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站在巨龙腾飞的肩膀上
我沐浴一轮东方红日的百年荣光
聚焦一个爱的灼点，燃亮红心

那烈火中锻造的镰刀铁锤
在我钢铁般的身躯烙下永生
让每一团火焰都迸发出十月革命的基因

燃烧吧，我是第9059.4万支火种
乘坐南湖上航行的那条小船驶向“中国梦”
途中，用井冈山上盛开的映山红
绽放一个政权的万岁青春
用长征路上进军的声声号角
唤醒倒在枪林弹雨下的百万同胞
用开国大典上升起的五星红旗
挺起14亿个走向世界的主心骨

我乘改革春风传递一个民族的千年血性
唱响“东方红”——
一座河山，正迎着节拍链接历史和未来
搭建一条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路
一种信仰，正以日本法西斯的强暴
和旧时代王朝的没落腐朽为柴
炼就光明的深意

我的母亲，当你以人民的名义诠释爱
我将以燎原之姿，翻滚100度沸腾的血液
为爱着色、升温

作者简介：常英华，天津市作家协会会
员、天津市青联委员，出版散文集、诗歌集
3部，多次荣获全国及省市奖项，作品曾入
选《中国文学作品选》《天津百年诗选》《青
年诗歌华语年鉴》等。

我是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从小没
有上过学，于是就有人问我，你是怎么样写小说
的？这个问题问得还不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问，
若回答这个问题，可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的。
像我这样的人生经历，如果没有党多年来的关心、
培养，是断然写不出小说的，我的作品还不算少，
能有几百万字了吧，每一部小说都能引起社会反
响，受到读者欢迎和肯定，这是我深感荣幸的。
2008年12月，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8卷

本、400万字的《张孟良文集》，廊坊市文联为我
举办了文集首发式。那一年，我已经80多岁，特
地从静海来到廊坊，一要感谢廊坊市文联在出版
全集时的大力支持，二是对我60年文学生涯作
出总结。
一些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志、老朋友，还有素昧

平生、慕名而来的文学爱好者，怀着对我文学创作
的关心和喜爱，前来参加文集首发式，
当年看着我的小说成长的年轻人，现
在也都到了古稀之年，他们说我的作
品影响了一代人，令我感动。现场还
有不少新生代读者，也受到了教育和
启发。高玉宝、林丽蕴、石坚这些名
家，都给我寄来了贺信。
我是1948年参军的，在华北军区

炮兵旅，是高射炮部队。如果从我在
宝坻县赵家庄当儿童团长并加入游击
队算起，那得追溯到1942年。我跟随
部队转战南北，在党的教育下，在解放
军的革命大熔炉里锻炼成长。1951
年又入朝参战，我所在的高射炮511
团在清川江打出了威风。1952年回
国。回国后，部队正赶上学文化，就是
解放军要建设成现代化部队，可是现代化没有文
化知识也现代不了啊。这样，1952年，全军投入
到文化大练兵行列，“我写我”就是部队在进行文
化大练兵中，创造出的“速成写作法”，我也加入其
中。官兵们纷纷拿起笔来，写他们的战斗生活和
苦难经历，因为所写的都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
所以写出来的作品亲切、生动、形象、感人。我也
写了几个短篇，如《血泪流在古城洼》等，大概有几
千字吧。本来是想给部队的俱乐部，为他们办黑
板报、战士学习教材提供参考，不想却被华北军区
的《华北解放军报》发现，相继在《华北解放军报》
《解放军文艺》《新观察》等几个文艺刊物上登载。
本来是一件小事，竟然引起全军的注意，特别是华
北军区的领导机关，《华北解放军报》记者还专门
到我所在部队进行采访。
我的部队首长也来看望我。那时，部队对文

化工作特别重视。当时，华北军区文化部的部长
是刘佳，他是晋察冀知名的文艺家，还有评论家侯
金镜等，都是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老人儿。其他报
社的记者和编辑，也都到部队访问我。空军领导
为了更好地鼓励我们的学习热情，还在北京崇文
门外的解放饭店，请我们吃了一顿饭，这样就更引
起了轰动。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儿女风尘记》，是以我

