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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乾隆帝好风雅，喜欢各地走，銮驾动，诗兴随，就
引出了关于《津水早春词》的诗话。

乾隆三十二年（1767）巡幸天津，名目是“阅河
堤”。二月二十四日由圆明园启程，过卢沟桥，良乡、赵
北口，几天的河淀水程，三月一日视察文安子牙河堤，
就近驻跸台头行宫。台头在独流镇之西，今属静海。
两天后船到天津，“策马由府城观民、阅河，遂至行馆”，
落脚河西柳墅。翌日乘船顺海河而下，登观海台、礼海
神庙、看晒盐、阅兵，在葛沽杨惠庄行宫两过夜。三月
六日重回柳墅行宫，三天后由运河返京，骑马到西沽，
“御舟早已候河干”。

在行宫，乾隆有诗《津水早春词用钱陈群韵并寄命
和之》：“香树斋集偶披翻，清虚婉约真除烦。早春津水
词更美，正值三月停巡轩。近海民计夙所廑，幸看气象
犹温饱。摩肩接踵日辐辏，迎銮出欲空巷村……”因篇
幅长，横幅书写，古铜色绢本，用玺“所宝惟贤”和“乾隆
御笔”。

乾隆出行，携带钱陈群《香树斋诗集》。钱陈群
（1686—1774)，浙江嘉兴人，康熙六十年进士，雍正时
充日讲起居注官，转侍读学士，值南书房。他官至刑部
侍郎。乾隆十七年因疾回籍，廿二年诏在籍食俸，廿七
年加尚书衔，待遇优渥。其诗“根底深厚，含孕百家”，
“汪洋浑浩，不可端倪，如宿将御百万师”。乾隆帝喜爱
其诗文之美，二人间早有唱和，如《御制索观钱陈群香
树集有题其母夜纺授经图，慈孝之意恻然动人且以见
陈群问学所自来也，辄成二绝句题之元韵》，钱陈群答
和，时在乾隆十七年。

钱陈群幼时家贫，隆冬未明即起读书，无薪举火，
井水凉，手皴裂。他年未满二十游学京师，落第而流寓
津门，前后五六年，其间写下《津水早春词》：“腊鼓声欲
动地翻，迎年儿女巷曲烦。石国花儿擅胡舞，朱毛火毯
明华轩。商家少女嫁及时，妆成啼笑争春温。殷勤馈
遗道相望，连畛接陌无空村。我来此土两阅岁，梅花梦

断西溪魂。闲骑老叚绕河去，马蹄踏蹴冰花痕。七十二沽水势活，冻纹开处飞潺湲。
平林晻暧归欲暮，弄晴野鸟鸿高原。”诗人自言，“《津水早春词》状此邦风物殷庶，以歌
咏升平”。钱陈群偏爱“津水”一词，同时期所撰《麓村五十寿序》，称天津盐商安岐“居
津水三十年”。
钱陈群的《津水早春词》受青睐，大约因为其诗“津”“水”“春”三要素，正与乾隆此

行接榫。乾隆步韵作诗，给了好评，可谓礼遇。“寄去命和之”，那个“命”字，君君臣臣，
语态可品。其时，爱新觉罗·弘历56岁，钱陈群已是八旬翁。

浙江那边，钱陈群领命，即成《恭和御制津水早春词用钱陈群韵并寄去命和之》，
有“衢歌巷舞迎户户”句，这是乾隆所乐见，用记入《清实录》的话，“小民扶老携幼欢迎
道左”；钱陈群也不忘道上一声“臣本此邦流寓客”“深浅犹记春沽痕”。紧接着，又赋
《臣既奉敕恭和，复敬制七古四韵诗一首以纪斯遇》，感谢“眷旧礼隆，怜才恩重”。然
后是《恭和御制巡幸天津各体诗元韵》，将乾隆这一路上的七十余首，和了一过。

