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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当年，辛弃疾登上北固山，发出一
声千古浩叹：“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
楼。”而他的这声浩叹，回荡千年，在我的
垂髫之年，便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了。

北固山的“诗眼”自然是北固楼。北固
楼历史悠久，始建于东晋咸康年间，曾与
黄鹤楼、岳阳楼齐名，号称“长江三大名
楼”。最早在此留下诗句的名人，当数南
朝梁武帝萧衍，他在大同十年（公元544
年）登临北固楼，不光写下一首《登北顾楼
诗》，还挥毫题写了“天下第一江山”六个
大字，可谓盛赞有加了。

然而，当我登上北固山顶却多少有些失
望，北固山海拔只有55.2米，只能算个“小山
包”，就其险峻奇伟而言，似乎与这个“天下
第一江山”的名号，有点名实难符。疑窦存
乎内心，脚步随山路转。一路上都在思忖：
这北固山的卓异之处，又在哪里呢？

伫立楼头，凭栏北眺，只见秋云净爽，
江天一色，楼头塔影，尽收眼底。我是从对
岸的扬州城自驾而来，心中与江北无隔。
然而，当年的梁武帝又当如何呢？在他眼
中，长江即是边界，北地即是他国。他目
中所见的江北之景却是可望不可即——
那种感受断非此时我所能体会。据说当
初梁武帝登楼后，还发了一句感慨：说此
山“作镇作固，诚有其绪。然北望海口，实
为壮观。”原来，他对北固山的所有赞誉，
都归结于那“北望”二字上！

顿时领悟到：梁武帝的诗何以题为《登
北顾楼诗》，北固楼——北顾楼，北顾者，北
望也。一个南朝皇帝来此登楼，已是“驾
临”疆界之极，此山此楼，只能“作镇作固”，
成为江防前线了。如此“壮观”的江山，难
道当不起本朝的“天下第一”吗！

由此观之，北顾楼改名为北固楼，应该
是别具一番深意。这不唯标示着此山此楼
在南北对峙的漫长岁月里，其战略功能与
一统江山时期判然有别，而且反映出彼时
登楼观览者的视角和心态也是迥然不同

的。沿着这个思路，我匆匆回溯了一下历代
诗家描写北固山的诗词，蓦然发现：凡是南
北统一、长江无隔的年代，诗人们所写的诗
词就很少关乎家国之忧思、兴亡之慨叹，若
唐代王湾《次北固山下》有句云：“乡书何处
达？归雁洛阳边。”诗人的“乡书”送达之地
是洛阳，那时还是自由通达的；中唐诗人张
祜也写过一首《题润州李尚书北固新楼》，全
诗尽是对山景的描摹，看不出有什么国家兴
亡之叹。即便到了北宋时期，王安石《泊船
瓜洲》时，也只是对景怀乡而已——“春风又

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与其同时代
的诗人曾巩在《甘露寺多景楼》诗中，还以
壮阔的诗笔，写下了视野辽远的句子：“一
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餐风。”这说明
当时的诗人，就其胸襟眼界而言，还是两岸
无隔的。大文豪苏东坡也有一首《采桑子》
专写北固山多景楼，他写得轻松俏皮，笔触
中虽有“乐事回头一笑空”的叹惋，却看不
出半点沉重。

然而，88年后，陆游也来到北固山。此
时的北固山已然是南宋与金国的对垒之地，
陆游的心境已与前辈诗人们迥然不同。他
在北固山上写下一首《水调歌头》，可谓悲怆
慷慨，壮怀激烈，其上阙词云：“江左占形胜，
最数古徐州。连山如画，佳处缥缈著危楼。
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往事忆孙
刘。千里曜戈甲，万灶宿貔貅。”自古道“江
山不幸诗家幸”，正因为有了山川之助，才有

了这首被誉为“陆词第一”的豪放之作。
陆游登楼的25年后，陈亮也登临北

固。此时的南宋已是一片歌舞升平，而陈亮
却反对“偏安定命”，倡言北伐却不获帝王受
纳。当他登上北固山，积郁的激愤和久蓄的
豪情顿时如江水奔流，一泻千里——在他的
名作《念奴娇》中，陈亮开篇怒问：“危楼还
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
认作，天限南疆北界。”真是一语中的，点破
了此山此楼竟然化身为“南疆北界”的尴尬
境地，并直接申明自己的主张：“正好长驱，