的家史为背景，书中人物张天宝一家，就是我的
一家，我有着张小马那样的童年生活和不幸遭
遇，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写书，而是在向敌人的血
腥罪行进行控诉。我怀着对敌人、对旧社会的深
仇大恨，同时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新社会的
无比热爱，写到敌人的罪恶时我愤怒，写到人民
胜利时我欢笑，写到人民悲苦时我落泪，稿纸上
时常是泪痕斑斑，强烈的思想感情促使我一定要
写好作品，特别是写好张小马在“天津救济院”
的生活和不屈斗争。
倘若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难忘的地方是哪

里？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天津。我苦难的童少
年，大部分是在天津度过的，我那幼小的心灵，
埋下了爱与恨的种子，并深深地扎下根，让我毕
生都忘不掉，就像《儿女风尘记》描写的那样，家
被恶霸地主害得家破人亡，母亲被仇人逼死，我
拉着不足3岁的妹妹，逐门挨户地讨饭度日，父
亲病重欠债，被迫卖掉了妹妹。直到全国解放的
1954年，在《天津日报》和天津市公安局的协助
下，才找到了亲人，我们兄妹见面时合了一张
影，我在上面写道：“骨肉分离二十年，孤苦伶仃
受熬煎，如果没有共产党，兄妹焉能得团圆。”这
是我们兄妹的心里话。
当年不足8岁的我，几乎跑遍了天津的每一

条马路、大街、小巷，身上破破烂烂的，前心裸、后
心亮，光着两只脚。在南大道，我打过“小空”（打
短工）；在地道洞子，帮人推过胶皮车，在海河码
头，同和我一样的穷孩子，搭伙推过轱辘马；在大

王庄，捡过煤渣儿；在南市，拾过破烂；在“三不
管”，吃过“折罗”；在小西关粥厂，讨过粥；在北开，
听过说评书的艺人讲《水浒传》《杨家将》《薛刚反
唐》；在街上，挨过巡警的棍子；在租界里，受过洋
人打骂，受尽了凌辱和欺压……

父亲病故后，我成了孤儿，被抓进了“天津救
济院”，在救济院那座人间地狱，挣扎了7个年
头。我在《儿女风尘记》中，特别写了自己的这段
生活经历。

1953年，部队学习文化的热潮越来越高涨，
华北军区政治部做了一个批示：把张孟良同志保
送到太原解放军第五十一速成中学去学习深造。
这使我很感幸运，一去就是4年。这4年一心读
书，没干其他事。正当此时，突然收到《华北解放
军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艺丛书编辑
部的来信，问我原来所写的一些作品，特别是《儿

女风尘记》这部作品，还想不想修改，如果不再修
改，解放军文艺丛书准备出版。《儿女风尘记》初
稿，是在1953年2月至8月完成,那时我被调到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文艺科集中精力写书，创
作组组长是著名剧作家胡可，组里成员还有著名
诗人、小说家张志民和剧作家杜锋，后来还有徐光
耀，他们对我这部书给予肯定，我们之间建立了珍
贵的友谊。遇有这个出版机会，我立即回答还想
再做一次修改，因为这时我认识了大作家赵树理，
他曾经嘱咐过我，出版前修改比出版后修改要好
得多。这样，1956年7月至11月，我在北京的止
园，对《儿女风尘记》做了最后的修改。1957年9
月，20万字的《儿女风尘记》便由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了。
《儿女风尘记》出版

后在全国引起轰动效
应，发行量很大，除了正
常出版发行，各省市新
华书店还准备租版造
货，就是向出版社租版
权，他们自己去发行，仅
中国青年出版社满足不
了全国各地读者需求，当时印数是1073000册，
加上地方发行的，估计还有不少，至1984年，累
计已有17次印刷。因为那个年代，像张小马这
样的人太多了，既是社会的缩影，也是劳苦大众
的缩影。
《儿女风尘记》还用多种文字翻译到了国外，

当时的稿酬有规定，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制定的，每千字该给多少给多少。鲁迅、茅盾等人
的作品，每千字稿费是18元，我的作品每千字给
15元，一宿成了暴发户，这更引起文化界的重
视。1959年，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朱德委员长
亲笔题词“多读好书，多读有益的文艺作品”，向全
国推荐12部优秀长篇小说，《儿女风尘记》是其中
之一，这12部小说是：《青春之歌》《红岩》《红日》
《红旗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晋阳秋》
《儿女风尘记》《创业史》《三里湾》《暴风骤雨》《新
儿女英雄传》。

