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米饭粒与葱油饼
我崇拜真正带兵打过仗的军人，我们团参谋

长就是这样的军人，他姓唐，绰号“老炮膛”。上个
世纪60年代初，正值三年困难时期，蒋介石叫嚣
反攻大陆，国家从大学招了一批大学生志愿兵，我
报名穿上了军装。那年头儿大学生金贵，高等教
育资源缺乏，考上大学非常不容易，有的地方全县
才出一个大学生。我是以优异成绩考上理工科大
学的，父母也望子成龙，亲友们都不理解我中断学
业去当兵，我哪好意思说是饿跑的呢？学校食堂
没油水，坐在课堂上肚子里不停地咕咕叫。听说
部队能吃饱饭，我幼时也曾做过军旅梦，那就来个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好男儿志在四方”吧！

部队驻防旅顺，那天到达炮团新兵连时，已经
过了午饭时间，新兵蛋子们饥肠辘辘。食堂
桌子上摆好了白花花的大盆米饭、两盆菜、一
盆汤，空气中弥漫着东北大米特有的香味。
没等令下，新兵们一窝蜂地挤到饭盆前，饭勺
不多，有人就争先恐后直接用碗碟擓了起来，
七手八脚地“抢食儿”，米粒饭团洒落一桌子。
大家正在埋头用餐，忽听新兵连张连长

大喊一声：“起立——唐参谋长来看望大家
啦！”新兵们热烈鼓掌，只见来了一个肩扛“两
杠一星”的半大老头，个儿不高，又黑又瘦，眼
睛虽小却炯炯有神，眉角有块伤疤切断了额
头上的密集横纹。
唐参谋长向新兵们表示问候和欢迎之

后，大家落座。他拿起了碗筷，来到摆放饭菜的桌
子跟前，但他没有先盛饭，而是把掉在桌子上的米
饭捡到了碗里，大一些的饭团还能用筷子夹起来，
而散落的米粒弄得到处都是，他用手指一粒粒地
去捏。我注意到他的右手缺少了食指，用拇指和
中指去捏饭粒很不灵活……这时，我的心头倏地
泛起一股涌流……
新兵们偷眼儿瞅着唐参谋长的举动，悄悄地

把自己桌前的饭粒捡拾干净。坐在我身旁的“鸭
子”捅了捅我说：“看见没有，连长在给参谋长看花
名册，参谋长直瞅咱俩。你说，团领导到咱们新兵
连来干什么？”
“鸭子”是我的高中同学，话唠儿，落下了外号

“鸭子”。经他这一说，我也发现干部们确实在朝
我们这边指指点点，估计是来挑兵的。吃完饭，张
连长送走了参谋长，向我们下令：“刷完碗回来坐
下！”大家重新坐好后，张连长讲了一个故事：
刚才这位唐参谋长，外号“老炮膛”！如今他

脾气好多了，算你们运气！当年辽沈战役时，有一
批俘虏的国民党兵自愿参加我军，个个面黄肌瘦
的，可能是被我军长时间围困断了粮饿坏了。当
天的午饭是葱油饼，每张裹着猪油的饼足有一斤
多，饭量再大的顶多吃一张半也就撑饱了。不料，
一个刚摘了国民党帽徽，还没来得及换军装的四
川兵，吃了两张还说没饱，起初“老炮膛”觉得好笑
就逗他：“吃，管饱！”谁知他一口气又吃了一张，伸
手还想去抓下一张，“老炮膛”急忙打了一下他的
手，把饼打回到盘子里。那个四川兵还想去抓，
“老炮膛”气得打了他一脖溜儿，大喝一声：“滚一
边去！”
“解放军不是讲平等吗，怎么还打人？”那个

四川兵不依不饶，嚷嚷着端起一碗汤就要喝，“老
炮膛”一把夺过碗，对我下令：“你陪他去操场走正
步！俩钟头内不许喝水、不许坐下，更不许躺下！”
军令如山，我拖着那个四川兵去了操场。
干部打兵这是严重错误。“老炮膛”背了个警