不须反顾，寻取中流誓。”何等激昂慷慨，何
等痛快淋漓！
真正将北固山推上千古“词山”之巅峰

的，自然非辛弃疾莫属——“何处望神州？
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
悠。不尽长江滚滚流。”这首《南乡子》，写
于嘉泰四年（1204年），距离陈亮在此发出
激愤之词，刚好又过去了25年。此时的辛
弃疾以65岁高龄出知镇江府。凭栏北望，
失陷的故土依稀可见。这不正是他当年从
江北一路奔杀南渡之处吗？对他而言，当
年拼死渡江，不就是为了打回江北，光复故
国吗？然而，四十多年过去了，故土依旧深
陷异邦。辛弃疾此时的感慨，自然要比陆
游、陈亮等人，要更加痛彻更加深沉——北
固楼，在他的眼中诗中乃至心中，已幻化为
一个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登楼方能向北
望，北望方能见神州！

在辛弃疾的另一首名词《永遇乐·京口
北固亭怀古》中，他联想起三国的往事，千
古江山依旧，却再也找不到像孙仲谋那样
的英雄帝王了；接着，他又联想到曾经率军
北伐的南朝宋武帝刘裕，灭南燕、收巴蜀、
入关中、灭后秦，真是“气吞万里如虎”。
而今，辛弃疾却只能顾影自叹：“四十三
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这里的一个
“望”字，令人思绪绵绵……

辛弃疾的这一“望”，让北固山瞬间化
作一座凝聚着英雄悲叹的天然纪念碑；这
一“望”，也令北固山从此名标青史，光耀神
州，成为一座无可匹敌的千古“词山”——
不是吗，比之于泰岳之雄伟，匡庐之奇秀，
黄山之峭拔，华山之险峻……北固山这个
“小山包”固难望其项背，但是，单就宋词风
韵而言，北固山却是绝对的“单项冠军”！
“词山”自有吸引词人的独特魅力。距

辛弃疾的“北固双璧”诞生又过去了480年，
一位年轻词人从北地南来——这就是清代
词人纳兰性德。他于1684年随康熙帝来到
镇江，登上北固山，极目远眺，只见长江浩
渺，滚滚东流，千古英雄，如今安在？于是一
首《梦江南·江南好》脱笔而出：“江南好，铁瓮
古南徐。立马江山千里目，射蛟风雨百灵
趋。北顾更踌躇。”好一个“北顾更踌躇”，活
脱脱画出这位敏感的满族词人的内心纠结。

纳兰匆匆去后，又过了273年。镇江
上空飞过一架专机，机上坐着另一位豪放
词人——毛泽东。那天刚好是1957年3
月20日下午，毛泽东从南京飞上海途经镇
江。这座城市他从没来过，闻知下面就是
镇江，他临窗下望——这是古代词人从未
有过的一个视角，真是“背负青天朝下
看”——他俯瞰扬子江，凝视北固山，不由
得心有所动，随即要来纸笔，挥毫写下了辛
弃疾的“北固双璧”……

如今，这两幅笔酣墨浓、神完气足的书
法作品，就高悬在新建的北固楼大厅里，供
后人们驻足静观，神驰遐想……

天津一直是红学的重镇，1995年
就成立了“天津红楼梦文化研究会”，
每年开展学术交流活动。随着改革开
放的到来，天津和全国一样，迎来了文
学艺术的春天，红学也进入了生机勃
发、全面繁荣的新阶段。

在文物的发掘方面，水西庄红学
探源和“庚寅本”《石头记》问世，可谓
两大亮点。

1997年召开的“水西庄文化研讨
会”上，韩吉辰提交了《水西庄与大观园
探源》一文，提出“水西庄为《红楼梦》大
观园原型之一”的观点，得到了红学大
师周汝昌的响应，从而开辟了红学研究
的新课题。他从规模宏大、
水面为主、与皇室的巡幸活
动相关、为作家所熟悉等几
个方面进行论证，有一定说
服力和影响力。又以天津
西沽“别名黄叶村”的记载
为依托，推出曹雪芹曾避难
水西庄并在天津西沽著书
的大胆畅想，这还有待进一
步发掘求证。

