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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实例
说近体诗的“格律”

给南开大学本科生开一门“唐诗研究”选修课，课
是先有一套格律教条？
难道律诗真的只是那些
“语言学
上出了个小题目，让同学练习：以李白《古风》第十八首
家”
归纳出来的几条
“格律”
吗？
不客气地说，
当代某些不
“天津三月时，千门桃与李”起句，写一首五言律诗，描
学无术的
“学者”
，
脑子中的
“古典诗歌”
只剩下
“格律”
二
乐亭靠海，
和家人曾经去过一个名叫捞鱼
绘春季之天津及感触，最初的考虑是让学生熟悉和实
字了，
其他皆无，
自从有了这种人为制定的所谓
“格律”
，
尖的渔村，那时我还年轻，但海鲜味道至今记
践一下律诗的“起承转合”
，用这两句作起句，后面可接
古典诗歌就真的死掉了！
谁敢说今人照着《诗词格律》亦
忆犹新。渔家的海鲜因为淳朴而更具海味。
写的内容空间相当丰富。这种“断章取义”
“借题发挥”
步亦趋造出的那些完全符合所谓格律的
“诗”
超过唐代那
都知道乐亭是李大钊的故乡，到捞鱼尖
本来也是古人作诗一法，怕学生误解，出题时还特意解
些天才诗人们不大符合
“格律”
的杰作？
真正的人文主义
张培锋
已到县境，颇觉接近了李大钊。他家那个村
释一番
“彼天津”
非
“此天津”。
一个基本态度就是根本无视这些人为规则，
只是随顺自
名为大黑坨，并非渔村，但是距海也并不远。
有些同学可能对我这个题目仍然感到困惑，因为
然，
尊重最基本的事实而已，
或者说，
“自然”
和
“事实”
才
李大钊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提议搜集民谚并
按照这个要求，此诗韵脚要从第一个韵
“李”
字，整首诗应该 篇《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 是最高评判标准而非其他，
这是其与古典主义最大的不同处。
发表，其中有两首涉及鱼，即说物产丰饶、渔
押仄韵了，而近体诗不可用仄韵几乎成为当代人编著的《诗 江雪。”这些难道不是好诗吗？品味这些诗作，再看那些指
中华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之所以逐渐丧失其根本精
农两利之意。这和天津的风俗相近。
词格律》之类书所悬的一条“禁令”。我本人虽然不怎么写 导人作诗的兔园册子，也大可“令人发深省”的！仄韵诗读 神，恰恰是那些号称“尊古”
“复古”
的古典主义者作祟，真不
京津冀毗连，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久，
古体诗，但也在大学教了多年
“唐诗”
之类的课程，怎么会不 起来既然有某种独特的韵味，为什么不可以作为“格律”的 知他们到底尊的什么古、复的什么古！我想重申一下自己
就可以到大黑坨。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李大
“八句体古诗”
，或称之为
“拗体”
，不也 的主张：
知道这条所谓“规则”呢？可以说，我正是有意这样做的。 一种形式呢？或谓之
中国文化的活力和希望在于它的变通性和创造力，
钊回一次乡，则远非现在这样容易。他写在
我阅读唐代诗歌时发现，近体诗押仄韵者本来很多而非某 只如钱锺书先生所谓造出一个概念、赠送一顶“帽子”吗？ 而绝非在于那些不可更改的教条！必须按照某些人为制定
1919 年八九月份的文章《五峰游记》载，某
些人所说的
“偶尔”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谓：
“有古律，陈 （
《七缀集·中国诗与中国画》
）
的“规则”行事，
“标准”固然标准了，
“规范”也规范了，很符
日晚八时由京奉线出发，次日早晨到达滦
子昂及盛唐诸公多此体。
”
所谓
“古律”
，
指律体尚未完全
“定
我见到有些诗词格律书，总结出若干所谓不可更改或 合“应试教育”
的原则，但抹杀了任何个性，更不允许独辟蹊
杨
州，再从滦河雇一只小舟，顺流往南，天到黄