告处分，还得在全营大会上作检讨，向那个四川兵
道歉。
回到连里，那个四川兵求我带他找到“老炮

膛”认错：“大家都给我讲喽，您是为了我好，怕我
撑死……”“老炮膛”学着四川腔训斥：“龟儿子，你

也怕死？饿了那么多天，一下子吞下那么多死面
油饼，再喝水喝汤还不把你那猪肚儿撑破喽？知
道为啥子打你吗？遇上你个龟儿子，我反正是没
好儿啦！打人，挨处分，要是把你撑死了，我的责
任就更大！劁猪割耳朵——两头受罪！”

听了张连长讲的故事，我们想笑又不敢笑，憋
得肚子疼。

苞米与羊粪
唐参谋长那天果然是到新兵连挑兵的。一个

月训练期满后，我们三个大学生和五个高中生新
兵，奉命去指挥连报到。别看指挥连是连级建制，
却直属团部领导，由唐参谋长负责指挥。

到了营房，李连长正在张罗着我们铺床，唐参
谋长就来了，和我们新兵一一握手，问过姓名，便

聊起家常。听说我是学理工科的，他便像看稀罕
物似的盯着我瞅了又瞅：“大学几年级了？”我回
答：“报告！二年级。”“喜欢数学吗？”“报告，喜
欢！”“数学水平怎么样？”这下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了。我这个人比较内向，寡言少语。“鸭子”站在一
旁呱呱上了：“报告！上高中时，他是数学第一名，
尤其擅长心算。学校请来几位打算盘特溜儿的老
会计，结果他的心算比他们的算盘珠还快！”

我一个劲儿地使眼色，制止他瞎吹乎。参谋
长却喜笑颜开，拍了拍我们每个人的肩膀。不知
和这有没有关系，我被分在了侦察排计算班。指
挥连设有侦察排、测地排、无线电排、有线电排、摩
托班，外加一个电台，据说专盯上下级通讯，可以
直通师、军、军区直至军委，保密级别高。

我们连离干部家属区很近，唐参谋长一有空
儿就来我们连坐坐。时间不长，别的营连就酸溜
溜儿地传言，团首长偏爱我们连。其实，我们除了
学习军事课程，平日的出操、站岗、体能训练，外加
干农活哪一样也不比别人少。

连队操场不大，李连长天天带着我们跑步上
山。当地老百姓养羊，也赶着羊群上山，山路上还
挺热闹。远处有个穿着旧军装的半大老头，肩上
挎着粪筐、手里拿着铲子低头拾粪，我们也没大注
意。有一天，下雨了，李连长多带了一件雨衣给那
个人披上。那人一抬头，我大吃一惊，战友们也都
惊叫起来：“参谋长！”

可能“老炮膛”叮嘱过李连长，早上出操跑步时，
见到他不必打招呼，但我们的队伍路过他身旁时，个
个都向他行注目礼。我军自打南泥湾那年头，就留
下了屯垦的传统，驻军除了练兵，所有的部队都要干
农活，种地、养猪、打鱼等等，既保持了艰苦朴素的传
统，也能补充一部分军需，减轻国家负担。

团营干部们劝过“老炮膛”，拾粪这活儿不用
他“躬亲”，再说，他是抗美援朝战斗英雄，在朝鲜
战场受过伤……他却笑呵呵表示，这只是活动活
动腰腿儿，散步遛早空手不也是空着吗！每天他
把拾到的粪，都倒入我们指挥连的沤肥堆里，这是
暗中帮我们哩！

那年的深秋，部队种的苞米熟了，连里安排夜
间在地里站岗护秋。这一天轮到我站最后一班
岗，天边已经麻麻亮了，近处仍然黑乎乎的。突然

间，觉得前方有动静，我下意识地把背着的苏式冲
锋枪拉到胸前，轻轻地往前走，瞪大眼睛观察。伴
随着咔咔的响声，看到了一个不高的身影，我马上
明白了，这是掰玉米的声音，再往前走，看清是一
个老大娘，正拖着一条布口袋在掰玉米。

