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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彤

宝坻黄庄大洼深处的回家庄，出了个鹭园，这个离
我老家近在一步之遥的村子，也因鹭鸟热闹起来了。
这个鹭园已经闹腾几年了，起初我并不以为然，不就

是个小回庄子吗？童年时就去过那儿，打过草、拾过柴，一
个小果园子，落下几只麻雀是有可能的，挑剔、高贵、漂亮
的白鹭能到那儿休养生息、繁殖后代？
今年“五一”假期，我应邀陪客人来到了这个鹭园，人

家告诉我，清晨和傍晚，是鹭鸟出发和返回的最佳时
间。下午5点，太阳已经西斜，晚霞色彩
渐浓，车子还没爬上果园前的大堤，就看
到湛蓝的天空下，一群一群、一片一片的
鹭鸟纷至沓来。远处望去，似是白云的
涌动，又似波浪的翻滚；似是凌空飞翔的
战鹰，又似舞动天空的仙女；似是飞撒飘
落晶莹剔透的雪花，又似婀娜多姿摇曳
灵动的美扇。晚霞折射着它们的靓丽，
它们又变换着不同的美姿，与红彤彤的
晚霞相互交织，飞碟一般，密密麻麻，整
个天空美轮美奂，成了鹭鸟的世界。此
时，诗人杜甫“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
鹭上青天”的诗句，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
力，改写成“不见黄鹂鸣翠柳，一片白鹭
盖果园”更为合适。

刹那间，盘旋在果园上空的鹭群，各自瞄准跑道，
开始俯冲下来，奔向巢穴。果园由绿变白，绿白相间，
每棵果树间用干树枝搭起错落有致的巢穴，如天然的
草帽扣在了树杈之间，遥相呼应，鹭鸟安详地窝在这
里，乐享其成，整个果园挂满了白色、黑色、红色、黄色，
分别代表着小白鹭、中白鹭、大白鹭、夜鹭、牛背鹭等家
族的住地。它们各个身姿矫健，啼鸣婉转，追逐嬉戏，
每棵树上像是长出了繁星朵朵的棉花桃，好不壮观。
刚上大堤，远远就听到整个果园树林间都是咕噜咕

噜的鹭鸟叫声，震撼天地。下了堤埝，我们登上近三米高
的观鸟台，只见众多的摄影爱好者、护鸟者持“长枪短
炮”，分别占领观鸟台两侧有利地形，近距离拍摄鹭鸟的
生活细节、孵化过程。观鸟台就在这果园中心，四周都是
鹭鸟的巢穴，有时鹭鸟打起哈哧的出气声，就能吹拂在人
脸上。4月至9月是鹭鸟发情、产卵、孵化期——如孔雀
开屏一样、支棱起羽毛的鹭鸟正在发情交配，窝心半蹲半
坐的鹭鸟隆起翅膀翘起尾巴正在产蛋，卧在巢穴不动的
鹭鸟正在孵化。鹭鸟的产卵期约为一周，孵化20多天才
能有小鸟出壳，整个孵化期为一个月。这个季节正是小
鸟快速成长的时候，每天鸟爸爸鸟妈妈出去觅食喂养小
鸟，到傍晚太阳快落山才归巢。

原来这小回庄子还藏着这样天然打造的宝贝，这
鹭园名不虚传，名副其实。一个网孔位置好，我把脑袋
伸出去，一只雄性大白鹭突然从头顶上飞过去，落在了
眼前树的巢穴前。一只雌性大白鹭顿时从窝里移了出
来，只见5个鹭蛋已发出亮光，雄性大白鹭马上孵在了

鹭蛋上边。主人老李告诉我，它们正在孵化期，一般是雌
性负责孵化，雄性负责打食儿，但雄性有时也做简短的孵
化替换。
快看！快看！小鹭鸟破壳而出了。我赶紧奔了过去，

这个巢位离观鸟台只一米左右，看得更清楚，壳蛋皮被鹭鸟
爪子抛了出去，另一只蛋壳也破了，雌性鹭鸟依次用爪子抛
了出去，5只黄绒绒的小鹭鸟脱落出来，咿咿地叫着偎在母
亲的肚子下，雌性鹭鸟用羽毛把它们包得严严实实，不停地