1957年，我从太原五十一速成中学毕业回
到北京，成了新闻人物。在这个时候，我被调到
总政治部华北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从事编辑
工作，参加了冯德英《苦菜花》、冯志《敌后武工
队》、慕湘《晋阳秋》、杨大群《西辽河传》、陆柱国
《踏平东海万顷浪》和李瑛诗集《红柳集》、王群
生长诗《红缨》、《张永枚诗集》等好多好作品的
编辑和出版工作。

后来我被调到《解放军报》发行科，在那里待
了一两年，感觉在上级机关有些清闲，我必须深入
生活，向广大工农群众学习，我的创作需要“仓库”
供给，“缺件”就得“采购”，于是决定携带家属回到
老家静海县。

到了静海老家，开始酝酿第二部长
篇小说《三辈儿》，说起来真是有心栽花
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我曾在工作
之余，拿起笔来，把一小段、一小段的小
故事凑在一起，积累了不少东西。回到
老家，有时间我就往市里跑，特别是水
上公园、北宁公园、老北开、“三不管”、
地道外、小西关，过去那里多是说书唱
戏、说相声，穷苦艺人们聚集的地方，我
当时在天津地区文化局工作，从静海坐
火车到市里，多半是住在天津地委的干
部招待所，重庆道、胜利路、桂林路都有
住处，那里有食堂，花饭票。我有时待
一天，有时待几天，再就是住在妹妹家
和朋友家。这种辛苦的付出，回报给我
的就是听到了很多故事，搜集到不少素

材，等到我动笔写作时，就
有了一大堆的好材料、活材
料，这样，第二部长篇小说
《三辈儿》就成功了。

1964年初，我先是把《三辈儿》清
样，寄给《天津晚报》连载，受到读者的
热情鼓励。1964年 7月，18万字的
《三辈儿》，正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
版，发行量5万册。
《三辈儿》出版以后，又引起了不

小的轰动，小说的主要人物，如三辈
儿、滚地雷、小脚、扯子等，我都跟生活
中的他们打过交道。我12岁由“天津
救济院”逃出去时，正是抗日战争时
期，我投奔到我的姑母家中，名义上是
投亲，实际上是给他家当小长工，繁重

的体力劳动把我折磨得不成人样，锄犁下种、使船
赶车、打草放驴、推磨使碾、烧火做饭、洗碗刷锅，
还要收拾屋子、哄孩子，连每日三炉香、晨昏三叩
首，都需要我去做。小脚这个人物就是我姑妈的
形象，他们家的那些人物，就作为了书中的模特
儿。我在那里苦撑了几年，在农民堆里混，深切感
受到他们的苦难。当八路军开辟到那里，我先在
村里当儿童团长，不久就参加了抗日游击队。
《三辈儿》的素材来源，主要是我的一部分经

历、我的化身，但是这部作品在较大程度上，已摆
脱了某人某事的具体束缚，从众多的有着类似经
历的生活原型中，进行了艺术概括与典型塑造。
为此，中国青年出版社在天津图书馆召开了一次
读者座谈会，尤其是对《三辈儿》中的天津话的使

用，及对“二混子”“吃饱
蹾”这两个人物的典型
塑造，感觉非常成功，读
者在会上发言踊跃，他
们的热情鼓励让我至今
难忘。
《血溅津门》这部

书，是在“文革”后期完
成的。在“文革”期间，想买到喜欢的文学作品是
很困难的。《血溅津门》正是在这个时候，即1976
年1月写成了。之后，经过多达6次修改，于1981
年6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41万字。
《血溅津门》的出版，给文坛带来了惊喜，第一次印
刷就达到17万多册，这可不得了，轰动了全国。
《血溅津门》说起来有这样一个机缘：我在静

海的良王庄“五七”干校，办了个文艺创作学习班，
当时有一位业余作者叫辛曙光，是蓟州人，很热
情，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
陈景春，陈景春是小说编辑，他说像张孟良先生这
样的人才，不发动起来太可惜了。这样，陈景春和
张建贵两位编辑找到我，请我写一部关于抗日战
争的长篇小说，双方就达成了协议。