我故意发出一些响动，大娘猛一回头，看到我
这一米八的大个子，还端着冲锋枪，吓了一大跳。
我也认出来了，这大娘家住村西头，只有她和小孙
子两个人，在记工分的年代，壮劳力一个工才几分
钱，一老一小的日子就可想而知了。我赶忙走过
去，帮大娘背起布口袋：“大娘，回家吧。”

天逐渐亮了，我也该下岗了。刚一转身，正碰
上早起拾粪的“老炮膛”，看来刚才的情形他瞅了
个满眼。大娘走远以后，他只说了一句话：“注意，
枪口不能对着老百姓。”

我听出了这话里还有话，只是像他这样的
领导干部，不能随便说出来，至少他不反对我
的做法。平时唠嗑，听说友邻部队遇上过这种
事，他们的处理办法也只是让老百姓不要再掰
了，背上口袋走人。要知道，那是一个特殊年
代，在一些贫困地区，吃饱饭成为一种奢侈。

“开的火炮铺，卖的炮弹头”
指挥连给新兵们开了军事课，主讲人是

唐参谋长。他自我介绍说，自己幼时沾了本
家富亲戚的光，上了几年私塾，当兵以后很多
知识是在实战中学的。他讲的炮团战史太精
彩了，学员们听得胆战心惊、目瞪口呆：
同志们，咱们的学习和训练要从实战出发，战

场上瞬息万变，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当年在朝
鲜战场，210.6高地保卫战是一次很出名的战斗，
咱们一个营的18门火炮开赴阵地，我们一连先到
的，后面两个连的炮车在山路上遇到美军侦察飞
机，躲进树林隐蔽，延误了一段时间。我们把6门
炮一字排开稳好，连长和指导员就去营部开作战
会议去了，估计明晨战斗才会打响。我是副连长，
指挥炮手们运送弹药。不料，南朝鲜两个连和美
军一个排的步兵，喊着
叫着就冲上来了，足有
三四百号人，可能是美
军侦察机报了信儿，敌
人端着美式冲锋枪，还
有轻机枪、重机枪，距离
不足百米了……

全连官兵的目光
都投向了我。我一看坏了，咱炮兵哪打过近战
呀？一个炮班只有五六个人，班长、瞄准手、一
炮手发射、二炮手装弹、两三个炮手运炮弹，6个
炮班加上连里的其他人员，满打满算不到100
人！大口径火炮通常用于营团师为单位的群射
击，让弹群在指定的正面和纵深覆盖目标，以配
合步兵行动，很少有一个连单挑儿的呀……
敌人越来越近了，战士们都端起了枪，只等我

一声令下，一场火拼就在眼前。我紧张地思考着：
咱们只有一些自卫性的轻武器，而且炮兵缺乏近
战经验，和成建制的敌人步兵较量不占优势……
说时迟，那时快，敌我距离只有六七十米了！战士
们高呼：“副连长，打吧！”“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俩
赚一个！”

我努力冷静下来，最坏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开
枪不如开炮！心想大口径火炮作战，近了也要在
几百米之外，这么近的距离弹片飞回来会伤到自
己人，敌我双方都在弹丸的杀伤半径之内，教科书
上没有这一条，战史上也没有先例。狭路相逢勇
者胜，炮兵有句口头禅：“开的火炮铺，卖的炮弹
头。”还是让炮弹说话吧！我一挥手下令：“炮口压
低，瞄准各自正面对着打，注意防护掌握好时间
点！发射以后立即躲到防弹板后，其他同志注意
隐蔽，开炮！”

6门大口径火炮抵近发射，炮弹几乎是出膛
就炸，杀鸡用了牛刀。一时间，敌群里鬼哭狼嚎，
血肉横飞。进攻的敌人扔下大片尸体，连滚带爬
地退了回去。
炮弹爆炸时，不断有飞回来的弹片，撞击着火