左右遥看，保护着自己的孩子。
这只鸟怎么脑袋上长着两个细

长细长的翎子？老李告诉我，这是
小白鹭鸟，它与大白鹭鸟最大的区
别是后者头上没有这个翎子。我饶
有兴趣地围着观鸟台，听老李介绍

这果园里的大白鹭、中白鹭、小白鹭、夜鹭、牛背鹭等鸟
种。老李拍拍我：“您看，这棵树上卧着的这个头大体壮，
顶冠黑色，颈及胸白，颈背具有两条白色丝状，羽背蓝色，
两翼及尾黑色，那是夜鹭。”我抬头一看，远处那只怎么头
颈与背都是黄色？他告诉说：那是牛背鹭。我有些好奇，
怎么叫牛背鹭？一旁来自北京的摄影爱好者告诉我：在南
方，这牛背鹭一般都会站在坝地水牛的背上，因此起名叫
牛背鹭。今天也太长知识了。
这时，长期在这里做研究的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

院的翟教授告诉我：这个鹭园是中国北方最大的孵化基
地，鸟巢达3000多个，鹭鸟旺期高达2万多只，每年孵化
出鹭鸟1万2千只以上，全国14个鹭鸟种群，这里就占7
个。我暗暗赞叹，这也太厉害了！站在观鸟台上，徜徉在
这绿白相间的果园里，望着千姿百态绣着各色漂亮羽毛的
鹭鸟，我忽然有了疑问，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怎么成
为它们的栖身之地？是什么吸引它们到这里安家？
教授告诉我：“鹭鸟是浅水啄食动物，胆子小，这里在大

堤下，离喧闹的公路、村庄较远，环境僻静，周围都是湿地，
仅稻田就达几十万亩，给它们提供了充足的食物链，非常适
合鹭鸟的生活习性。”
穿着迷彩服的天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志愿者王杰也

赶来了，他在2016年夏天就驾车在宝坻青龙湾河边拍到数
量不少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鹭鸟。凭着职业敏感，刘杰一
直追寻这些鹭鸟，终于找到李井海果园的栖息地。动物的
习性是不受人左右的，这里太幽静了，哪里的环境适合它
们，它们就到哪儿去。“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老李傻了，

心中激荡着一种责任。
闲聊中，我才知道，这个土里土气，满脸灌满庄稼人厚

道、朴实的主人——58岁的老李、李井海可是鹭园的大功
臣，没有他就没有这个鹭园。2002年，他承包了村里50
亩荒地栽苹果树，建起了苹果园，年产30万斤苹果，收入
十几万元。2015年，几只不速之客大白鸟飞到果园里，他
挺好奇，也不知道是什么鸟，看着挺好看，没赶它们走，后
来越来越多，白色、灰色、古铜色，不下几十种。老李慌了，

鸟在苹果树上栖息，把盛开的苹果花踩烂
了，苹果大量减产。进而它们还在树上做
窝，鸟的粪便是酸性的，果树就不结果了，4
万块钱的承包费也没了着落。妻子和他急
了：“你赶快把这些鸟赶走！”老李皱着眉
头：“哪能赶走啊！”“赶又赶不走，你说怎么
办？”她听说给果树多喷烈性农药，鸟就不
来了，她试探着问井海。李井海坚决不干：
“喷了农药鸟万一毒死怎么办？再说即使

鸟走了，苹果卖给谁，不能昧良心。”2018年，老李的果树
基本绝收了，一家人没了基本收入，妻子好久不理他。
刘杰他们寻觅到这，积极与市有关部门沟通，建立野

生动物保护站，天师大实验基地也落户这里，帮助老李在
园子里用钢管、脚手架、木板搭建起了简易的观鸟台，摄
影爱好者、观鸟护鸟者积极为他捐款，当地政府给予支
持，交上了4万元的承包费，老李干起了专业的爱鸟护鸟
事业，而果园却成了副业。
鹭鸟是有灵性的。时间长了，老李和这鸟有着天然的默

契，鹭鸟的一个展翅、一个飞翔，老李都心领神会；老李一投
足，一个眼神儿，鹭鸟也看得清清楚楚，两者形成生命共同
体。每次刮大风，不管是白天黑夜，老李都急匆匆地赶到鹭
园，整理好被风刮歪了的巢穴、救助卡在树枝上的鸟，发现
受伤的鸟，就及时送到救护站或师大基地治疗；刚出壳的
小鸟吹到地上了，他俯下身子，双手捧着呵护着把它们送进
窝里。这么多年，在树杈上也卡死了一些鹭鸟，老李不但绝
不食用，还把它们埋在树下，表示对鹭鸟生命的尊重。

