被“解放”不久）和老演员齐玉珍，
投鼠忌器，雷声大雨点小批了一通，也没有把我怎么
的。不久就到了1976年，《计划计划》又狂演了一阵
子，一下子就把我推成天津编剧“后起之秀”了。

施光南就没有我这么幸运了，不知当时市里还
拿了他个什么错处，把他“下放劳动锻炼”了。歌舞
剧院领导人不敢不执行，但又担心施光南的身体，小
施独立生活能力低，不会做饭，又只能吃素，下放到基
层恐怕难以适应。上面有令不去又不行，于是领导找
韩伟谈话，希望他陪同前往。江湖义气第一桩，韩伟
毅然同意“陪绑”。后来的遭遇，说明剧院领导人的安
排太必要了，若是没有韩伟的陪伴和照料生活，体弱
的小施独自一人很难熬过来。义气二字说着容易，行
动起来一言难尽，一对“旋律兄弟”到了渤海油田、大
庆油田钻井队去劳动，去东郊农业队、大王圈公社去

务农、去唐山煤矿千米深的井下采煤，甚至远至新疆
塔克拉玛干沙漠……听说他们去了那么多艰苦的地
方，我心疼得直想大哭一场。多亏了有知心朋友同甘
共苦，他们才盼到苦尽甘来回到剧院。《三国演义》中
有句名言：既生瑜，何生亮？我想可以借其句式感叹：
既生南，必生伟！天佑英才，可幸哉！
他们回津以后，韩伟来我家聊天，我问起他们的

下放生活。谁能料想，他在讲述那段经历时却嘻嘻
笑道：“我们俩抽空完成了歌剧《屈原》的剧本构思和
乐章大纲！”后来有人问他们怎么会想到创作《屈原》
呢？他仍然像是在说一桩笑话：“屈原是流放，我们
是下放，反正都是放呗！”置身于千米矿井、东北边
陲、沙漠荒野，还能放飞旋律、放飞心灵、放飞艺术家
的创作激情，真真令人可钦可敬可赞可叹！
那段苦寒生活对于艺术家来说是逆境也是财

富，尤其对于曾经的翩翩公子施光南来
说，若是没有被惩罚式的“深入生活”，日
后很难写出《多情的土地》《在希望的田
野上》那样的震撼灵魂的歌曲。
1976年金秋打倒“四人帮”，人民喜

气洋洋迎接国庆节。那一年涌现了个民
俗奇观——家家户户摆酒吃螃蟹，寓为
横行者的覆灭。施光南、韩伟都不会喝
酒，却激情澎湃地创作了《祝酒歌》。经
同为天津籍的歌唱家李光曦首唱，顷刻
创下了全国人民“同唱一首歌”的盛况。
“今日啊畅饮胜利酒”“杯中洒满幸福
泪”……只有我们这些老朋友才能听懂
歌中发自肺腑悲喜交集的呐喊，才能掂
出用青春与热血铸成的词曲的生命重
量！这一对饱经磨难的年轻艺术家，该
有多么深厚的家国情怀，才能保持那颗
赤子之心；该有多么敏感的对历史拐点
的辨识与理解，才能写出这般优美动听

赢得亿万百姓内心共鸣的歌曲呀！音乐评家称赞《祝
酒歌》是中国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大歌”之一，准确
恰当绝非溢美之词。中外歌曲多如牛毛，风靡一时者
有之，传扬四海者有之，又有几首堪称里程碑呢？
天津不仅曾经盛产音乐家歌唱家，也盛产里程

碑式的歌曲：王莘的《歌唱祖国》、曹火星的《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都与共和国诞生、同时镌入史
册；在国家民族命运又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转折，则
有了全民共唱的《祝酒歌》。
改革开放以后，“旋律兄弟”真的放飞了旋律，迎

来了新的创作巅峰。除了一批演唱歌曲之外，他俩
在天津人艺老一辈导演王泉指导下还把鲁迅名作
《伤逝》改编成歌剧在北京公演。记得有一天韩伟兴
冲冲地跑到我家里，一进门就说：“为《伤逝》发现了
一个绝了门儿的女主角，声音好到用录音机都糟蹋
她的嗓子！必须听原唱，她的音色一丁点儿杂质都
没有！”后来我才知道，他指的是日后红透海内外的
殷秀梅。
施光南的英年早逝，可把韩伟给闪苦了。1987

年有个机会他到了中央电视台参加春节晚会筹备工
作，1988年春晚由他策划并撰写歌词的《相聚在龙
年》一曲打响，此后他又做了三年春晚总体设计，提
出了“天地大舞台”“同一首歌”等绝妙创意。我的两
个孩子已经成年，但只要在电视上见到韩伟的名字
仍会雀跃欢叫：“快看，韩伟叔叔！”他始终在北京发
展，直到年过七旬还能和中央台的年轻人一起拼搏，
真真令人钦佩！
韩伟没有忘记家乡天津，在中央台工作时策划