炮防弹板。我那句“注意防护”起了作用，炮手们
在发射后，都敏捷地隐蔽到防弹板后面，只有少数
人被弹片擦伤。一仗下来，没有重伤、没有减
员，以极小的代价打了一个漂亮仗。庆功会上，
军师团首长都来了，我被授予战斗英雄称号，晋
升为连长，好多同志立了功。

我们听了“老炮膛”的讲课，爆发长时间
热烈的掌声，我把手都拍疼了。“老炮膛”示意
大家安静，并举起残缺的右手说：“这根手指
头，就是在那次战斗中失去的，留在朝鲜做纪

念啦！”
课堂气氛变得肃穆起来。讲课结束时，“老炮

膛”语重心长地说：“说了归齐，那还是靠不怕牺牲，
拼命呀！未来战争打的是现代化！我们老了，你们
还年轻，拜托各位啦！”

“平时一身汗，战时一桶血！”
在人类尚未发明电脑的时代，炮兵作战靠的是

人脑。那时，我军的炮兵装备有不少是苏联提供的，
打法也师从苏军教官。作为计算兵，最常用的计算
方法有三种：解析法、射击图、导向炮。
导向炮是一种在战场上没有地图的条件下，建

立临时坐标，运用对数三角函数的计算方法，15分
钟以内完成算及格，10分钟以内完成才算优秀……
在训练中，连我这个自信心满满的大学生也发现，导
向炮是一个让计算兵发憷的科目，翻查对数表操作
指挥仪费时费力。尤其是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室
外作业，手指头像棍子一样不听使唤，难免会出错。
战时炮火连天，拼命容易拼静难。我先掐着秒

表练习阿拉伯数字速写，从每分钟不到200字，练到
230个字以上，最快达到237个字，再往上就很难
了。无线兵告诉我，他们最好的报务员，一分钟写
240个数字也到头了。我又练习计算速度，对数表
计算一大特点是乘除变加减，我每天用两个小时，练
习几十位一行的数字加减法。
速写和速算都有了明显提高。我又发现，操作

指挥仪占用时间较多，原因是怕抄错，反复核对。我
练习眼睛盯着指挥仪，以左手操作为主，右手拿着铅
笔，辅助左手动作。苦练一段时间以后，左手操作指
挥仪，右手同时写字已经不用来回看了。
参谋长对我的进步很满意，但还是要求我进一

步加快速度。我说：“导向炮的难点在于计算，费时
费力，还容易出错，如果用图解代替计算，将会大大
缩短时间。对数计算尺来回拉着算，其实也是一种
数字化的图解。”
参谋长鼓励我说：“ 可是这需要大量的查表计

算、试验、比对。首先是不能超差，还要保证适用
范围。你放开胆子试，不
试永远不知道行不行。你
能证明这条路走不通那也
是成绩，走不通再想别的
道儿。”
为了熟练掌握新的计

算方法，我每天都要练习
十几个小时图解法，参谋

长引用巴顿将军的名言“平时一身汗，战时一桶血”，
强调练兵的重要性。我除了吃饭、上厕所，几乎和指
挥仪绑在了一起，连夜里做梦都在练习。终于，我把
一道题的计算时间，由10分钟以上，降到了3分钟
以内。
仲夏时节，全军炮兵大比武在靶场进行，叶剑英

元帅、罗瑞卿总长亲临现场。团里安排我参加比武，
这让我激动、兴奋又非常紧张。导向炮科目比武开
始了，各部队选出的几十名参赛计算兵，单腿跪地同
时摆好指挥仪。各部队带队的干部们坐满赛场，比
武还没开始，就听身后某师一位参谋长炫耀道：“教
程上规定，这个科目10分钟算优秀，我们的计算兵
6分钟就可以做出来！”
我的心一直在蹦蹦地跳，听到这句话我反倒踏