这些年，老李最兴奋的是每年初春第一批鹭鸟返回，
他从早到晚站在大堤上盼着盼着，像迎接久别重逢的亲人
一样。尤其是牛背鹭和白鹭都有恋旧巢的习惯，先来的会
抢占位置最高、朝阳的旧巢，晚来的只好在下面重新搭窝，
看着鹭鸟衔树枝搭窝或重修旧巢的场面，老李的心情无法
形容；最难受的是十月秋凉，鹭鸟要飞回南方，老李依依不
舍，几天吃不好睡不好，看着鹭鸟一群群飞走，心情很是失
落。而支撑他精神不败的就是鹭鸟给他带来生命中无法
替代的快乐，几经崩溃却没有倒下，因为有走肯定还有回，
他盼着那一刻，这也成为他最大的幸福。
日头落山了，红彤彤的彩霞燃遍了天际，远处一群群

鹭鸟，伴着这大片的红颜盘旋飞来，最后一批返回了巢
穴。站在大堤上的老李，也和它们交融在一起，伴着这个
光，踩着这个霞，向我们挥手致意！

上图：晨曦中的鹭鸟；下图：日落鹭鸟归巢。

李大钊在北京的10年曾先后居住
过8个地方，我曾寻访过他早期居住过
的皮库胡同和竹竿巷。但李大钊故居纪
念馆是西城的文华胡同 24 号，这是
1920年春至1924年1月，他与家人在
京居住时间最长的居所，当时的地名为
石驸马大街后宅35号北
院。李大钊没有置过任何
房产，此处亦为租住。故
居内，我感受着暖暖的温
馨与祥和——
李大钊是一位非常疼

爱孩子的父亲。在这里，
他为孩子弹琴，他教孩子
唱歌，他同孩子们扫雪堆
雪人儿，他教孩子们写字
念诗，他带孩子们逛街购
物游山景，他既同孩子在
一起谈古论今，也提醒黄
昏中看书的孩子注意保护
眼睛，他甚至亲手为孩子
们制作军棋……
李大钊是一位非常热

爱生活的文人。他喜爱家
乡的皮影戏，还写过在当
地被称为“影娟”的皮影剧
本《刺伊藤》，讲述朝鲜人
安重根刺杀日本首相伊藤
博文的故事；他喜欢美术、
故事和书法，也喜欢瓷器、
古玩和菊花，他兴趣最大
的是买书和藏书……

然而，在北京的万安
公墓，在李大钊先烈的墓
前，我想到的却是他就义前后那些至今
不太为人熟知却仍感天动地的故事——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当日
便开始受审。《世界日报》和《晨报》报道：
“李着灰棉袍，青布马褂，满脸须，精神甚
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称为马克思学
说崇信者，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
不晓。”此后审讯中，他“直认真姓名，并
不隐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对于
共产学理及主义，均承认崇信不讳，俨然
一共产党领袖之气概”。

当监狱逼写供词时，他在3千言的
《狱中自述》中不无自豪地书写着壮怀激
烈的一生：“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
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厉行其
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当种种残酷的刑罚拷打他，折磨他，

用竹签扎进他的指甲缝，最
后竟剥去双手指甲，以威逼
出所谓的罪证时，他独揽其
责，侠肝义胆：“今既被逮，唯
有直言。倘因此而重获罪
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唯

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
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

当敌人以高官厚禄劝降时，他从容作
答：“大丈夫生于世间，宁可粗布以御寒，晚
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断头流血也应保持
民族的气节，绝不可为锦衣玉食，去向卖国

军阀讨残羹剩饭。”
4月28日临刑前，刑官说

若对家属有话，可缮函代为转
交。李大钊说：“我是崇信共
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
家；为主义而死，份也，何函
有？”下午两点，“首登绞刑台
者，为李大钊先生，闻李神色
未变，从容就义”。当时报纸
报道，李大钊一生“茹苦食淡，
冬一絮衣，夏一布衫”“常年不
乘洋车”。他的工资除全家维
持生活外，其余全部用来接济
贫寒的青年学生或作为革命
的经费，所以“身后极为萧条”
“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
烂”。赵纫兰带子女从拘留所
回来时，家中仅剩一元钱。5
月1日，赵纫兰同子女回乐亭
原籍。