型”，格律并不那么严格，而“盛唐诸公”恰恰是严羽本人最 不可触犯的“格律”来，比如“押仄韵”
“犯孤平”
“三平调”之 径，特立独行，
这真是一个好结果吗？
仲
昏还未上岸，渐渐才从舟人摇橹的声中，隐
为推崇的！岂不可思？
最后，推荐两篇学者的论文，一是卢盛江《殷璠声律说
类，然后举出唐代几位著名诗人如高适、李白、杜甫、李商隐
达
约透出远村的犬吠。居然要这么久。
押仄韵的七言律诗如高适《九月九日酬颜少府》云：
“檐 等人的一些作品，说明他们的作品哪些违背了律诗上述的 释疑——唐代文术论札记》，二是薛天纬《唐诗之“反七律
李家故宅那座青砖院落，我因拍摄纪录
前白日应可惜，篱下黄花为谁有？行子迎霜未授衣，主人得 “基本规则”。这真是太好笑了！殊不知唐代诗人的妙处、 体”
》，两文在“知网”上都可以找到。虽然都发表于十多年
片《曙光》曾经抵达。我熟悉的华北平原，那
钱始沽酒。苏秦憔悴人多厌，蔡泽栖迟世看丑。纵使登高 佳处或曰不可企及处正在此也！
前，但没有过时。读之，或可悟何为真正的唐诗精神乃至何
些村庄几乎千篇一律。这座建于晚清的院
只断肠，不如独坐空搔首。”押仄韵的五言绝句如柳宗元名
请认真思考和回答一个问题：
是先有律诗的创作实践还 为真正的人文精神。
落在平凡不过的村庄得以保留，才显得卓然
不群。门前尽是在太阳底下取暖的老翁，他
魏暑临先生的新著《
“津门三子”与荣园》作为
们大都了解大钊事迹，有的还知道家常故
“海河西岸记忆丛书”的一种，近日由天津社会科
事，但均以为平常。那一口古井和街上一棵
学院出版社出版，受到学界的关注和好评。我作
数百年的老槐，被摄影师抓住不放，又推又
为本书的责任编辑，见证了本书的创作和出版过
摇，拍了很多细节。这座滨海的故宅，我们
——读《
“津门三子”与荣园》
程，深感于书中讲述的荣园诗史和文人往事，对荣
去时所见到的，除去青砖的院子，树下的残
园的诗学内涵和以“津门三子”
为代表的天津近代
雪，还有一些家具旧物，被褥炕阁子之类，也
韩鹏
以来传统文脉传承与发展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不过就是这些。
正如魏先生在书中感叹的，天津人虽熟知人
李大钊 1927 年在《狱中自述》里讲过自
民公园（旧称“荣园”
），但大多不了解这座园林的诗意内涵以及 卓著，不但引领一时风雅，而且交游广泛，影响深远。但是迄今关
己的身世：
“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教养
与文人雅士的联系，当徜徉在其中水石亭台、花木禽鸟之景的时 于他们的研究成果并不多，系统梳理其生平事业的专著更未曾
成人……祖父年逾八旬，只赖内人李赵氏在家服侍。不久，祖父弃世。”又
候，无法想象多少年来文人雅士流连题咏的韵事前尘，不可不说 见。魏先生与
说：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钊在该校
“三子”
学有因缘，多年来致力于整理、研究
“三子”
的
是一种对桑梓文化的陌生与隔阂。为了弥补这样的遗憾，很多 学术文章和生平资料，在本书中为
“三子”
分别作小传，成为迄今可
肄业六年，均系自费。我家贫，
只有薄田数十亩，
学费所需，皆赖内人辛苦经
荷
文史学者致力于钩沉史料、述评古今，
以期引起世人的关注与兴 见最为系统研究“三子”的著作，对进一步开展相关研究有重要的
营，典当挪借，始得勉强卒业。”文字中其祖父、其妻子，虽着墨不多，但生活
花
趣，加深世人的理解与领会。本书梳理荣园史诗，贯珠成线，脉 学术价值和借鉴意义。
艰辛之态，已跃然纸上，
李大钊和这座庭院的故事也可推想一二。
双
络井然，资料丰赡，
饱含深情，读过之后，一定会刷新人们对人民
李大钊在其文《游碣石山杂记》中记载：
“ 予家渤海之滨，北望辄见碣
天津的乡邦文化研究如何更好地学以致用、古为今用，以学术
鸭
公园的认识，引起人们对园林诗咏的向往之情。
研究和创作带动今天文化事业的发展，正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课
石，高峰天际，盖相越仅八十里许。予性乐山，遇崇丘峻岭，每流连弗忍
图