这是乾隆十次来津的第三次。《津水早春词》的“赐和”与“恭和”，成为一个插曲，
且还有故事延续。

乾隆三十五年春，“奉慈舆谒陵后，时巡津水”，再到天津。钱陈群先有《津水
迎銮词十首仿榜歌体并序》，称天津“运道总汇，鱼盐殷庶，水陆通都”“三津周遭
三四百里，渔庄蟹舍，杏坞柳塘 ”，视为“小江南”。歌颂皇帝“周巡津水，展义观
风”，也不忘为“赐和重翻春水词”而谢恩。这次在津期间，乾隆《再叠钱陈群津水
早春词仍寄去命和》，并“御书手卷以赐”。钱陈群有和诗，录于《恭和御制巡幸天
津各题诗》组诗之内。

转年，乾隆去山东，武清登船至天津，柳墅行宫三日，芥园看运河后，船走静海。
这次顺路到津，盘垣时间短，没再叠韵陈诗。

乾隆三十八年三月，又来巡。钱陈群先写颂诗《圣主春巡津水，恭拟宣防底绩诗
百韵效柏梁体》。乾隆在津《三叠钱陈群津水早春词韵仍寄去命和》，诗中提到“屏额
勒昔和钱句，彼无斧凿我有痕”，乾隆的津水早春词诗，装点于行宫屏风。钱陈钱和乾
隆此次巡津诗三十余首，略过了行宫八景等一些题目，在《天津回銮之作》的和诗后，
录下《恭和御制三叠钱陈群津水早春词韵》。
七年间，乾隆四次“春巡津水”而“三赐和章”——《津水早春词》的题目，一而再再

而三。每次钱陈群都和诗几十首，誊录后呈递上去。皇帝出京勤，诗翁“恭和”多。这
样的诗，谢恩、颂圣最要紧，正可谓鲁迅批评的古代“侍奉主子的文化”。《津水早春词》
“恭和”至三轮，已是钱陈群的垂暮写作。转年《甲午春帖子词》给他的诗集压轴，后一
首“病革口占”为绝笔。其身后六年，乾隆怀旧《五词臣》称，钱陈群“以疾卒于家，闻而
悼惜，优恤有加，祀贤良祠”。

钱陈群这些“恭和”，其实是应制诗，并非触景生情的主动创作，又是千里之外的
批量产出，其艺术水准、内容价值，就得看作者功力和阅历了。好在钱陈群“少游京
师，每南宫下第客居津门者五六年，席帽吟鞭，寻诗堤畔，其可供眺览处所，俱曾游历
其间”。年轻时多年居津，朋友圈所及，龙震、王野鹤、安岐等等，结交不少文化名流。
与诗友佟鋐游海下，二人共同完成《初夏舣舟葛沽偶步野寺联句》。中进士后仍与天
津多有交集。
这些生活积累，“恭和”诗时有展现。颂扬巡幸，他称天津“畿东南巨郡，城亦甲于

三辅诸郡”；《海光寺》诗夹注，“乙未下第后客津门，时海光寺初成，寺僧湘南……”；他
写“一片西沽水，环流护此方，鱼虾多作市，雁鹜自成乡。岸草连新麦，村烟带绿杨”，
历历在目景如画；他言及“盐惟长芦得味之正”；他引用民间俗语“水熟”，说“淀民以鱼
虾菱藕为业，不涸不溢则为水熟”；关于千里堤栽柳，有句“及时须补栽，俱有成例在”，
并注“防河员弁每月例须册报栽柳若干”。
话说起来，乾隆皇帝十至天津、六下江南，都借运河之便。首尾相衔成船队，那些

舻艇舟舫平日就停在海河皇船坞。乾隆的频繁出行，或许有比游山玩水更大的事要
做；但耗费之大，历来为史家所诟病。然而，在杭州，这并不影响其赏景拜庙题字传说
的流传；在扬州，也不妨碍天子与盐商传说融入瘦西湖五亭桥的倩影。这些故事的归
属——运河文化带，如今被擦得更亮。
这样的话题天津很多。《津水早春词》是诗话，是史话，也是运河故事。