6年后，赵纫兰携子女从
老家来到北平，将停放在宣武
门外下斜街妙光阁浙寺的李
大钊灵柩安葬到香山万安公
墓。鲁迅等100多人捐款，胡
适等前往妙光阁致祭。有挽
联写：“南陈已囚，空教前贤笑
后死；北李如在，那用我辈哭

先烈。”而在囚禁中的陈独秀正被人问到，
都说南陈北李，你比他如何？陈答，差之远
矣，南陈徒有虚名，北李确如北斗。人问，
自谦乎？陈答，真言实语，毫无虚饰，李对
同志的真诚非一般人可比。寒冬腊月，将
自己新置棉袄送给同志，青年同志到他家
去，没有饿着肚子走出来的。英风伟烈当
与天地长存。

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1933年5月29
日的深夜，鲁迅在写李大钊：“在厦门知道
了这消息之后，椭圆的脸、细细的眼睛和胡
子、蓝布袍、黑马褂，就时时出现在我的眼
前，其间还隐约看见绞首台。不过，热血之
外，守常先生还有遗文在。他的遗文却将
永住，因为这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
丰碑……”

站在大钊先烈墓前，感受他对理想信
仰的不弃，对威胁利诱的不屑，
对家境窘迫的不顾，对死亡来
临的不惧，种种高风亮节正响
亮回答着——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总可以令人惊叹地排除万难
争得胜利……

5月2日，我从网上看到一条消息：“著名红
学家胡文彬与世长辞了”，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
睛。平日和文彬先生微信频频，怎么会这样突
然？我带着疑问发信息给好友南开大学宁宗一
教授，宁老回信：“当然是！昨天下午两点二十二
分仙逝。”多年不见，我一直想去北京看望文彬先
生，如今竟成为不可能的事情了，不由得勾起记
忆中与他相识、相交的光阴岁月。

我和文彬先生的相识源于多年前的一次文
化考察活动，时任中国红楼梦学会秘书长的文
彬先生来天津，我是接待者之一。《红楼梦》是我
喜爱阅读的著作，一直想以彩塑艺术形式表现
“红楼梦”人物，文彬先生给我很大鼓励，于是在
我的彩塑艺术生涯中有了《曹雪芹像》《女娲补
天》《通灵识双真》《冷月葬花魂》《寒塘渡鹤影》
《刘姥姥进大观园》《宝黛读曲》《元妃省亲》等
作品相继创作出来。当文彬先生知道我创作人
物众多的《元妃省亲》《曹雪芹像》，选入在哈尔
滨举行的首届“红楼梦”国际研讨会的博览会上
展出，他非常高兴。文彬先生不仅把我带进“红
楼梦”学术研究大门，而且推动了我的彩塑艺术
创作，后来这一系列彩塑作品相继在国内外很
多城市展出，取得较大反响。

用“良师益友”比喻文彬先生再恰当不过
了。记得他住在人民出版社宿舍时，居住条件
简陋窄小，但每次我去拜访都受到他非常热情

的接待，他不厌其烦地讲述学问、
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态度，平易近
人，丝毫没有学者架子。文彬先
生还是我和香港导演李翰祥相识
相交的牵线人。1992年，我的“金
瓶梅”系列彩塑相继在徐州、广州
以及新加坡国立文物馆展出后，

引起国内外媒体推介，很快被李翰祥知道了，他
通过文彬先生找到了我。文彬先生把我带到北
京团结湖水碓子李翰祥的家，没想到进去一个
很普通的单元房，通过一个木梯跳过窗户走过
一个夹道的尽头，却见到又一处房子，当我进入
这别有洞天加盖的建筑时，不禁惊呆了，外墙与
周围并无异样，房内却是富丽堂皇美轮美奂。
我跟随文彬先生，面对突如其来的场景，仿佛再
现“刘姥姥进大观园”的窘相，稀里糊涂地就上
了二层客厅。见到这位大名鼎鼎的导演，他慈
祥的笑容、风趣的谈吐，很快使我惊慌的神智镇
静下来。他开门见山地讲“金瓶梅”艺术，很有
兴致地看我的“金瓶梅”彩塑照片，直言不讳地
褒贬，同时介绍他在电影中的创作和设想。自
那天后，李导每逢到京都要电话约我一聚。
1992年秋，李导从黄宗汉那要了一本天桥资料
送我，并要我塑“天桥八大怪”彩塑，还讲述了
他对三拨儿八大怪的独特见解。