2011年，庚寅本《石
头记》抄本在天津沈阳道
古玩市场被发现，2014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影印出
版，这是当代天津红学文
物的重大收获。虽然如今
真伪之争尚无定论，但多
数学者从“红楼梦旨义”
和几处标示的“庚寅”字
样，认定这是一个略晚于
甲戌、己卯、庚辰本的晚清过录本，是
珍贵的《石头记》早期抄本之一，具有
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此外，通过对
宝坻、武清的曹家“受田”遗址和西沽
一带的田野调查，红踪芹影时隐时
现，也很受关注。

在红学文献整理研究方面，具有
全国影响的是周汝昌。改革开放后，
他以空前的热情投身到自己所钟爱的
红学事业，开启了《红楼梦新证》之后
第二个创作黄金期。几十年间，出版
了以《石头记会真》为代表的周氏群书
达五十种之多。他在作者生平、版本
汇校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他把《红楼
梦》提升到文化小说的高度，并定位于
“新国学”；他提出红学应包括曹学、版
本学、探佚学、脂学“四大分支”，招致
一波接一波的讨论，将红学研究引向
深入；他在《天津日报》等重要报刊上
开办多个专栏，普及红楼文化。这一
时期天津红学文献的重要成果还有朱
一玄的《红楼梦资料汇编》、王振良的

《民国红学要籍汇
刊》和赵建忠的《红
楼梦续书考辨》等。
《红楼梦》文本

研究一直是天津红
学的重要方向。
2013年天津红楼梦研究会会刊《红楼梦
与津沽文化研究》创刊号上，特辟“天津
红学历史成果选载”栏目，选载了周汝
昌、朱一玄以下，包括叶嘉莹、余英时、李
厚基、汪道伦、宁宗一、鲁德才、滕云、陈
洪、赵建忠、郑铁生、任少东等三代红学
学者代表作各一篇，展示了天津红学研
究的总体实力。2019年,知识产权出版

社推出赵建忠主编的《天津
〈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
丛书，共收入老、中、青三代
学人的十部著作，也是当代
天津红学实力的一次集中展
示，在红学界产生了较大影
响。此后，天津还出版了多
部红学专著，可谓硕果累累。

新时期在红楼文化的
生成与传播方面，出现了全
面繁荣的景象，百花争艳，春
色满园。京剧、越剧、评剧、
话剧等多个剧种争芳斗艳，
影视也成了《红楼梦》更广泛
传播的媒体。天津电影制片
厂等单位还摄制了四集电视
连续剧《曹雪芹梦断西山》。

新时期的天津曲坛，更
是群芳争纷，万紫千红，焕发
出勃勃生机。鼓词、岔曲、单

弦、时调、坠子等各个曲种齐备。在京津
两地组织的几次红楼专场演出，好评如
潮。1984年为了纪念曹雪芹逝世220周
年,赴京进行了《红楼梦》专场演出，1985
年由春风文艺出版社汇集为《红楼梦曲艺
集》出版，收录了各类曲目26种，代表了当
时天津曲艺的最高水平。
在天津颇具特色的工艺美术领域的

红楼文化图像传播同样值得关注。民间
画、文人画、泥塑、面塑、刻瓷、大观园模
型、押花葫芦等，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多有红楼题材的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
彩塑被定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名录，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红楼题
材的文人画更是异彩纷呈，杨德树、彭连
熙、贾万庆等一大批书画家龙蛇竞笔，各
显神通，为津门的红学园地添彩增色。
天津红学，薪火相传，有无限的发展

空间，定会越来越红火。
系列文章“天津红学丛谈”至此刊发完

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杨仲
达的系列文章“《曙光》走笔”。 ——编者

在宋代，砚台作为“文房四宝”之一倍受
文人雅士的喜爱，据说当时用一方名砚竟能
换来一顶七品乌纱帽，难怪北宋大书法家米
芾嗜砚如命，当宋徽宗赐他一方端砚时，竟
兴奋得如痴似癫，将砚揣入怀中，“余墨沾渍
袍袖”也不在意。然而，当名砚作为“雅贿”
之物时，却失去了其风雅，被清正廉洁者拒
之门外。
北宋初年，有一个官员想送给宰相吕蒙

正一方宝砚，但知其一尘不染，怕碰壁难堪，
便说要卖给他，夸耀此砚非同一般，一呵气
即润，不需注水，湿润后即可磨墨作书，并说

10文钱卖给他。吕蒙正顿时明白了，如此
砚中之宝只要10文钱，且登门推销，其背后
目的不言自明。于是，他对“卖砚者”说：“此
方宝砚即使一天能呵出一担水来，也不过只
值10文钱。我还是不要了。”
无独有偶，王安石也曾遇到过这样的宝