赵建忠教授就任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以来，励精图
治，成果多多。又组织出版《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
既有检阅本地学术力量之意，也可促进与外地同仁的交流，洵
为学术、文化建设之大手笔也。承建忠教授美意，邀拙著《红
楼内外看稗田》加盟，既感荣幸，又复惭愧。

津门古代小说研究传统久远。以南开大学而言，半个世
纪前即设有“古代小说戏曲研究室”，朱一玄、宁宗一、鲁德才
诸先生，以及李剑国、孟昭连、陶慕宁、宁稼雨诸兄都曾在研究
室工作。而天津师范大学、天津社会科学院等兄弟单位，也各
有自己的传统与特色。天津红桥区原水西庄旧址，被作为“大
观园”原型考察。甚至在民间，天津街道一级的“红学会”都能
坚持活动数十年，这在全国也属绝无仅有的文化现象。
与诸位先贤、同道相比，我的涉猎范围较杂，如今检点起来

未免有几分赪颜。虽然如此，稍可自我宽解的是，数量不多的一
点点“成果”，还都是“自家凿破一片田地”（严沧浪语），还是努力
争取做到“惟陈言务去”。仅就有关《红楼梦》的几篇小文章来
讲，这个领域里索隐、考据、文艺美学，各路大军已是浩浩汤汤，
于是不附骥尾凑热闹，而另辟蹊径，试图在文史互证，寻绎文化
的、文学的血脉方面探寻一条新路。至于这条路上所采撷的果
实成色如何，幸有建忠教授搭起了这座平台，得以摆个小摊儿展
示一下。如能有机会借此与海内外同仁切磋获教，则幸甚至哉。
若干年前，《明清小说研究》编辑部为百期华诞召开“英雄大会”。

会上，自度《华屋曲》对这一公共学术平台表达敬意。现移用于此，表达
对建忠教授策划搭建的“津门红学”平台的感佩之意。其词云：
东方既明，天朗气清，稗稊一片盈盈。风乍起，却看红楼隔雨，

水浒迷濛，吾侪于此独钟情。方留连，待共赏，倩谁伴我载酒行？
幸有平台，依山傍水，峨峨金陵。

聚几多同道，说数番风流，不觉神驰一
百程。逸气拏云，妙论滚雪，此时快平
生！明朝锦帆高挂，又是云淡风轻。

航道初通，云帆高张，相信这套丛书
会在学术史上留下或深或浅的一道痕迹。

听到侯春林先生病重消息有一段时间了。立夏
后第四日，侯春林先生放下终生拿着的画笔走了。
从此，沽上没有了一位闹市的大隐，没有了画坛的一
位高士，更没有了轻松幽默的一位画神酒仙。

有人做人如“侯门深深深几许”般深沉，沉重得
让人琢磨不透；有人做人“神端帽正正襟坐”行止皆
中规矩，他自己不累别人看着累；还有人轻松自如自
有本色，古语云“涉世无如本色难”，侯春林正是这样
的本色示人的人。

侯春林好诙谐，他说，画家画画，别把看画的累
着就是好画。
侯春林专攻山水画，亦旁涉花鸟人物，少年时从师

严六符。未拜师前就酷爱画，一有闲空就到劝业场、南
市一带逛荡，专进古玩店书画店看画，回来背着再画。
直至后来，他“背临”的功底颇深，且门类齐全。他最推
崇石涛，画起石涛可以乱真，此外像张大千、萧谦中、胡
佩衡的画拿起笔就画，常惹得一些
“画贩子”垂涎三尺。
“别把看画的累着”，这是侯春

林的一句戏语，但也是句心里话。
画家处世要用本色，作画离不开放
松的心态。侯春林认为，“中得心
源”四字不仅仅指艺术的发挥和对
艺术的理解，重要的还在于有个好
的心态。这种好的心态折射到创作上，这画便舒朗无
野气多逸气，平缓无火气多静气，深幽邃远无燥气多清
气。有了这几无几多，自然有了书卷的平和气。
这一切靠的不是技巧，是人的情性使然，其处世的