胡文彬先生一生为“红楼梦”事业呕心沥血，
令人敬佩，他还曾担任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
的副监制，从筹备到拍摄，文彬先生都起到了很大
的推动作用。翻阅昔日诗作，我曾于1993年岁末
作【长相思】一首，寄赠胡文彬：“贺新春，念文彬，
红楼文坛长耕耘，茹辛论古今。彩有情，塑有情，
彩塑红楼硕果丰，感君携手红。”在追思胡文彬先
生的日子里权作纪念吧！

很难想象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要是没有电灯，无数
个漫漫长夜要怎么度过。本周推介的佳片《电力之
战》的主人公，正是那个把五光十色的夜晚带入我们
生活中的人——大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

当爱迪生刚1岁的时候，英国物理学家、发明
家约瑟夫·斯旺就开始着手研发电灯了，后来还申
请了第一个白炽灯的专利。甚至在此
之前，德国发明家亨利·戈培尔也早已
试验出了能维持照明400个小时的灯
泡，只可惜他没能及时申请专利。所
以，爱迪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将灯泡
的发明进行了改进。但为什么人们现
在只记住是爱迪生发明了灯泡呢？因
为他找到了延长灯泡使用寿命的方
法，降低了成本，并将它送进了千家万
户。这个过程异常艰辛——爱迪生试验了1600
多种材料，经历了几千次实验。
当爱迪生将炭化灯丝的点亮寿命从40个小时

延长到170个小时的时候，其实他还
想改进，并不想急于公布结果，但他
的支持者们渴望股票赶紧疯长，于是
擅自将电灯诞生的消息刊载在报纸
上。这必然招致其他发明竞争者的
质疑和争先抢注专利。于是爱迪生
不得不紧锣密鼓地宣布，要在10天

后的1879年12月31号，在他的实验室门洛公园举
行亮灯展示。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农夫百姓，都从美
国各地蜂拥而至，对实验室点亮的几十盏电灯赞叹
不已。当然这个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不仅有醉酒
的科学家对这些电灯极尽侮辱之词，还有人企图破
坏线路使其短路，更有昧良心的媒体用了“爱迪生惨

败，新年夜欺骗顾客”这样的标题进行诽谤。每一个
推动历史进程的事件背后都何其坎坷，正如《电力之
战》一样，爱迪生跌宕起伏的一生才刚刚开始。

10年、60稿，《电力之战》的剧本经历了漫长
的创作过程。编剧迈克尔·米特尼克在进入耶鲁
大学戏剧学院的第一天，就被要求写一个带有历
史思考的剧本，他一下就想到了卧室墙上挂着的
爱迪生海报。起初他觉得爱迪生只是个疯狂的科
学家，结果当他看到爱迪生和威斯汀豪斯为了世
界电力标准而进行的这场商业大战时，他非常惊

讶，这里面不光蕴藏着诽谤和暴力，还牵扯着发明电
椅的秘密。他当时就在想，这不就是被人忽略了的
宝藏故事嘛！于是，漫长的创作过程开始了。因为剧
本的背景从1880年开始横跨了13年，而且里边还包
含很多技术含量很高概念的内容，他必须要确保完全
没接触过物理的13岁孩子也能够看懂，要面临巨大的

挑战。好在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剧本最终
进入了好莱坞著名的“黑名单”，也就是高评
价、还未制作的剧本库。而且所有的主角几
乎都是出演过漫威这种商业大片的演员。

片中饰演爱迪生的是英国演员本尼迪
克特·康伯巴奇，也就是那个让福尔摩斯的
卷毛造型深入人心的卷福，他演完这部戏
后说了这么一段话，说他那两个当时还非
常年幼的孩子，第一次看到灯光亮起又熄

灭的时候，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惊奇。他觉得这件事
非常直观地在提醒我们，爱迪生给人类带来了多么不
寻常的事情。而且《电力之战》里所诠释的爱迪生，不
仅仅是个发明大王，还是一个冲锋陷阵的企业家，讲
的是他在申请了灯泡专利之后，和当时美国的另一个
实业巨头威斯汀豪斯针锋相对的商业大战，看完之后
绝对会让你认识一个意想不到的爱迪生。

5月22日21:55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
约《电力之战》，5月23日14:44“佳片有约”周日影
评版精彩继续。

《电力之战》：
一个意想不到的爱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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鹭鸟停驻的地方
张伯苓