砚。王安石善诗好文，且酷爱收藏文房四
宝。于是，有一个地方官员投其所好，送来
一方宝砚，并当面称赞宝砚的好处：呵之即
可得水。王安石听了后，笑着反问他：纵得
一提水，又能值几何？羞得那人无言以答，
只好收起宝砚灰溜溜地走了。
像吕、王这样拒绝“雅贿”、两袖清风的

官员在宋朝不乏其人，《宋史》有包拯“不持
一砚归”的故事。宋康定元年
（1040年），42岁的包拯调任端
州（今广东肇庆）知府。端州盛产
端砚，此前的知府趁着进贡之机
大都敛取是贡数几十倍的端砚，
来赠送给当朝权贵。包拯却命令
制造的端砚仅仅满足贡数即可，

不得借机层层盘剥。他在任期间没拿一方
砚台回家。这段佳话千百年来被代代相传，
还被演变为一个美丽的传说：在包拯离任归
朝时，男女老幼不约而同地来到码头，为这
位“青天”送行。一些士绅官员发自内心地
相赠礼物，但都被包拯一一谢绝了。官船在
一片依依不舍声中沿江而下，当来到羚羊峡
时。本来万里无云、风和日丽的天气突然狂
风乌云，浊浪翻滚。包拯感到事有蹊跷：莫
非手下人背着自己私受贿赂，藏于船上？他
立刻把随行人员叫来身边盘问。他的书童
连忙跪下，禀告说曾私下替大人收下一方端
砚，放在了船上。包拯当即命令书童快快将
砚取出。这块端砚，外用黄布包裹，砚身雕
龙刻凤，鸲鹆眼碧绿晶莹，果然是方罕见宝
砚。包拯拿起端砚，瞧也没瞧，随手将其抛
入滔滔江水中。江面顿时风平浪静，云开日
出。后来在端砚下沉的地方隆起一片沙
洲。包裹端砚的黄布，落入水里，顺流而下，
变为一片沙滩。这就是肇庆“砚洲”和“黄布
沙”的由来。这段传说虽然带有神奇色彩，
但似也说明了“举头三尺有神明”的道理。

北宋熙宁年间，杜谘知端州，下令禁止
砚工开坑取石制砚，而把砚石全部霸为己
有，人送外号“杜万石”。此人贪得无厌，居
然还打发人去羚羊峡江中打捞当年包拯扔
的那方端砚。清乾隆年间，番禺训导莫元伯
曾作《砚洲怀古》诗云：“一笑解行箧，沧波信
手投。臣心真似水，天意忽成洲。沙月淡相
映，秋江澄不流。当年杜万石，曾此泛归
舟。”歌颂了包拯玉洁冰清的廉洁形象，讽刺
了杜谘欲壑难填的贪婪嘴脸，形成了鲜明的
对比。如今在肇庆的丽樵楼上有一副对联
颂扬包拯“不持一砚归”的高风亮节：“星岩
朗曜光山海，砚渚清风播古今。”

明代高濂《四季幽赏录》中有“冬时幽赏十二则”：
湖冻初晴远泛。雪霁策蹇寻梅。三茅山顶望江天雪
霁。西溪道中玩雪。山头玩赏茗花。登眺天目绝顶。
山居听人说书。扫雪烹茶玩画。雪夜煨芋谈禅。山窗
听雪敲竹。除夕登吴山看松盆。雪后镇海楼观晚炊。
隔着四百年，古人冬天12件赏心乐事，纸上拂过，终不
觉得远，其乐融融，让人觉得雅致清新，意犹未尽。

古人之乐，在于找乐。那些快乐，乐在哪里？一
乐真趣，一乐真意，一乐清欢。

连续多年的暖冬，让我忘了曾经挂在屋檐下的
一串晶莹冰凌。一有雪来，微信朋友圈里，满城欢
呼。从前，天极寒，河面封冻，儿时曾在家乡被冻得严
严实实的小河河面上溜冰，打陀螺。现在，江南的冬
天，没有从前寒冷，河面结冰的事情，几乎难遇。最羡
慕高濂，那时家住钱塘，雪后初晴，家童划着小船，船
桨敲击冰片，发出清脆声音，此刻怡然自得，怕是其他
人所得不到的，老头儿不禁拍舷而歌。