随意轻松，作画的“自以为是”，所以侯春林的画才让人
一观而觉逸气飞动，再观而觉意味别出，三观而令人心
旷神怡，这些与他“别把看画的累着”旨趣有关。

侯春林好酒，而且好谈酒论酒，他喜欢说一句话
是，做人别把自己累着。侯春林嗜酒，记得二十多年
前第一次采访他，想核实一件事，他爱人接的电话，听
说记者采访他，立刻说，他就会喝酒。画界任人皆知
他爱酒，由此想起昭明太子萧统写在陶渊明集序中一
句话：“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
寄酒为迹者也。”陶以酒为寄托，借酒抒怀而已。侯春
林说，我喝酒抽烟就像吃睡是一种需要，活着哪那么
多讲究，自己别为难自己，自己别累着自己。

侯春林每日必喝酒，但绝不是终日酒气熏天醉
醺醺。他画画与喝酒无涉，他习惯是白天必画画，晚
饭必喝酒，喝酒后闲坐一会儿必早早睡觉。他以为，
做人别把自己累着，喝酒就是酒嘛，何必拿着画笔撒
酒疯，在那作高深不可测状。

画出来神采得人先活出来个性，画出来个性必
须不追风赶浪。画坛有潮汐，潮涨潮落，浪卷浪翻，
有远大目标的和没有定力的画家都在风口浪尖上
“玩儿命”呢，而侯春林不观潮，不听涛，不追风，不赶
浪，依然画自己的理解与感受。画家有感受，画家的
感受进入画中，是对观者的一种引领感染乃至刺
激。侯春林的画不着眼于一树一石的经营，凭借古
法的化意而得化境，不事小雕琢而得大气象，以意韵
以达画意，这是一般画家难以企及的。

人对外界的感知由表及里，没有表象不能引人
入深，没有入深对表象不会产生深刻的理解，画的创

作和画的欣赏都遵循这样一个过程。倘若画家只在
小处着眼、一木一石上用功，虽得纤巧必失宏旨。

侯春林说，画出新感受，画出新感觉，是我每日
的“功课”，每天必须要创作一幅草图，专门追寻自己
的感觉，这幅画可能很成功，可能不成功，但要像“夸
父逐日”那样孜孜以求。总画新鲜感觉，长了就是一
种风格。

侯春林还说，作画不要树立名家为自己的样板，
不要以时风左右自己的画风。技法的基本功有了，
就要寻找自己的感觉，久而久之必能跳出框框，“起
步在名家之外”，何愁没自己的面目？

活得不沉重，这就是侯春林；画得亦轻松，这也
是侯春林。一个有笑声的画家，一个在古典传统旧
瓶里面能装上自家新酒的画家，一个让津沽艺术史
能留下一笔的画家，他一定也是把轻松幽默带去天
堂的一个画家。

吕碧城与秋瑾都是清末著名的女权主义者，被人
们称为“女子双侠”，二人之间也存在着交游往还。

吕碧城与秋瑾最初之结缘，源于“碧城”之名
号。秋瑾原名闺瑾，“碧城”曾是其号，英敛之日记
记录：“道恒由京来，谈及北京亦有一碧城女史，乃
姓秋，适王氏者也。”而吕碧城那时已任《大公报》编
辑，并以“碧城”之名在《大公报》发表了一系列宣传
女权主义的文章，诸如《论提倡女学之宗旨》《敬告
中国女同胞》《兴女权贵有坚忍之志》等，已在京津
一带声名鹊起。于是，京城不少人
就以为《大公报》上宣传女权思想且
署名“碧城”的文章是秋瑾所撰。秋
瑾自然也看到了吕碧城的文章，对
天津吕碧城十分好奇，故而要亲自
拜访吕碧城。