盐碱地能治
“家里有几口人？”
“一共三口，老头子董宪德赶集

去了，儿子在海南岛当兵。”
“你家今年收了多少粮食？”
“收得不少，这是今年的豆子。”

李桂香捧起一捧黄豆给毛泽东看。
“咋跟辣子籽一样大呀？”

毛泽东见豆粒又小又瘪，望着随行的
地方领导同志，不由轻轻喊出声来。
李桂香叹口气说：“今年生蝗虫

啦！”农妇一声叹息，令毛泽东大恸于
心。他看着屋里的陈设，只见迎面靠
墙摆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一上
一下贴着两张像，上面一张是毛泽东
像，下面一张是南海大士画像。
毛泽东看着李桂香家贴的两张不

协调的像，若有所思地笑了。新中国
的建立，使世代当牛做马的贫苦农民翻
了身，有了自己的土地。人民感谢共产
党，相信会带领他们建设美好家园，但
对黄河灾害能否治理得好仍心存忧虑，
免不了乞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
“这是毛主席像，那是老奶像！”李

桂香指着两张挂像说。
毛泽东望着老奶像说：“旧社会我

家也挂过，现在不兴挂啦！不过你就
是挂上，也没有妨碍。她不吃你咧，也
不喝你咧！”李桂香闻听此言，望着酷
似墙上挂像的来客，憨厚地笑了。
毛泽东走进李桂香和丈夫住的房

间，摸摸床上的被褥，忍不住问道：“怎
么连个柜子箱子也没有哇？！”
李桂香取下挂在墙上的馍筐，指

着筐里的蒸馍让毛泽东看：“如今俺的

日子好过了，不愁吃，不愁穿！”
毛泽东走出房屋来到院里，看见在打

谷场遇到的农民王廷选，便指着附近一座
瓦房问：“住瓦房那家是啥成分？”
“是贫农。”
“贫农怎么住这么好的房呀！”
“他家烧砖瓦窑。”
这时，赶完早集的董宪德肩背褡子回家

来了。董宪德进门就认出了毛泽东，喜不自
胜地拉着毛泽东的手，要他在家里吃早饭。

毛泽东握着董宪德的手，微笑着问：
“你今年多大了？”“毛主席，我是属马的！”
董宪德快活地回答说。

毛泽东朗声笑道：“咱俩一样大！”
在众人的欢笑声中，毛泽东问：“你们这

里都是盐碱地吗？”“都是盐碱地。地不少，
就是不收多少粮食。”董宪德说着，两眼望着
毛泽东，满眼都是期待：“这盐碱地能治吗？”

毛泽东迎着这个纯朴农民的目光，肯
定地说：“能治……”

一幅爱民图。一阕陈情曲。一片鱼
水情。一本教科书……

人民领袖晨起入村，微服私访，喜煞
百姓，陶醉中州。

赴兰考履新以来，焦裕禄从县委领导
和资料惟妙惟肖的描述中，无数次回放过
这一令人神往的场景。

小闺女儿嫁到张家
这下小闺女儿哭了，立刻就要跟

大虎回去。但想了想，又说，今天还
不能走。大虎问，为啥？

小闺女儿说，还有点事，明儿一
早吧，你先找个地方住下。

兄妹俩约好，大虎就先走了。
第二天一早，小闺女儿就跟着大

虎回武清了。
来子这才明白了。这些年，他一

直在想当初那最后的一晚。小闺女儿
当时跟他说，这辈子除了他，她谁也不
嫁。还说，她一定等着来子，也让来子
等她。现在再想这些话，她当时应该
已跟她大哥约好，第二天一早就要回
武清了。这时，来子看着眼前的小回，
心里一酸，嗓子又一热。显然，也就是
那一晚，他俩就有了小回。

小回又说，当年她娘回去，家里的
生意已经又不行了。这时李显贵躺在
炕上，大虎不光身子骨儿不行，人也窝
囊，顶不起家里的这爿生意，于是买卖
就又垮了。李显贵见债主子整天上门
催债，说的话也越来越难听，眼看着就
要搬东西封门，就把小闺女儿叫到跟
前，拉着她的手说，他死了倒好说，可
难办的是她大哥，她大哥天生窝囊，只
怕自己一死，就得让债主子赶到街上
去。李显贵流着泪说，他这一辈子虽
没混得太像样，可也要个脸面，总不能
自己死后，儿子上街要饭。这时小闺
女儿的肚子已经显形儿，也跟家里说
了，这回要不回来，就在天津嫁人了。
这时，就跟她爸说，您说吧，让我怎么
帮我哥。李显贵问小闺女儿，还记不