从前日子慢，冬天骑一头毛驴踏雪寻梅，并不是一件
稀罕的事情。一头蹇驴，走起路来，腿脚不太好，倒是与
我相宜相配，就像现代人，爱车无需太好，能代步就行。
高铁年代，无奈梅花年年开，毛驴却少有。在我所在的这
座滨江古城，最后一次看到毛驴，是在四十年前，它在老
街坊的磨坊里，拉着一爿石磨，一圈又一圈，在原地拉磨，
驴为主人做事，哪有工夫寻梅。

风雅钱塘，去过几次，却不知三茅山在哪里？反正
西湖周围有不少山。古人看宽阔的江面升起漠漠寒

烟，重重的山峦盖着皑皑白雪，江上片片船帆如银梭飞
渡。隐在树林中的村户，屋瓦似寒玉般晶莹。这样就
想起有年岁末，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滞留在越中山间，
此时刚好雪霁，但天阴，山树如钩，山峦犹翠，即便是在
冬天，犹有水墨意境。
西溪道中玩雪，对普通人来说是件奢侈的事情。

我去杭州，在时间上顶多不出二日，过一宿，第二日便

返回，哪有时间在西溪道上浸淫，在路边塑小雪人，押
着古人的韵，流露今人的表情，慢慢欣赏这江南的美
景。有一位定居此地的书友，在微信上告诉我，喜欢
快走运动，这几年跑遍了钱塘山水，坦言现实中的生
存压力太大，我跟他开玩笑，在大城市生活，在山间
怀念，他看后哈哈大笑。
冬天的12件乐事，无法一一亲历，非此时彼地的

天气环境，色彩、温度，快乐的成分，不能体验。
上了岁数的人怕冷，冬天坐在山间的屋前晒太阳，此

时茅草屋檐下的一丛梅花开了，有一邻居健谈，糍粑烤好

了一起吃，还自娱自乐，说书给人听。开心时拍手，不知
不觉，天色已经黑了。快乐的时光总是转瞬即逝，山间的
日子，每一天都是清欢。

冬日漫长，它的快乐，有点随性而为，随意不受约
束的意思。雪落松上，雪在石上，执一竹帚，扫雪烹
茶。茶经上说，雪水烹茶，乃上品，茶汤清亮，茶味香
醇，此时再拿出一张古画，细细品茶，慢慢赏画，此不
失为人生之大乐趣。
煨芋的意境十分美妙。一堆炭火，将息未息，一

点猩红，若隐若现，扔一二只山芋在火堆上煨，整个
夜晚，一屋子，都是山芋的醇香。
古人之乐，在于独乐，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飞雪是有声音的，扑入竹林的声音最雅。寒夜，

听雪敲竹，这样一种天籁，非快乐之心所能洞察、常
人所能体验。这样的夜晚，人不眠，听雪花飞舞的动
静，竹子发出窸窣之声，内心温暖，快乐而轻盈。
除夕晚上，杭州城里家家户户都架柴燃烧，火光照

亮了天空，敲锣打鼓，放炮点焰火，称之为“松盆”。此时
有着幽雅情趣的人，登到吴山的高处，往南北一望，只见
红光万道，火焰冲天，一片火云，把街巷照得如同白昼。
是啊，心情大好，冬将尽，春天已不远了。

人生只合钱塘老，雪霁的傍晚，约二三好友登上古城
楼，天光瞳瞳，四野洁白，泛着清幽之光，俯身低头，才发觉
一座城池，早已半城青山，半城水，炊烟袅袅，升腾人间烟火。

那些普通人的快乐，经过诗化与升华，而获得境
界，变得与众不同。 题图摄影：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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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台与清官
郑学富

古人之乐
王太生

兰考巨变的缩影
兰考火车站党总支书记李文

标，带我们穿过候车大厅走上站台，
打开手机展示了几幅摄于20世纪
60年代的车站老照片。昔日破败
的车站已旧貌难觅，潮水般的灾民
早已成为历史记忆。唯有改造后的
候车大厅依稀可寻当年的轮廓。跨
越时代的候车大厅，是1963年1月那
个风雪之夜，焦裕禄带县委一班人心
怀歉疚看望灾民的地方，也是那次载
入史册的县委会首项议程现场。兰考
干部思想转变就是从这里起步，慷慨
激昂奔赴抗灾第一线的！
我们从地下通道来到铁路南站