创作《血溅津门》，真是往事如烟，一波三折，
好事多磨。“文革”中我受到冲击，家属被下放成
了农业户口，那时我到了廊坊文联工作。百花文
艺出版社与廊坊多次协商，给我请了创作假，我
便开始在家里写作，也就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静
海城关义渡口村。那里条件非常艰苦，孩子们又
小，生产队里没工分，就没粮食吃，我骑自行车去
文安买麦子。吃饭如
此，喝水也没有，我又
请人在村里打了井，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这期间，百花文艺出
版社的同志也隔三差
五地来看我。

1976 年 1 月 ，
《血溅津门》草成后，

又经过6次修改，于1981年才出版，我用了6年时
间把这本书完成，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啊！其中的酸
甜苦辣就没法说了，从作品初稿的100万字、上下两
册，压缩成41万字的定稿，其中的甘苦自知。
《血溅津门》出版之时，正赶上天津市召开作协

会议，组织会的同志把《血溅津门》拿出来，一个作家
赠送一本，作家们看到书后感慨不已，表现出极大的
兴趣和关注。
在《血溅津门》中，有几个人物原型跟我是好朋

友：一个是静海的县委书记佟泽民，他原是游击队
的大队长；一个是冯景泉，他也叫冯三，是手枪队
队长；一个是地下工作者吕文斌，以开茶馆作掩
护；一个是冯三的大哥冯保全。另外，还有津南支
队的人、南开大学的科室主任梁景才，他和冯三是
亲戚。再有就是当时天津市公安处第一处的王治
平处长、公安十四处的肖万通处长、公安六处（监
狱处）杜庭芳处长，他们都是我部队的好战友、好
朋友，在写作上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其中有些人成
为了小说中的艺术形象。
《血溅津门》所写的人物和事件，绝大部分已非

我的亲身经历，是我通过大量的访问，对天津武工队
当年的英雄业绩，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了解，把所获
得的素材，再同自身生活中所积累的库藏密切融和，
最终成为我创作的题材。
说到素材，都是随拾随捡，为了写好《血溅津

门》，当时我借了一部车，由冀东到冀中跑了18个
月，有空就下去转，静海、文安、大城、保定，大清河
北、冀东24县，津南到塘沽，全都跑遍了。笔记本
一大摞，在我的笔记中，记载了1938年，冀中军区
第三军分区派遣敌工人员秘密潜入静海县城，建
立地下情报站，进行情报搜集、传递活动的情况。
1941年，原大城县七、八区干部在静海西部发展党
员建支部的事情。1942年，冀中军区第八分区派
李轩为首的津浦支队，在津浦铁路以南的活动情
况（1943年3月，改称津南支队），这个津南支队后
来对解放军第二炮兵的建立，起了很好的奠基作
用，李轩同志后来任铁道部副部长。还有1945年
5月，冀中军区第九分区派出以周继发为首的敌后
武工队，在天津的活动等等，这些都有翔实记录。
我写作时，就常常把自己带入其中，感觉到处都是
抗日的烽火，他们英勇抗击日寇的英雄气节感动
着我，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在我眼前晃动，从而创作
了海河码头搬运工人，地下党员冯老辛打入“青
帮”，地下工作者尹兰，以《东亚晨报》记者的特殊
身份，活跃于鬼蜮心脏，“小铁锤”一个10岁左右的
孤儿，经过春江、郝明等人的细心培养和帮助，在
实际斗争中锻炼成长，武工队指战员郝明率领下
的武工队员机智善战，活跃在津郊团泊洼大苇塘
等的故事。
前面提到的地下交通员吕文斌，他曾给我讲过

一个真实故事：有一天，他穿着西服革履，骑着摩托
车去西郊牛驼子联系关系，牛驼子原属于静海，后来
归了西郊南河镇，即现在的精武镇，那里是霍元甲的
故乡。1945年，牛坨子在津南县六区党委领导下建
立了党支部。吕文斌到了牛驼子，武工队正在那里

开会，但他当时不知道，
街上有几家做买卖的店
铺，有人买没人买的，行
人稀稀拉拉，有推车卖
柴火的，有支摊儿算卦、
缝补渔网的，还有卖各
种杂样玩什的，就在他
停车寻找接头地点时，
感觉背后被一个硬邦邦