记得张楼村的那个张同旺。小闺女儿
说，当然记得，要不是他，我当初也不会去
天津。李显贵说，这两天，他又让黄掌柜
捎话来，说小闺女儿虽然怀孕了，他也不
嫌，只要小闺女儿同意，他还愿意娶她。
李显贵说，就当为了爹，也为救你大哥，你
就答应这张同旺吧。
小闺女儿一见爹已说到这个份儿

上，只好咬牙答应了。
这以后，小闺女儿就嫁到张家。后

来生下小回，取名李香香，小名叫小回。
小闺女儿后来告诉她，让她叫小回，是让
她记着，她爸在天津，将来有一天还要回
去，找她爸。
来子问，这次，为嘛来天津？
小回说，这个张同旺，本来一直对她

娘儿俩挺好，可前些日子死了。他一死，
几个儿子为分家产闹起来。后来越闹越
乱，小闺女儿是个姨太太，自然没有跟他
们争的份儿。这时小回已经大了，她妈
也不想让她夹在这几个儿子中间，这才
让她离开张家，来天津找她爸。
来子叹口气说，没想到，你妈这些

年，这么不容易。小回见了来子，一直没
流泪，这时一听这话，眼泪就流下来了。
她说，她出来时，她妈反复叮嘱，真找着她
爸了，告诉他，千万别去看她。

67 33 建议画像
希腊神话传说天神宙斯有九个

女儿，通称缪斯女神。她们主管所有
文化艺术方面的事情，比如今文化部
的管辖范围还要宽泛。这不，分管绘
画的缪斯女神飞到紫禁城和颐和园
的上空来了，她给了美国驻华公使康
格的夫人某种昭示。

康格夫人忽然有了个艺术灵感，她
立即请求觐见慈禧太后。“两宫回銮”以
后，清廷和美国的关系不错。据传在入
侵北京的八国联军中，虽说美国兵第一
个在天安门城楼插上了星条旗，但美军
表现得还不算最残暴。由于美国宪法
的制约，美国也没有提出在中国设立
“租界”的要求（美国曾在天津分到一小
块“租界”，后来私自并入英租界）。而
且，美国把清廷的赔款用于招收中国
“留美幼童”的教育经费，还准备在北京
援建一座医院（即后来的协和医院）。
在列强瓜分中国的险恶形势下，美国聪
明适时地扮演了开明角色，后来的事实
证明，其实他们获取了最大的利益。当
时，清廷也正需要在列强中找一个拉拢
对象，愿意通过美国改善同西方的关
系。于是，清宫大内与美国驻华公使馆
有了比较多的交往。

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的夫人是个精
力充沛、热情洋溢的女人，她和慈禧太
后建立了比较好的私人关系，
太后几乎从不拒绝她的求见。

1903年春天，这位太太
向太后建议邀请一位名叫凯
瑟琳·卡尔的美国女画家，来
为太后画一幅肖像油画，送到

美国圣路易博览会上去，让美国人民都能
瞻仰太后的风采。
慈禧听了这番话，脸上显出了很窘的

样子。出于礼貌，她表示谢谢康格夫人的
好意，但是给了这样的答复：“什么事我都
不能一个人决定，凡是重要的事情我总得
先和大臣们商量。”
康格夫人哪里晓得，场面尴尬的原因

是，在旧时代中国只有人死了才画像，那
时没有照相术，有钱人家请画师给死者画
“影”，出殡时供“影”的轿子叫“影亭”。“影”
供奉在祠堂里，是给后代子孙祭祀用的。
没有一个清朝臣子敢向太后提出这种

胆大妄为的建议，然而这个主意是康格夫
人出的。她当然是为了向其国内显示自己
丈夫多么有能力，自己展开的“夫人外交”
多么有成效。既然她没有歹意，太后也就
不会草率拒绝，得罪了美国人因小失大。
事情暂缓答应，太后向裕家母女三人

垂询：“油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一定要我坐着来画像，能不能

叫别人来替代我？”
“我不知怎样才能婉转谢绝

康格夫人的要求……”聪明的德
龄从“老祖宗”的口风已经听出来
了，她不会为这等小事拂了康格
夫人的好意，继而得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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