台，旅客中不乏衣着时尚的青年男
女。他们是度完周末正返回郑州的兰
考大学生。哦，从愁肠百结的逃荒灾
民，到阳光灿烂的莘莘学子，从遍地逃
票扒车的“铁道游击队”，到比肩继踵
的在校大学生，兰考车站的变化，是兰
考巨变的缩影。而历史性变化的起
点，则是风雪之夜县委一班人面对逃
荒灾民愧疚自责的候车大厅。兰考灾
民外流的零公里处，也是焦裕禄抓主
要矛盾根除“三害”、走出兰考新道路
决心形成的滥觞之地。
1990年，峨眉电影制片厂拍摄彩

色宽银幕故事影片《焦裕禄》，剧组在
火车站拍摄焦裕禄带领县委委员午
夜看望灾民那场戏时，一大批来自兰
考乡间的群众演员参加演出。当李
雪健饰演的焦裕禄和他的同事们走
进候车室，面对无数泪别故土踏上逃
荒路的灾民，满怀悲切地讲出，这些

都是我们的父老兄弟、骨肉乡亲，看到他
们大雪天拉家带口外出逃荒，我们心里是
啥滋味那段话时，人群中突然响起一位老
妇人的哭泣声：“焦书记，讨饭苦啊……”
顿时，年龄大的群众演员都揩起了眼泪。
“焦书记啊……”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
喊，群众演员的情绪完全失控，现场哭泣
声、呼喊声大作。

突如其来的戏外戏，感染和教育了
在场的所有人，也给这个铭刻着不寻常
历史节点的车站，留下了新的感人至深
的花絮。

提振干部精神状态的战役拉开序幕，
攻势便迅疾引向纵深。

1963年2月6日，焦裕禄发动参加县委
扩大会议的干部给县委一班人提意见，要
求意见与本人见面，对能解决的问题当场
答复，暂不能解决的问题研究后回复。焦
裕禄批评依赖救济和听任群众向丰收地
区转移是“越救越灾，越逃越荒”，剖析了
“上游太辛苦，下游打屁股，中游最幸福”
的错误认识，指出：“这种人脑子里有很多
怕字，怕苦，怕紧张，怕犯错误，干工作不
愿动脑筋，不愿动手，不愿学习，重要的会
议不记笔记，对下情一知半解，或者只知
不解，人云亦云，信假为真，没有肯定的结
论，回答问题总是估计、大概、差不多。”

“你别乱说话”
牛帮子点头说，那行，我今天就

让你知道知道。
牛帮子的意思是要轰吴铁手儿

走。可他不知道，这些绱鞋师傅都是
手艺人。手艺人跟伙计不一样。伙
计在街上随便就能找，可绱鞋师傅都
是几十年的功夫，想请都没处去请。
牛帮子这里还没轰，吴铁手儿自己就先
提出不干了，说，南市那边有几家鞋帽
店，早就想请他过去，他是看着这“福临
成祥”是老东家，还是做熟不做生，才一
直没好意思走。现在既然这样，再呆下
去也没意思了。这吴铁手儿一提出要
走，别的师傅也就都提出来，要跟着走。

牛帮子本来就不懂买卖上的事，对
鞋帽店这行更一窍不通。这些绱鞋师
傅辞活要走，也就没当回事，反倒觉着
这些人是借着这茬儿要涨工钱。心里
觉着好笑，俗话说走了张屠户，不吃带
毛儿猪，天底下仨腿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儿绱鞋的还不有的是。这天下
午就又来找来子，说要商量做帽子的
事。牛帮子刚去南市转了一圈儿，看见
几家鞋帽店的橱窗里都摆着各式的帽
子，有将军盔，有土耳其皮帽，还有海龙
水獭的三块瓦儿。牛帮子跟来子说，咱
这铺子不能光做毡帽儿礼帽儿，这能赚
几个钱，也得做点儿高级的，海龙水獭
的三块瓦，狐狸嗉儿的大翻檐儿。来子
刚去后面，把吴铁手儿几个师傅好说歹
说地挽留住，回来坐在账房里正运气，
这时一听牛帮子这么说，就压着火儿问
他，你知道海龙怎么卖吗？