的东西顶住了。他回头发现，有几个人靠过来，将他
圈在中间，这几个人都是小衣襟短打扮，看上去个个
身手不凡。他跟着他们来到一处三进三出的院落，
门口一个老婆婆坐在树下，一面缝补衣物，一面用眼
角扫视，见有人过来便扔下缝补的衣物，走进了院里
去。吕文斌进去后，那几个人就朝后院外走去，包围
了这个地方。他进去看见一个人，目光威严，魁梧健
壮，手里的枪锃亮。经过一番对话，才知道是自己
人。吕文斌就住在天津谦德庄饭店对过，为了更好
地与武工队联系，他就开了个茶馆和弹棉花铺。后
来，他在南市又开了个文竹商行，成为天津的地下交
通站，为武工队活动提供保障，也是一些重要情报传
递的来源地。这就是我在书中塑造的地下工作者李
洪信、陈公甫。
沧浪一条街，威震敌胆寒。我搜集到这些翔实

资料，又对这些出生入死活跃在敌人心脏的人物进
行挖掘，使我刻画出一群人物，他们声东击西，大闹
天津，劫粮放粮，炸毁军库，把日寇驻屯军在河北的
最大兵站，闹得天翻地覆，成为胜利开辟津郊根据地
的英雄谱。
由于我对天津情况的熟悉，天津人民在敌人铁

蹄下的呻吟，使我悲愤不已。六七十岁的天津老
乡，差不多还记得英法租界大电网，1941年的太平
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限制敌对国的行
动，便对天津英、法租界进行了封锁，北从秋山街
（锦州道），南起大营门，西至寿德大楼，东到山口
街（张自忠路），日兵伪警勾结，天津人民生活在水
深火热之中。鬼子为了防备八路军袭扰，重挖墙
子河（墙子河的墙因闹大水被冲没了），修筑土围
墙，鬼子、伪军、警察到处抓人拉夫，不管是住户，
还是行人，凡是能动弹的男人都抓，成千上万的人
在皮鞭、棍棒的抽打下，淘水挖泥、背砖垒墙，累死
病死的遍地都是。其中，日寇头目多多良、狼野、
松蒲，还有“青帮”头子袁文会，以及伪军宪特骨干
郭运起，都有模特原型。他们丑陋可憎、粗暴野
蛮、阴谋诡计、毒辣手段，给天津人民带来无尽灾
难。这些事情，我要通过我的笔写出来，因为这段
壮烈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忘国耻，奋发图强，努力
建设我们伟大的国家，不要让那段悲惨的历史，再
降临到我们后代子孙头上。
《血溅津门》在1986年，由天津电视台改编成

14集电视连续剧播放，现在好多朋友、同行、网友，
都在呼吁重播这部电视剧。
时间真是过得很快，我今年虚岁94了，我这一

生，每前进一步，每取得一些成绩，都离不开党的领
导和支持，离不开同志、朋友们和人民大众的帮助，
这些恩情我永远不会忘记。
《血溅津门》里面许多人物，有的是我的战友、

我的朋友。战友和朋友有什么不同呢？战友就是
拿过枪、吃过糠、过过江，这些人就是战友。朋友
就是在一起热乎，谈得来的，有的有趣、有的没趣，
但是有些好朋友，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我所接触
的人都是好的工人、好的农民，我喜欢和各种人结
交，大官也好，小官也罢，都是一样对待、交往。现
在天津、静海文化搞得不错，最要紧的就是文学新
人辈出，希望重视人才，涌现一些大作家，创作出
更优秀的作品。

作者简介：张孟良，1928年生人，1942年参加抗
日游击队，曾先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特种兵部队、中
国人民志愿军高射炮部队、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化部、
解放军文艺社、天津地区文化局、廊坊地区文联工
作，著有《儿女风尘记》《三辈儿》《血溅津门》等多部
长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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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任兰考
焦裕禄怀着这样的情愫，告别

第二故乡尉氏，准备赴任兰考。
尉氏县委领导注意到，时令已

近大雪，中原大地滴水成冰，可焦裕
禄还没有穿上棉衣。兰考北临黄
河，风疾沙大，冬天没棉衣怎么行
呢？大家想给焦裕禄做套新棉衣，
可又担心他不接受。入冬后，县委办
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和孩子还穿单
衣，打报告给县纺织品公司给焦裕禄
批了五十尺布票。他谢绝说，困难时
期，干部应带头为国家分忧解难，不能
多占供应物资。忍得一时寒，免得百日
忧啊！最后，县委常委决定，还是为焦
裕禄做一套棉衣。县委第一书记夏凤
鸣满怀深情对焦裕禄说：“老焦，你家庭
困难，同志们都知道。现在已是深冬
了，可你还没有穿上棉衣，大家心里都
不是个滋味。县委常委已经决定，给你
做一套新棉衣，请一定不要拒绝。”
焦裕禄听了班长的话，感动地说：