未见秋瑾之前，吕碧城对秋瑾有
一种想象，或者说期待。1904年5月19日英敛之夫
人英淑仲发函致吕碧城，言明秋瑾欲来津拜访吕碧
城。吕碧城回函云：“所云秋碧城女史，同时而同字，
事亦甚奇。惟伊生于名地，阅历必深，自是新学中之
佼佼者。若妹则幼无父兄教授，僻处乡隅，见闻狭
隘，安敢望其肩背。然既属同志，亦愿仰瞻风范，但
未识其性情能与我辈相合否？伊到津时，望即函
示。”吕碧城对“秋碧城女史”的存在有些惊讶，表示
愿意会面瞻仰其风范。吕碧城该信函中虽颇多自谦
之词，但还是透出对与秋瑾会面的一丝丝忧虑：担心
秋瑾性情与自己不相合。

按常理，二人都提倡女权，应该有共同话题，更容
易交流，甚至有可能会成为惺惺相惜之“闺蜜”。但事
实是，吕碧城对秋瑾之观感并不太完美。

1904年6月，秋瑾到天津拜访吕碧城。吕碧城
拿到大公报馆役转交的秋瑾名帖：“犹忆其名刺为
红笺‘秋闺瑾’三字，馆役某高举而报曰：‘来了一位
梳头的爷们！’”通过馆役的描述，吕碧城了解到秋
瑾是着男装的，在那个时代绝对是特立独行的装
束。在见到秋瑾后，吕碧城对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她
的着装：“盖其时秋作男装而仍拥髻，长身玉立，双
眸炯然，风度已异庸流。”秋瑾的装扮、气质，是挑战
吕碧城审美观的，因为吕碧城刚刚21岁，正是喜欢
华服的年纪。虽然她也说秋瑾风度异于俗流，但其
实这只是一种礼貌性地赞赏，或者说源于吕碧城修
养的一种对人尊重的态度。因为吕碧城不认可秋

瑾这种着装风格，这一点由多年以后吕碧城对与秋瑾
回忆里可以看出来。吕碧城在《予之宗教观》中回忆秋
瑾来访一事，说：“都中来访者甚众，秋瑾其一焉……主
人款留之，与予同榻寝。次晨，予睡眼蒙胧，睹之大
惊，因先瞥见其官式皂靴之双足，认为男子也。”（《予
之宗教观》）此处“主人”指英敛之。秋瑾被英敛之热
情挽留，晚上就被安排跟吕碧城同屋而眠。但第二天
早上，当吕碧城睡眼惺忪之际，看到秋瑾穿着官式皂
靴的双脚，以为是男子卧于榻上，着实被吓了一跳。

这样的叙述，昭示出吕碧城对秋瑾着装风格、审美观
不认可的心理。

在秋瑾着男装的行为，以及吕碧城不认可秋瑾着
装风格的背后，其实是二人性情与世界观的差异：秋瑾
虽是女性，但却不屑做女子，其《满江红》词中有句云：
“苦将侬强派做蛾眉，殊未屑！”这样的词句实则透出秋
瑾看轻自己性别的潜意识，恰也是彼时社会女性没有
社会地位的现状之于秋瑾内心的投射。秋瑾性子很
烈，其《满江红》词中还有“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
儿烈”这样的句子，透着秋瑾对彼时男权社会对女子社
会地位压制的不甘，于是便选择以男装示人，表示对现
实的反抗。如此性情之秋瑾有不惧死亡的意志，所以
选择“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走上革命道
路。而彼时吕碧城恰双十年华，初出茅庐就得到英敛
之、傅增湘、严复等社会名流的加持，并任《大公报》编
辑，生活得相对自由、独立，自述“持世界主义……而无
满汉之见”，故而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另外，最重要
的一点，吕碧城在内心并不看轻、否定自己的女子身
份，而是在认可自身性别的前提下，认可女性美，
所以双十年华的吕碧城很喜欢打扮自己，喜欢美
衣华服。吕碧城与秋瑾虽然都提倡女权，但吕碧
城是在认可性别差异的前提下提倡女性解放，要
求与男子拥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吕碧城能写出
“流俗待看除旧弊，深闺有愿作新民。江湖以外留
余兴，脂粉丛中惜此身”这样的诗句，秋瑾能写出
“苦将侬强派做蛾眉，殊未屑”这样的词句。