了《综艺大观》第81期天津专辑，点名叫我去充当嘉
宾主持。到了北京，我才知道拍摄综艺节目这么麻
烦，他这个“大写”早在10天以前就交了策划文稿，
经袁德旺导演审阅，已经修改好几次了。
那一期天津专辑由赵忠祥、倪萍、冯巩和我轮流

主持，登台演出的有厉慧良、王毓宝、杨乃彭、李经文、
邓沐玮、李伯祥等天津老演员，还穿插了于文华、尹相
杰演唱的《纤夫的爱》，那是那首歌的早期播出，尹相
杰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见了谁都很热情客
气，我很喜欢他那略带沙哑阳刚气十足的歌喉。
年届古稀的王毓宝在台上一张口即博得满

堂喝彩，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相信这是一
位七旬老妪的嗓音。想到韩伟和施光南当年在音
乐学院上学时逃课去南市听大鼓、时调，他们对王
毓宝大姐的崇拜由来已久。深夜，我和王毓宝大
姐一行坐汽车回津，我问：“您和厉先生的表演，
拍了录像带留资料了没
有？”她说：“拍了，都拍
了。”我舒了一口气，望着
前方家乡的灯海，我想：如
此精湛的表演艺术，应该
留给后人啊……

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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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记忆中的老物件
朱晓剑

与同乡重振女校
想象不出，如此灵动的江南水

国，竟然能够锤炼出两位铁骨铮铮
的革命侠士。

只有一种可能：思想和信仰的
铸造。

是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初，一
群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与命运重塑
的过程，由此延伸出的是一条用生命
和鲜血染红的革命者之路……

侯绍裘算得上是松江的才子了。
1918年8月，他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上
海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攻
读土木工程专业。然而在1919年5月
6日从老家回上海的火车上，一张报纸
上的“消息”，让这位工科生开始对“国家
大事”产生兴趣，人生方向从此有了质
的变化。这个“消息”就是五四运动。

5月7日，侯绍裘与学校的同学一
起参加了反帝示威的万人大会。市民
和学生们的热情与斗争场景，让这位
松江才子感触深刻，再不能自拔。“群
众的势力，更使我精神紧张。我回校
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拟了一篇提倡国
货、抵制日货办法的文章，在走廊下
(校中的冲要处)公布出来！”侯绍裘曾
经这样回忆道。

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
侯绍裘作为南洋公学的代表被推荐为
学联教育科书记，从此开始了他的“救
国革命”学生运动生涯。一本《新青
年》，一篇《灰色马》，让侯绍裘变成了
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因为编著
出版被松江人亲切称呼为“耳朵报”的
《问题周刊》，侯绍裘最后被学校以“举

动激烈，志不在学”为名而开除学籍。一
位五四运动的进步大学生，竟然被开除，
这一事件本身就轰动了正在燃烧革命烈
火的上海滩。《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表
署名文章指出：“试想，从事新文化运动的
人是开除吓得退的吗？”而侯绍裘面对飞
来的厄运，却平静道：“我的意志岂是他们
所能改变的吗？”

就在此时，老家松江有所私立女子学
校因封建势力和财政上出现压力而停办。
这所江南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停办的消
息，让侯绍裘感到惋惜。此时，一位名叫朱
季恂的乡贤有意重新振兴这所女子学校，
而且听说当时正在宜兴教书的侯绍裘是位
松江才子，于是邀他一起来重振松江女子
学校。朱季恂是吴江名士柳亚子的好友，
同是同盟会成员，且也曾在南洋公学求学
过。所以侯绍裘十分乐意同这位同乡兼

“学长”共同振兴松江女子学校。
“朱侯”联手，松江女子学校很快重振

旗鼓。主抓教学的侯绍裘大量引进名家
和先进思想到校，于是“松江女校”在上海
滩上便有了好名声。时任中共上海地委
兼区委委员的沈雁冰(即茅盾)著文夸奖侯
绍裘他们：“我很佩服他们有勇气排斥一
切冷淡的、固拒的、没有抵抗力的压迫的
空气，而火剌剌地做自己的事。”

偷嘴惹祸事
杨灯罩儿刚来看哪儿都新鲜，

也处处小心。可他有个毛病，嘴馋，
慢慢知道这咖啡馆儿是怎么回事
了，发现有一种像抹了豆腐的小点
心挺好吃，就开始偷嘴。后来大卫
李听底下的人说，柜里的奶油甜点
总少，就留意了。这一留意才发现，
是杨灯罩儿总偷着吃。这大卫李也
是个阴损的人。当初杨灯罩儿来时，
曾送了他一盒西药，应该是从那家洋人
医院顺手偷出来的。大卫李懂洋文，知
道是消炎的，应该挺值钱，这时也就拉
不下脸。但又怕洋人老板知道了，在那
边落埋怨，当初这杨灯罩儿毕竟是自己
介绍来的。想来想去，没跟杨灯罩儿
说，却把这事告诉了洋人老板。这个洋
人老板叫克莱芒，这咖啡馆儿就是用的
他自己的名字，是个大胡子，看着像从
教堂里出来的，但人比大卫李还阴损。
他听大卫李说了这事，只是耸耸肩，没
说话。一天晚上，杨灯罩儿看看旁边没
人，就又来偷嘴。他这时已经越吃越
馋，光偷甜点不过瘾了，干脆从奶油桶
里奶油吃。这个晚上，他刚了满满
一勺奶油放到嘴里，就听身后有动静。
回头一看，那个大胡子老板正站在身
后。这大胡子的脸上没表情，冲他用手
比划了比划，意思是让他接着吃。杨灯
罩儿这时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看看
他，只好硬着头皮又一勺吃了。大胡
子又比画，意思还让他吃。杨灯罩儿就
又一勺吃了。可这桶里的奶油跟点
心上的奶油不是一回事，点心上的还加
了奶昔，这桶里的却是干奶油，就像猪