实了许多。我很清楚，我比6分钟快得多，只要我的
精度不超差，我会取得好成绩。这时，主考官念出考
题之后，一声“开始”，同时按下秒表。
一阵紧张的操作后，我大声报告：“好！”所有带

队的干部，同时看了一下表：“40秒！”显然这太出人
意料了，所有目光齐刷刷地射向了我。我有把握，射
击诸元不会超差。评审成绩出来了，我参加了3个
科目的比赛，其中两项获得第一名，得到了“考不垮
的计算兵”称号。

尽在不言中
参加大比武，我得到了许多荣誉，一年多时间，

从上等兵连升三级，成为上士，但入党过程却有些漫
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发展新党员要经
过严格的“政治审查”，得详细填写家庭出身、社会关
系。我们是大家庭，爷爷那一辈出身成分算是职员，
我如实填写了家族成员情况。家里是解放前的“旧

职员”成分，本来就差点劲，我二伯还有一个“历史污
点”——他给美国军队当过翻译。部队能考虑我这
种“出身成分”的人入党，已经算是破格了。
政治干部内查外调回来以后，连指导员问我：

“你填表时，写的是你叔叔在美国海军医院当翻译？”
我点头称是。指导员说：“应该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医
院，你为啥没写‘陆战队’三个字？”我一时蒙了，心里
话说这两者有嘛区别呢？我没敢分辩，小声嘟哝：
“老辈人的事，那年我才三四岁儿，知道的不太详
细……”“美国海军陆战队啥时候登陆的？平津战
役跟咱们打过仗吗？”我急忙解释：“听老人们说，那
儿原来是日本居留民团医院，1945年抗日战争胜
利，美军作为盟军到了天津，在那座医院待的时间不
长，后来交给了国民党天津政府，所以……我二伯任
职时间不长。再说，他只是个后勤翻译，管伙食的，
每天把人家要买的鱼呀肉呀面粉呀什么的，翻译成
中文购货单，然后有专门的中国帮工去买……”
指导员听了面色缓和下来，善意地提醒我：“往

后别把美军说成盟军了，咱们部队是从朝鲜战场撤
下来的，老领导们在感情上……”我立刻听懂了，感
激地表示：“明白。敌军！敌军！”
入党问题终于解决了……岁月如梭，转眼间我

已经入伍8年了，在侦察排当了三年代理排长，还未
能摘掉“代理”二字。“文革”搞得正热闹，我这个大比
武的尖子，也快成了反面典型。更要命的是，前途还
有“陆战队”挡道，我的“提干”之路更渺茫了。心里
一琢磨，即使勉强穿上“四个口袋儿”，日后的处境也
不乐观……自己年近30，也该告“老”还乡，娶妻生
子过日子去了……
参谋长听说我萌生去意，非常惋惜，特意约我谈

话。见了面，两个人却都有些沉默，相处8年了，一
切尽在不言中。我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心境，部
队的事不是参谋长一个人能做主的，我懂。
背后传来村里高音喇叭召开批斗会的声音。他

朝背后一指说：“长不了了，会有转机的，要不……再
等等？”我苦笑道：“我都快30了，父母催亲事。再
说，我二伯……”参谋长无奈地长叹一声：“部队的文
化兵太少了，你们连在团里是文化最高的……未来
的现代化战争，只是不怕牺牲敢拼命不行了，得靠科
学技术，先进的装备得靠人才……”我安慰道：“我们
几个毕竟是二半吊子，往后会有军校学生来补充。”
他又朝着高音喇叭的方向一指：“照这么折腾下去，
啥时候干点军事现代化的正事呀！”还未等我说话，
他竟激动起来，“我生于1921年，与党同龄，我很骄
傲！抗美援朝干部中我算是年轻的，如今也奔五啦，
等我们这些老家伙退了，往后带兵的就很少有真打
过仗的了……唉！我也知道不好再耽误你了，去新
兵连再找几个喝过墨水的吧……”