如此性情不同之两位女权主义者同屋而宿之时，秋
瑾曾劝吕碧城跟她一起东渡扶桑，“为革命运动”，但吕碧
城确定自己与秋瑾之间“道不同”，故而没答应秋瑾。此
后秋瑾独自进行革命活动，吕碧城则“任文字之役”，继续
走教育救国的道路。

虽然吕碧城不认可秋瑾的革命道路，但秋瑾在日
本创办《中国女报》时也得到了吕碧城的支持。在吕碧
城记忆中，《中国女报》发刊词是她所写：“彼在东所办
女报，其发刊词即予署名之作。”但学人已考证出《中国

女报》发刊词署名秋瑾，第二期《中国女
报》发表吕碧城《女子宜急结团体论》一
文。吕碧城一直以为秋瑾所办女报的发
刊词是自己所写，在秋瑾遇难之后，甚至
害怕受到牵连而心怀惴惴。严复在给外
甥女的信中说吕碧城，“自秋瑾被害之后，
亦为惊弓之鸟矣”。有人说吕碧城与秋瑾

感情深厚，秋瑾遇难后冒着极大的风险为其收尸，这是
毫无根据的。而且有关史料表明，为秋瑾收尸者是秋
瑾另外一个闺蜜。1915年，吕碧城写过一首凭吊秋瑾
的诗：“松簧交籁和鸣泉，合向仙源泛舸眠。负郭有山
皆见寺，绕堤无水不生莲。残钟断鼓今何世，翠羽明珰
又一天。尘劫未消惭后死，俊游愁过墓门前。”这首诗
是吕碧城游览西湖，路过秋瑾祠时所作。首联与颔联
均描摹秋瑾祠之环境，颈联与尾联是吕碧城的感慨，意
思是说跟秋瑾比起来，自己很惭愧，做不到像秋瑾那样
为理想而喋血。但也仅限于此，吕碧城这首诗并未体
现出对秋瑾有特别深厚的感情，只是一种感叹而已。
一如她在《予之宗教观》中感慨秋瑾就义这件事一样：
“当时讵料同寝者，他日竟喋血饮刃于市耶……殆成仁
入史亦有天数存焉。”

综观吕碧城与秋瑾之间的交游往还，二人因“碧城”
名号而结缘，但在大公报馆有过“同屋而宿”的缘分之后，
便因性情与世界观的不同而各奔东西，再也没有见过面，
也没能产生深厚之友情。

吕碧城与秋瑾的交游
孙爱霞

天津红学丛谈（十五）

《红楼内外看稗田》自序
陈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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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把看画的累着
——为画家侯春林送行

姜维群

沽上
丛话

得到同情、理解和关心
雷中江拿出家制的土布，照

实对中年人说：“俺是雷新庄的，
拿自己家里织的布，去安徽换点
吃的。”
中年人抚着雷中江的肩膀说：

“我是县委的，姓焦，叫焦裕禄。我
们没做好工作，让你们受苦了。你
们去吧，路上注意安全。”
雷中江外流碰上干部未受批评

处理，反而得到同情理解和关心，干
部还诚恳检讨自己工作没做好，颇
有唐人“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良吏情
怀，顿觉嗓子有些痒，眼角也湿润
了。雷中江没敢看那个干部的脸，
估计他眼里也盈满了泪水。他真正
掂出干部“路上注意安全”叮嘱的分
量，还在嗣后。
1963年7月15日，兰考县公安局

呈送给焦裕禄和县委领导的一份报
告，展现了一组令人触目惊心的镜
头——城关公社老韩陵大队五爷庙村
李富德，外流途中冒险钻火车头被轧
掉；仪封公社三合庄村李雪和陈富生，
外流时双双被火车轧死；仪封公社代
庄村刘耿氏和代洪占，外流期间先后
被火车轧死；仪封公社圈头村房月亮，
外流跳车被火车轧死；爪营公社代砦
大队袁登山，外出扛粮被火车轧死；红
庙公社红庙大队秦家廷，外流抢扒火
车被摔死……
若干年后，雷中江才知道，当年在