板儿油，又硬又凝，也没加糖，吃一两口挺
香，多了就不行了，不光腻，也反胃。杨灯
罩儿让这大胡子老板逼着一连吃了十几
勺，就实在吃不下去了，顺着嘴角直往外
流油。这大胡子还不让他走，就让他站在
这儿，这么直盯盯地看着他。一会儿，杨
灯罩儿的底下就有了感觉，像是要拉稀。
但又跟拉稀不太一样。拉稀是拉，得使
劲，可这是顺着大肠头儿自己往外流。没
一会儿，杨灯罩儿底下的裤子就都油透
了。杨灯罩儿没脸再跟大卫李打招呼，当
天晚上就从这克莱芒咖啡馆儿出来了。
回到家，又稀一阵糨一阵地拉了一个多月。

杨灯罩儿后来卖帽子，是因为一件
偶然的事。老话说，好汉禁不住三泡
稀。他这次一口气拉了一个多月，就把
身子拉软了。本想让尚先生给开个方
子，吃几服汤药调理一下，但尚先生知道
杨灯罩儿的为人，平时都不想跟他来往，
更别说给他开方子。于是说，南门外有
个叫“泻后陈”的，专治泻后亏虚，还是找
他去看看。一天下午，杨灯罩儿就来到
南门外。快走到菜桥子时，迎面过来个
十六七岁的孩子。这孩子精瘦，细胳膊
细腿儿，长得像个刀螂。他来到杨灯罩
儿跟前，朝四周看看，从怀里掏出个礼服
呢的帽子晃了晃问，要吗？

25 22 有备而来
1996年夏天的一个早晨，东边的

天刚刚露出鱼肚白，潮水还没退，一艘
货运驳船便停靠在开山岛的码头一个
留着小胡子的年轻人走出驾驶室，朝岛
上望了望，然后掀开盖在舱盖上的帆
布，打开了舱盖。从舱里一个接一个爬
上来一些人，有男有女，一个个神情疲
惫，两眼充满了惶恐与不安。可能是在
船舱里憋闷得太久了，他们一个个刚爬
上来，就都贪婪地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
空气。

王继才没有说话，默默地一个一
个地数着数儿。好家伙！不知道下边
还有没有人了，上来的是49个人。

王继才迎了上去，小胡子有些紧
张，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定了一下
神，又疾步迎上前来，笑着和王继才打
招呼：“王大哥！”

看来这些“蛇头”是有备而来，事
先都做了功课，他们对开山岛并不陌
生，知道在早潮未退时才能靠近开山
岛，还知道他姓王。

王继才一脸严肃地说：“这里是海
防重地，你们是干什么的?”

小胡子和同伙使了个眼神，只见
那人把一个编织袋“扑通”一声扔在王
继才脚下，王继才看都不看一眼，两眼
仍然一动不动地死盯着小胡子。

“我们是做生意的，在王
大哥这儿歇一歇，顺便也想和
王大哥谈谈生意。”

王继才笑了，他说：“哈！
跟我谈生意?那你可找错人
了！我祖祖辈辈都是庄稼人！”

“我不跟你绕弯弯，你都看到了，”小胡子
有些急躁，指了指这群人，“你只要让他们在岛
上休息休息，晚上我就来接走。生意就算做
成了，就这么简单。”小胡子又提了提地上的编
织袋说道：“喏，这是10万元。

王继才踢了一脚编织袋，轻蔑地说：
“就这一点儿钱，还想……”

小胡子着急了：“这还少啊！你一个
月挣几个钱?一年挣几个钱?！不就是行
个方便嘛！举手之劳！”

王继才说：“这个方便我给不了你，你
该知道我是什么人了吧！”

王继才看着那么多钞票继续说：“是
啊！我是挣不了几个钱，第一次看到这么
多钞票。我一辈子可能都挣不了这么多
钱，但只要我在，你们休想从这里偷渡！”

小胡子恼羞成怒，几个壮汉把王继才
团团围住，就要动手打人。

王继才说：“你们可别动粗，我不是吓
唬你们！我可是国家派来守岛的，敢动手
打我，对你们可没好处！你们一上来，边防

派出所就知道了。他们正在往这边
赶，快到了。一会儿退潮了，你们就
是想走也走不了。”小胡子一听，慌
忙指挥道：“都上船，快！都上船！”他
恶狠狠地瞪着王继才，抓起编织袋
慌慌张张地爬上船，逃离了开山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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