建立在梳理荣园诗史的基础之上，本书的一个亮点是以张 题。一座园林的盛衰，固然与时代的升沉相关联，几代文人的雅
去。而于童年昕夕遥见之碣石，尤为神往。曩者与二三友辈归自津门，卸
（
伯驹的荣园海棠题咏为纽带，引出了对“津门三子”学术人生的 事，固然是风云际会中一个侧面的光影，但是，当我们以发展的眼
装昌黎，游兴勃发，时适溽夏虽盛炎不以泥斯志，相率竟至西五峰韩昌黎
中
祠一憩……”这篇文章发表在 1913 年 11 月 1 日北洋法政学会刊物《言治》
述评。
“津门三子”寇梦碧、陈机峰、张牧石三位前贤是天津近代 光，以学术的视野去看待、去思考，必然会发现面对作为历史延续
国
上，未久李大钊结束在天津六年的学习生活，东渡日本留学。而他在文中
以来传统文人的杰出代表，在诗词、昆曲、书法、篆刻等领域建树 的今天，我们有义务充分利用文史资源，借助文史研究，
与古为新，
画
鉴往知来。
所称，居然有他早晚在村中可以看见八十里外昌黎碣石山的情节，当时的
）
空气能见度，颇令今人大吃一惊。
从这个角度来说，
本书既有前人学术研究成果的集合，
又有作者
第
五峰山从属于碣石山，李大钊首登此山，是去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
提供的新资料、
新视角、
新课题。本书虽然主要述评一个园林和几位
季
四
文人的故事，
但更具有梳理、
延续津沽文脉的学术意义。
学校的那个暑期，他一生凡八次登山，乐此不疲。这篇文章所记的主要是
家
八
他和友人在此山居十日的情形。在给友人郁宪章的信中，他也讲到这次
增加诗意韵味的文史研究，增添人文温暖的城市文化研究，必
松
七
山居，称“入山以来，晨莫呼吸烟霞，日必攀松披榛，寻登绝巘，白云从足下
然能够更好地走进千家万户，拥有更多的读者，并引起更多人研究
三
飞来飞去……泉自高山留流下，激动碎石，声响清越，举手仰吸，翛然有羽
的兴趣。我们愿意多出这样的好书，为繁荣天津社会科学研究事
期
化登仙之慨矣。深泉濯足，长歌采薇，回山去也……”
业，为擦亮天津城市文化名片，
多做我们的贡献。
他 1917 年 5 月发表于《甲寅》的《旅行日记》的记载，和 1919 年专程上
山的行程不同，是先到昌黎登山，然后返回故里。火车亦自京奉线，途经天
津，抵昌黎，
下车投大德增客栈，再雇骡车上山。桃杏落尽，苹果残花点缀于
偶翻旧报，在 1941 年 5 月 1 日出版的《新武周刊》上， 姓为避难，纷纷投奔到周围村庄。其中去高坑村（今分为东 吉择黄。疏凿经始，于翰林庄。”
万绿丛中，舍车攀石，一路松风飒飒，山鸟相和，至韩文公祠，守祠人为他用
笔者发现一则这样的消息。据该文载，
四区藻汪淀，位于武 高坑、西高坑两个村）的较多，也有投亲靠友到四马营村（如
根据
“东南水窟，
曰维藻汪”
这两句诗，结合地图中翰林
松枝烹茶，并煮米粥一盂，菜蔬则是盐渍椿芽与酱腌鸡子，食之颇有清趣。 清县四区境内，地势低洼，由于连年积水，淀内一片汪洋。 村里的老李家、老韩家）、四高庄村落户的（如李德平家）”。 庄的方位，笔者可大致推测出，这个所谓的藻汪淀，应当是
由东面登望海峰，但见东南一带，
茫茫无际，
天水莫辨也。二时许，下山驱车
附近五十余村之农民，生计为之断绝。大多数村民被迫逃 四马营村民李铁，其祖父就出生在翰林庄，后搬到了四马营 在今大黄堡洼北部一带，属今大黄堡洼的一部分。据曾在
返大德增栈。
离家园，以致十室九空。汊百户乡朱乡长，目睹灾情惨重， 村，其子李宝中、李宝华曾一度回到翰林庄旧址寻找祖坟， 大黄堡教育办担任总校长的陈庆东先生转述，大黄堡镇东
李大钊所说的“茫茫无际，天水莫辨”，指的是山下海水。此山名碣石，
不忍坐视，乃联络大黄堡乡长及国区处长高季夫等，向县署 但未果。在原村庄的位置，尚有一个大土岗子，其上还有一 八里庄村有一位老人曾回忆说，
“藻汪淀”这三个字具体怎
即取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句意。在《曙光》拍摄之间，我曾经临山而
请求挖掘一道排水渠，以便排除沥水，
从根本上解除灾害而 个大
“碾砣子”
。此外，便是一些砖头瓦块。这之后，村里人 么写不清楚，但在当地人的口语中，
这三个字确实存在。其