尾 声
月台上站满了摘掉领章帽徽的退伍兵。那年的

情况特殊，各个部队超期服役的老兵退伍的特别多，
干部和战友们都来送行。人生有几个七八年啊！朝
夕相处胜过亲人的战友们啊，在这男子汉的天下，竟
然回荡着一片低沉的呜咽。
退伍兵们都上车了，我们指挥连的老兵，还齐刷

刷地在唐参谋长跟前立正站着。他抻抻这个的帽檐
儿，拽拽那个的衣领儿，拍拍这个的脸颊，又捶捶那
个的胸脯，长一声、短一声地叹息……“鸭子”他们早
就哭成了泪人，参谋长还在握着我的手不放。我明
显感觉到他的食指部位，在我手心有一段空空的缺
失，我心头一阵发颤，鼻头一阵发酸……
他这个见识过战场血腥的刚强铁汉，忽然变得

婆婆妈妈起来：“现在想留下还来得及……”我不知
如何答对。他自己又摆了摆手表示放行，不像个送
老兵退伍的首长，倒像个无可奈何送儿子远行的父
亲，一个劲儿地叮嘱：“部队大熔炉，不白历练，到了
地方上好好干，保持咱部队的传统……古话儿说，一
日从军，终生是兵。”
我用袖子抹了一把眼泪，只顾点头了。临上车

时，我向他立正敬礼，最后一次以军人的口气回
答：“是！一日从军，终生是兵，只要打起仗来，我
立马归队。”
汽笛声响了，月台上原本低沉的呜咽，忽然间

变成了呼喊：“老战友，再见啦——”“首长——请回
吧——”拖着哭腔的汽笛声中，列车启动了。“老炮膛”
追着车厢朝我们招手，高高地举起他那只有残疾
的右手，挥舞着、挥舞着…… 题图 张宇尘
作者简介：刘晋秋，1941年出生于天津，1960

年考入天津工学院，1961—1968参军，3275部队
指挥连。1968年复员后，在中环集团光学公司
任职至退休。著有长篇传记《李鸿章的军事顾
问——汉纳根传》（与刘悦合著，文汇出版社）。
曾在本刊发表津味小说《全可人儿》。

鹅毛大雪，铺天盖地
那是上苍在慷慨地
抛掷银币

母亲走出房门，发插“玉簪”
接着，她头蒙一方洁白的“纱巾”
后来，她穿上一件厚厚的“棉衣”

她先是到前院给鸡鸭喂食
听它们快乐的叫声
搅乱漫天飞絮
接着，她到后院牛棚挤奶

想象芳香的乳汁
汩汩流进儿女心里

后来，她走进厨房
像春蚕蜕落一层皮
用眸子中的火点亮炉火
让饭香引领家人走出梦乡

此时，我看见母亲笑了
一如院中傲雪怒放的腊梅
面含笑靥
亭亭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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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意为民请命
10月1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

务院副总理陈云到河南作了十天调
研。在此期间，23日凌晨二时半，
毛泽东急召华北和中南各省市自治
区党委第一书记当日进京，晚在钓
鱼台主持会议，了解农民生活情况，
谈反对“共产风”问题。25日凌晨零
点十分，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同刘少
奇、周恩来、陶铸谈河南问题。从23日
至26日，毛泽东召集华北、中南、东北、
西北四个大区省、市、区党委主要负责
人开会，听取农业情况的汇报，讨论了
问题严重暴露较早的山东、河南两省的
问题。会上，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汇报的信阳灾情令举座皆惊。“信阳事
件”遂东窗事发。11月15日，党中央对
省军级发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关于彻
底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命令
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问
题的指示。中共中央中南局成立后的
第一次会议，专门安排在郑州召开，意
在帮助河南省委揭盖子。
秋冬时节，“感时思报国，拔剑起