牛帮子本来兴致勃勃，来子这一

问，眨巴着眼说，怎么卖？
来子说，把咱这铺子卖了，也不一定

能买一顶海龙的帽子。
牛帮子一听傻了。来子又说，我正

要找你，你坐下。
牛帮子一拨楞脑袋说，你有话说吧，

我站着就行。来子说，以后这铺子的事，
你别乱说话。牛帮子的眼登时立起来，
问，你这话是嘛意思？
来子说，我的意思是，你这么乱说

话，咱这买卖就没法儿干了，你轰走俩伙
计，也就轰了，可现在又要把绱鞋师傅都
轰走，你知道绱鞋师傅多难找吗？咱鞋
帽店卖的是鞋，没人给做鞋了，还卖嘛？
这几位都是咱二十来年的老师傅了，现
在一下都走了，这买卖还干不干？
牛帮子一听，这才没话了。
小回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来天津。

好在侯家后的地方虽不大，但很有名，一问
都知道，这样一路打听着就找过来了。可
到了侯家后，再一打听“狗不理包子铺”，说
是早在几年前就已搬到北大关去了。小回
一边问着人，又找到北大关。这时“狗不理
包子铺”的门面已经挺大，也更气派了。虽
还没到午饭的饭口，铺子里已经开始上人，
几个伙计正里外忙着。小回进来看了看，
叫住一个伙计说，要找高掌柜。

64 30 开一扇窗
来到宫里后，德龄的自尊心受到

的最大的伤害，是太后为容龄办独舞
演出。德龄心中想着：母亲也偏爱妹
妹，跟太后说了容龄会跳舞，太后就
让她在宫里研究舞蹈，不料还真捣鼓
出来一台节目！“老祖宗”还传旨趁中
秋节亲贵们进宫赏大家看她跳舞，那
风头儿出的！在巴黎时我也是邓肯老
师的学生呀，怎么不论在国外还是来
宫里，这种风光露脸的事儿都没有我
的份儿呢……

女孩子之间的这种嫉妒心理，德龄
从来没表露出来，但是已经埋藏在她心
里多年。“羡慕嫉妒恨”的种子已经扎了
根儿，伴随着她们的成长发芽、生枝、长
叶儿了！呜呼，既生瑜何生亮！

过了些年，德龄跟随丈夫去了美
国。两年的清宫阅历成了一笔独家财
富，上帝为她打开了一扇窗！她写的
《清宫二年记》先在美国一炮走红，随
之蜚声欧洲，成了一位著名的英文女
作家。

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她写了
那么多真真假假以清宫为题材的书，书
中却很少提到妹妹，甚至把妹妹的事移
花接木写到自己头上。同胞姐妹天各
一方，嫉妒的心思仍然在作怪……

话说当年裕庚公使在上海病危，
德龄、容龄随母赴沪探视。父
殁守孝，再加上慈禧太后自顾
不暇，姐妹俩这才逃过了重返
清宫一劫。德龄在上海嫁给
了一个美国人，随夫赴美国定
居。朋友聚会闲谈时总爱向

她打听清宫故事，她决定把难忘的清宫经
历写出来。
1911年，德龄写的《清宫二年记》在美

国出版，因其独家史料新闻价值迅速成为
畅销书，后来在欧美国家多次再版。1915
年由顾秋心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几十年
销量始终很大。这本书绝大部分写的是她
的亲身经历，清史专家评价可以作为回忆
录看待，也就是说有史料参考价值。但是
书中也由于她个人的局限性被后世专家指
出这样那样的错误。她难免给人一种文过
饰非、自我标榜之嫌，这倒很像美国人的性
格，而极少保留东方女性的含蓄内敛了。
德龄在美国以一部《清宫二年记》成名，

跻身于华裔英文女作家之列。出版商纷纷
找她继续约“清宫故事”，可是她仅在清宫呆
了两年，又是只在后宫侍奉慈禧太后，并未
参与晚清时期国际国内重大历史事件，哪有
那么多真实而又新鲜的“清宫故事”一写再
写呢？于是，她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靠文学虚
构的女作家了。后来出版的《瀛台泣血记》

《御香缥缈录》《清末政局回忆录》
《御苑兰馨记》等都应该归为小说门
类。但是，出于她个人的经历与特
殊身份，加上西方人不了解中国历
史，误导了许多人把她后来的虚构
作品也作为真实的史料来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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