“夏书记，同志们的心意我领了，可这
个决定我难以接受。冬季，我可以扛
过去，请放心。”
尉氏县委请示开封地委，得到地

委领导同志赞同。尉氏县委遂派办公
室的同志把棉衣送到兰考，并给焦裕禄
附了一封信，告诉他，经县委请示，开封
地委领导同志同意这样做。焦裕禄看
信后说：“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服从。
感谢上级领导和班子同志的关怀！”
1962年12月6日傍晚，一辆嘎斯

51型卡车开进兰考县委大院。头戴
火车头棉帽、身穿半旧黑色棉大衣、手

提布兜的焦裕禄，下车后打量了一下墙泛
碱花的几排平房，循着门前木牌标示的办
公室来到组织部。

当年兰考县委组织部干事蔡生茂回
忆，那个寻常而寒冷的傍晚，他和组织部
干事赵文选、李运祥正围在火炉旁吃饭。
看见焦裕禄进门，他以为是来办手续的调
动干部，便按豫东人的习惯招呼焦裕禄
说：“有啥事？过来吧！吃饭了吗？在这
里吃吧！”
“你吃吧！”焦裕禄说着，递过来一张

介绍信。蔡生茂接信一看，见上面写着：
“兰考县委组织部：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
焦裕禄同志，去你县代理县委第二书记，
请接洽。中共开封地委组织部。”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焦裕禄！蔡生茂
急忙起身招呼焦裕禄坐下，给他倒了杯
水，同兼任县委组织部赵玉岭部长秘书的
李运祥商量后，找到正在吃饭的赵玉岭。
赵玉岭看罢介绍信，说了句“地委怎么也
不给咱打个招呼？”说罢放下饭碗，就到办
公室迎接焦裕禄，并交代蔡生茂三人抓紧
收拾县委接待室，自己陪焦裕禄和来送行
的崔合义及司机去了食堂。

蔡生茂、赵文选、李运祥在接待室拼
床铺好被褥，把其他床摞在一旁，点燃了
取暖的煤炉。

又扯上杨灯罩儿
过去有了相好的，白科长就在

外面租房子。租房子跟安外宅还
不一样。安外宅相对固定，租房子
不固定，也许仨俩月，也许三五天，
打几枪就换个地方，比安外宅更安
全。这白科长不敢安外宅，只是偷
偷租房子。白科长的老婆是个“母
老虎”，过去白科长在外面也安过
外宅，可他老婆不光是母老虎，还是
个警犬，没两天就能闻着味儿找来，
把这外宅砸了不说，还闹得满大街都
哄嚷动了。这以后，这白科长也就只
是偷偷租房子。这样不等他老婆发
现，已经又换了地方。但再后来租房
子也不行了。他老婆又有了应对手
段，在白科长身边的下属找了几个眼
线，还是很快就能发现。这时白科长
就发现了一个最保险的地方，他的办
公室。他老婆的胆子再大，就是大到
天上去，也不敢闹到警察局来。到了
晚上，只要局里的人都走了，这白科
长让相好的来自己办公室，也就想怎
么折腾怎么折腾。但这样也有个问
题，白科长的相好再怎么隐蔽，总不
能飞进来，只要走大门，看门儿的徐
爷就能看见，不光能看见，还得给她
开门。起初白科长也担心，自己在办
公室玩儿女人，这种事如果让上司知
道了不光是丢差事的事，弄不好还得
法办。白科长担心徐爷的嘴不严，把
自己这点事说出去。可相好的来了几
回，观察了一下，发现这徐爷还真不是
个多事的人，每回只管开门，开门以
后，就像没这么回事，从他嘴里一丝风

也透不出去。过去白科长在局里出来进
去，门口见了徐爷连眼皮也不抬。这以
后，晚上再来局里，有时跟相好的玩儿高
兴了，等把相好的打发走，就在门口儿的
街上买包羊杂碎，来门房儿跟徐爷喝两
口儿。
徐爷对王麻秆儿说，他得来的消息，