蒿莱”的张钦礼决意为民请命。他给
周恩来总理写信，反映河南省委领导
带头浮夸，透底征购，大批群众逃荒要
饭，有的饿死，吁请总理救救河南人
民。夜里，饥肠辘辘的乡亲挤满张钦
礼住的草屋，劝他千万别上邮局寄信，
以免被截扣，鼓动他进京找周总理，不
见总理不回来，还给他准备了路上的
饭食，连夜把他送到了内黄火车站。
张钦礼进中南海几经周折，幸得

一位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马副厅长

相助，于12月9日上午十时见到了周恩
来。周恩来接过张钦礼的信，看后第一句
话就说：“全国两千多个县，你是第一个向
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张钦礼闻听此
言，泪水“刷”地淌了下来。

周恩来看到张钦礼面有菜色，呈浮肿
状，不禁神色戚然，安排工作人员带他去
吃饭。张钦礼急忙说：“总理，不用麻烦
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的饭还没吃完，
现在就想和你多说说话。”

周恩来让张钦礼拿出带的饭，想看看
群众吃的是什么东西。

张钦礼犹豫了一下，从布袋里掏出一
个黑乎乎的饭团子。
“给我尝尝！”周恩来伸手要饭团子，

张钦礼手一哆嗦，饭团子掉在地上摔得粉
碎。周恩来弯腰拾起一块碎渣，仔细看了
看，发现饭团子是用树叶、花生皮和少量
杂粮做的。他把碎渣放进嘴里，愧疚地
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啊！”言讫，泪水潸
然而下。张钦礼当着周恩来的面，“呜呜”地
哭了。

张钦礼进京告状，印证了河南“五风”
泛滥贻害之广、为害之烈。省委主要领导
和相关责任者纷纷去职。张钦礼在洪荒
年月为中州黎民苍生打开了逃生之门，无
意间却为自己后来下狱埋下了伏笔。

牛帮子这么难缠
牛帮子随他妈二闺妞，其实也随

他爸老瘪。随他妈是好捯饬。随他
爸，是好面子。牛帮子这回拿着他爸
留的两份契约来“福临成祥鞋帽店”，
本来是理直气壮地想要回属于自己
的那半个铺子，来当半个老板。不料
却弄出这么个事来。等把当年的证
人和中间人都找来，坐在一块儿三头
对案，才知道，敢情是自己的那个死鬼
爹当初隔山买老牛，让人给骗了。

但事情虽是这么个事情，也都说清
了，牛帮子的面子却下不来。不光面子
下不来，也觉着这事未必就是这么个
事。虽然来子说，当初杨灯罩儿是把这
半个铺子盘给老朱在先，且有中间人尚
先生和证人马六儿，而且后来还补了字
据，但这字据只是老朱一头儿的，上面
并没有杨灯罩儿的签字，就算有证人，
再怎么说也不能完全当成凭据。可要
找当初的当事人，老朱已经死了，杨灯
罩儿又找不到人。牛帮子对来子说，你
总不能给我来个死无对证。

来子也知道，牛帮子这是在故意
没理搅理。于是说，你说吧，你要怎么
着才认这个账。

牛帮子摇晃着脑袋说，我牛全有虽
比不上你牛全来，可也说话算话，要说
别的，那是难为你，死的就没办法了，可
还有个活的对不对？你只要把这杨灯
罩儿给我找来，让他当着我的面亲口承
认，这事儿就是他当初故意骗人，一个
闺女许了俩婆家，这个账，我就认。

来子一听说，你说不难为人，这已
经是难为人了，这杨灯罩儿不是个正

经人，比死的老朱还难找，实话告诉你，现
在想找他的不是你一个人，那天在胡同
口儿，要不是他跑得快，就让王麻秆儿一
菜刀给劈了，他这会儿不定钻哪儿去了，
恐怕这辈子也不会再露面儿了。
牛帮子一听心里更有底了，哼一声