火车站碰到的是县委主要领导。他还
听说，因兰考外流人口多，焦裕禄受到
上级批评。但县委在千方百计安顿群

众的同时，仍实事求是通知社队“对全队
人员进行排队，生活困难而需外出者，经
过生产队批准，开给证明”。为稳定群众，
减少伤亡，焦裕禄还布置将外流亡人案例
编成提纲，教育全县群众。这些细节，使
他流下了眼泪。

五十五年后的一个秋日，我在东坝头
张庄，见到了刚从焦裕禄干部学院授课交
流归来的雷中江。当年在车站巧遇焦裕
禄的青年，已年满八十，迈入老境。谈及
往事，老人不胜感慨：“焦书记在兰考时间
不长，人们怀念他，是因为他指出了让我
们生存的办法。”

2018年5月20日下午，我在兰考县委
常委、武装部政委朱晓峰陪同下，来到焦
裕禄掀起干部思想转变波澜的兰考火车
站。昔日穷困闭塞的灾区，今日坐拥地
处欧亚大陆桥和与“一带一路”紧密相连
的巨大优势，全方位构筑起立体化四通
八达现代交通网络。兰考东临京九铁
路，西依京广铁路，陇海铁路贯穿东西，
郑徐高铁途经兰考产业聚集区并设兰考
南站，连霍高速和日南高速公路绕城交
叉而过，从县城一小时可达新郑国际机
场。地处枢纽和中原经济区核心地带的
优越区位，使兰考成为全国交通最发达的
县（市）之一。

牛帮子找事儿
牛帮子先在前面的柜上看货架

子，架眼儿里都摆着嘛样儿的鞋，嘛
样儿的帽子。然后又凑在柜台旁边，
看来了主顾，伙计怎么做买卖。再然
后就溜达到后面绱鞋的地方。这时
后面已是一大间，能坐下十来个人，
有绱鞋的，也有做帽子的。牛帮子在
铺子里转悠了几天，觉着自己都看明
白了，就开始说话了。先说柜上的伙
计，跟主顾说话太客气，这么低三下四
不行，咱是拿鞋卖钱，又不是跟他要
钱，至于这么说话吗？柜上的伙计做
买卖都是学徒学出来的，当初一入行，
师傅就是这么教的，牛帮子是个外行，
在这儿指手画脚，伙计就不爱听。有
个叫年四儿的小伙计，跟牛帮子顶撞
了一句，牛帮子登时急了，说他敢跟掌
柜的顶嘴，立刻要轰他走。年四儿这
才知道自己惹祸了，赶紧哭着央求牛
帮子，说下回再也不敢了。但牛帮子
还不依不饶，说要立规矩，愣是把年四
儿赶走了。接着就是铺子后面。在铺
子后面绱鞋的这几个师傅，都是一直
给“福临成祥鞋帽店”绱鞋的，铺子要
的式样、具体要求，包括鞋帮鞋边儿鞋
底儿鞋面儿的宽窄薄厚儿，针脚儿大
小，来子都有详细规定，不用说，心里
就都清清楚楚。这侯家后还有两家鞋
帽店，可没开两年就都关张了。来子
跟这几个师傅说，知道为嘛吗，这俩铺
子都是外地人开的，咱天津这地界儿
最讲手艺，甭管嘛事，就俩字，地道，咱
的鞋帽店虽不是百年老号，活儿也不
能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其实百年老号

也就是这么干出来的。这时牛帮子来后
面，一见绱鞋师傅做的鞋都是细细的小
针脚儿，缝得不光密，还瓷实，就连连摇着
头说，这么干可不行，咱这买卖要这么实
在，还不得赔死？他拿起一只纳了一半
的鞋底子比画着说，鞋是穿在脚上的，谁
没事儿还总掰着脚丫子看鞋底儿？你多
缝几针少缝几针没人知道。
这几个师傅里，有一个叫吴铁手儿