就是跟这白科长喝酒时，听他说的。据
这白科长说，警察局里有个探子，是安
南人，叫阮三哈。这阮三哈在天津呆的
年头儿多了，也就成了半个天津人。阮
三哈认识一个叫杨灯罩儿的人。这杨
灯罩儿住侯家后，一天跟这阮三哈说，
他知道点事儿，如果告诉阮三哈，他一
准儿能立功。阮三哈一听就让他说。
但杨灯罩儿说，说行，得先拿钱。阮三
哈问，要多少？杨灯罩儿反问，你要是
在局里立了功，上边能奖励多少？阮三
哈说，这得看立功大小，立的功大，奖励
就大。杨灯罩儿说，你这回肯定是立大
功。阮三哈留了个心眼儿，就说，总得
有几块大洋。杨灯罩儿一听说，那就五
块大洋，这奖励的钱归我，提职的事归
你。阮三哈说，行，可你得先说，我不立
功，哪儿来的钱。杨灯罩儿一听拨楞着
脑袋说，那不行，你们安南人没谱儿，我
得先见着钱。

52 18 古装仙女
容龄去换服装的工夫，袁世凯

乐队又为大家演奏了他们在接待外
国贵宾时常演的曲子《威廉皇帝练
兵曲》，给大家助兴。可惜，当代人
没法儿看见那场面，也听不见那首曲
子，若是看了、听了，非笑喷了不可。
那支乐队的乐手们一律身着宫廷太监
们的礼服，头上顶戴花翎，却又洋鼓洋
号异腔异调。我们听上去，《威廉皇帝
练兵曲》的曲子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原来，延安时代
的音乐家为那支德国曲子填了新词儿
“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敢情是
移花接木，旧瓶装新酒！

小德张跑来了，示意西乐队停止
演奏，又朝太监乐队一挥手。

南府戏班乐队的小乐手们早就憋
足了劲头，一曲笛子前奏，即刻把人们
引向悠远静穆的佛国净土。一曲舒缓
深情的箫声，引出了一位美丽的古装
仙女，容龄编创的《如意舞》登场了。
只见她高髻广袖，彩带飘飞，跑圆场走
台步不露鞋履，犹如一阵清风掠过水
面……熟悉京剧旦角台步的观众先就
给了一个迎头喝彩。容龄在国外虽然
没学过京剧旦角台步，但经南府戏班
师傅一点拨，很快就能走出“水上漂”
了。慈禧是内行，看了频频点首。大
家都看出来“老祖宗”的态度，
场上气氛欢快起来。

容龄手持一柄纸糊的大
如意，以假乱真，做工甭提多
精巧了。容龄舞动这柄纸糊
的如意得心应手，她一忽儿托

着它绕场打起了旋子，一忽儿肢体做出各种
好似如意的弯弯曲线，博得观众一声声惊
叹。最妙的是她还把它作为一支琵琶，模仿
古画上的仙姬做出各种弹琵琶的舞姿。乐
曲忽告停顿，她把如意置于背后来了一个
“反弹琵琶”之经典舞姿，不知何时南府戏班
的乐手们每人都换上了琵琶，合奏忽起，大
珠小珠落玉盘，又博得全场一片喝彩。
《如意舞》终了，容龄轻移莲步至慈禧

太后面前双膝跪下，双手高举如意献上。
李莲英替太后把如意接过来，刚要递

给小太监，不料“老祖宗”笑着伸出双手接
过了如意，以前她从来不亲手接过别人呈
献的礼品。她没料到如意的分量这么轻，
双手一接用力过大险些搂到自己怀里，逗
得宫眷和女客们开心欢笑，她自己掂了掂
纸如意也扑哧一声笑了。
第三支舞《希腊舞》就要开始了，容龄

在帷幔里换服装时心里很激动。她没想
到会有机会在清宫大内表演这个得到邓
肯老师真传的舞蹈……

可惜那年头儿宫里还没有录
音机、摄像机，未能把容龄的美妙
演出留下影像资料。莫非那位美
丽的蝴蝶仙子随着岁月沧桑，真
的就隐没在历史的尘埃中，让后
人难以想象她优美的舞姿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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