说，那就没办法了，人得讲理，你要说我这
契约是假的，你总得拿出凭据，无凭无据，
现在又找不来当事人，这铺子的一半儿
就还是我的。
来子没想到，这牛帮子这么难缠。

再想，到底是自己的亲兄弟，吃亏也没吃
到外人身上，只好说，这样吧，就算这铺子
一半儿是你的，以后咱哥儿俩合着干，这
总行了吧。
牛帮子一拨楞脑袋说，不行。
来子耐着性子问，怎么还不行？
牛帮子说，怎么叫就算？合着是你赏

我的？这铺子本来就应该有我一半儿！
牛帮子跟来子这么矫情来矫情去，已

经矫情了三四天。每天上午过来，往账房
一坐，就转着圈儿地说车轱辘话。来子让
他说得脑子都乱了，生意上的事也做不下
去了。这天下午，牛帮子在账房里正这么
说着，就听外面的铺子突然乱了。来子赶
紧出来一看，就见保三儿揪着个人进来。
再仔细一看，竟然是杨灯罩儿。

59 25 三次指婚
不知慈禧太后一向喜欢为臣子

赐婚，还是她想以婚姻拴住“海归”德
龄，把德龄永远留在自己身边当翻译
官，她竟然三次为德龄指婚。

1904年早春二月，这一天是裕家
母女三人进宫一周年的日子，要不是
太后有意提起来，德龄早已忘记了。
经太后这一提醒，德龄心里深受感动：
太后日理万机操心朝政，还记挂着这等
小事，可见对我们母女的器重。

太后亲切地询问：“你来宫里一年
了，过得快乐吗？还想念巴黎吗？”

德龄慌忙表示：“回‘老祖宗’的话，宫
里的生活很有意思，我不想再到外国去了。”

太后话锋一转说：“总有一天你们
会厌倦了这里，逃到外国去的。只有一
个办法，就是赶快出嫁。”

德龄听了一愣，沉吟着不知如何回
答。太后又追问：“上一次我问你，你说
你不愿意出嫁，为什么不愿意出嫁呢？
就是出嫁了，也不一定天天留在家里，
仍旧可以像以前一样到宫里来。不必
怕，有我在，谁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原来，慈禧早就为德龄物色了一个
门当户对的贵族子弟，但说什么德龄也
看不上对方。太后一时也不好勉强。

这一次，德龄仍然表示不愿意出
嫁：“只要‘老祖宗’不嫌弃，我希望一直
在宫里伺候您。”太后沉下脸
来，又不好催逼太甚，嗔道：“你
太固执了！你这种想法总得
慢慢转变过来才是。”此事就
算缓下来了。太后未再提及，
德龄松了一口气。

到了中秋节前一天，宫里戏园演出月
宫玉兔的戏，来了许多皇族贵戚。德龄正
要从太后宫出来，只见一个太监领了一个
年轻人来给太后叩头。这在宫里是很少见
的事，人们偷眼儿观瞧，纷纷注目。德龄紧
走几步出了太后宫，回廊那一头有两三个
宫眷窃窃私语，见了她便笑着招手叫她。
她来到跟前，她们一指宫门问：“那

是谁呀？”德龄说：“不认识，挺丑的。”
她们一听齐声笑了：“你嫌他丑呀？”
德龄奇怪地反诘：“什么叫我嫌他丑

啊？他的长相本来就丑极了嘛！”
不知为何她们全都挤眉弄眼儿地怪

笑。当德龄瞅见那个男人离开以后，回到
太后宫。太后郑重其事地告诉她：“他是满
洲一个大官员的儿子，父亲死了，他袭了封
爵，而且得到了许多遗产。你觉得他怎么
样？”德龄只好如实相告：“我觉得他很丑。”
太后有些不高兴，但没再撺掇。德龄

把此事找母亲诉说，向她求助，裕太太说：
“我知道了。”

果然，几天后太后找机会和裕
太太闲谈，拿出一张照片来给裕太
太看，问：“你看这个人长得体面
吗？”裕太太端详着照片评价：“不很
体面。”太后没料到一向温顺的裕太
太回答得如此干脆，竟一时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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