的，绱鞋不使锥子，半寸多厚的鞋底子也
能直接用针扎。这吴铁手儿当年是老朱
手把手儿教出来的，活儿最细，也最地道，
几个绱鞋师傅都服他。牛帮子却早就看
着这吴铁手儿不顺眼。他每次说话，别的
师傅都不吭声，唯独他，敢顶嘴，说家有千
口，主事一人，不能鸡一嘴鸭一嘴的，我们
到底听谁的。又说，现在这么干，是牛掌
柜交代的，要改弦更张可以，得牛掌柜亲
自发话，咱来铺子干活儿，只听牛掌柜的。
也就是吴铁手儿的这几句话，一下

又把牛帮子惹了。
牛帮子走过来，问吴铁手儿，你知道

我是谁吗？
吴铁手儿一边低头绱着鞋说，我不

管你是谁，爱谁谁。
牛帮子问，你真不知道？
吴铁手儿说，不想知道。

63 29 哭泣女孩
做慈禧太后的侍从，最难过的关

是睡眠不足。太后有起早的习惯，每
天黎明5点钟太监就敲德龄的窗子
叫醒了她。到了太后宫里几乎整天
都得站着，连用膳都不能坐下来吃，
而且穿着“花盆底儿鞋”只能直挺挺
地立着，腰腿想打个弯儿，活动一下，
身体都难以保持平衡。太后有睡午觉
的习惯，侍从这时才能坐下来打一会
儿瞌睡，但每天得留一半宫眷静坐在
太后宫里候着，大家轮流值班。

进宫第一天还没轮到德龄值夜
班，她在御前侍立了一整天，回到自己
房间瘫坐下来，瞌睡即刻难以抑制，身
子疲倦得不能动弹。

想到今后得值夜班，她真想大哭
一场。夜里太后睡觉要有两个太监、
两个宫女、两个老妈子，加上两个宫眷
整夜不睡值更。身份够得上宫眷的不
足十人，也就是说四五天她就要轮上
一次熬夜。不仅是体力上的消耗，更
苦的是精神紧张。就连太后上朝她们
也得跟着，躲在屏风后面恭候。别的
宫眷此时可以坐在远处低声聊天，德
龄得立于屏风后面倾听，散朝后太后
会询问她的见解。外国使节觐见太后
时双方的交谈内容涉及国内外事件，
她只有了解朝政才能当好翻译。

这么一天天熬下来，初到
宫中的新鲜感、兴奋劲儿已经
淡漠，野鸟入笼般的束缚、前途
无望的茫然、少女内心的寂寞，
渐渐地弥漫开来，驱赶不走，积
郁胸中的压抑难以纾解。宫中

处处都有太后的人在盯着你，就连在自己卧
室里也不能失态，谨防隔窗有耳。
好容易有一天太后娘家来了亲属，聊

家务事不需要她站班伺候，她才偷得半日
闲，独自一人跑到园子里散散心。
来到了颐和园长廊，她瞅瞅四周无

人，一屁股坐在长凳上大声哭泣起来。她
一边哭一边问自己：我是不是得了思乡
病，想家了？可是，家在哪里？东京、巴黎
是故乡吗？那都是异国他乡啊！可是我
在那里度过了快乐的童年、少年时光，巴
黎的夜晚，看舞剧，听歌剧，参加舞会跳到
后半夜，回到家5点钟才睡觉，可是来到宫
里5点钟就得起床了……我心里非常寂
寞，非常孤独，我是豪华奢侈宫殿里的一
个囚徒……父亲爱说“回到北京”，可是，
北京是故乡吗？家里在京城的房子被义
和团烧毁了，如今连一处家宅都没有……
满族的故乡在关外，可是父亲祖上本姓徐，
并非满族，后来才归了正白旗汉军旗……
妈妈的父亲又是美国人，她的故乡在哪

里？我为什么来到这深宫大内？
还要在宫里呆多久？出了宫又到
哪里去……妹妹多幸福哇，贪玩
儿，跳舞，吃好吃的，宫里人都拿她
当小孩子。我比她大不了几岁，怎
么心里就这样苦，这样苦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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