救民命。在县署的支持下，四区集资 8 万余元，于 1941 年 3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了。
具体的区域，应当是在四马营村以西、四高庄村以北、黄沙
望，清晰地看见了渤海蓝色的海水。
前文说过的《五峰游记》记载的行程，
则是1919年暑期那次。就是那次山
月 25 日，组织六七千人的队伍开挖排水渠。挖掘方法系按
至于翰林庄的得名，很可能是因为这个村以韩姓为主， 河以东这一片苇田和洼地的水域，包括东八里庄村的八十
行，
李大钊写下了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下篇，
和上篇形成完璧。这部光 “一堤二河”
来安排，即开挖两条平行的沟渠，将开挖出来的 原称
“韩儿庄子”
，后讹变为
“翰林庄”
。当然，若该村出了一 亩地以及“黑岗子地”等。这位老人的口述资料，基本上验
辉著作，
是中国人最早的系统完整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作品，
对于推动马克思主
土方堆放在中间的一条土堤上。沟渠宽度在一
证了笔者的推测。至于这个地名为什么在
义的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依旧是雇佣驴车，
随后弃车步行，
一路石
丈三尺五寸至一丈四尺之间，深度为五尺。武
地图上没有显示，可能是因为它不是一个
清境内的渠长为三十余里，西起翰林庄，经大黄
正式地名的原因。由于在解放初期，大黄
径崎岖，
泉水潺潺，
到韩文公祠而住。韩文公祠未在此山之巅，
而是腹地，
登山，
下山，
复又登山即到。五峰山者，
是因有望海、
锦绣、
平斗、
挂月、
飞来五峰而得
堡乡东南出县境，入于宝坻县之普济河旧道，复
堡洼被确定为泄洪区。
“大黄堡洼”成为正
名，
而这五峰又恰如一座笔架，
又有
“天成文笔峰”
之说，
李大钊写作之所又在韩
经尔王庄东南行，入宁河县境内七里海。
“现在
式地名后，原来口语中的
“藻汪淀”
，也就渐
侯福志
文公祠内，
故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的写作也似天成。
武清业已全部竣工，从此武（清）宝（坻）二县一
渐被人遗忘了。
千方里汇水之区，将永变膏田矣。”
“轮车能过，苇舟可航。沥潦虽生，宣
在至韩文公祠途中有一清代石刻，三个红字乃是“白云乡”，脱化于《庄
文中所提到的四区，大致相当于今崔黄口、曹子里及大 位“翰林”，并以此得名，也许也有可能。不过，这需要进行 泄已畅。”这是刘尹如笔下的两条排水渠和一条土堤的状
子》名句“乘彼白云，至于帝乡”。李大钊山居所写《山中即景》一诗中亦有
黄堡三个镇域的范围。出于兴趣，笔者还想知道文中所言 深入的考证才是。
貌。而这两条排水渠，其位置大致与今大黄堡镇青上路东
“云在青山外，
人在白云内”
之句。
关于藻汪淀，在民国地图上没有查到。笔者曾查阅 侧的柳河干渠重合。柳河干渠开挖于 1959 年，开挖时，并
之藻汪淀与翰林庄的基本情况。在 1941 年出版的武清县
我们拍摄到此，是日雪晴，山中李大钊的立像和肩像都庄严肃穆，李
地图上，笔者找到了翰林庄这个地名（今已无存）。对比现 了康熙、乾隆及光绪年间的《武清县志》，也没有找到这个 非原地起土，而是充分利用了旧有的排水渠，而今青上路的
氏手书“昌黎五峰”亦熠熠生辉，天蓝得清澈，白云去留悠悠。李大钊《登
在的地图，笔者大致推测出它的方位。即其坐落在今大黄 地名。查 1995 年出版的《天津地名志·武清》一书，同样 路基，当为 1941 年开挖旧排水渠以及 1959 年开挖柳河时
楼杂感》有句“海天寥落闲云去”，胸中有海岳者，方可写得出来，非一般手
堡镇的北部洼地内，其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洼地，西南与务滋 也没有记载。这就奇怪了，旧报上明明有明确记载的地 的堆土形成的大堤。排水渠当时有两条，
另外的一条，应当
笔能及。
甸村相邻，东南是东丝窝、西丝窝及四高庄。另据大黄堡镇 方，为什么在古代却没有，现今的地图上同样也没有，这 是在青上路的西侧，但因青上路西侧一直为大面积的水面，
党史人物纪录片《曙光》拍摄已历五年，宏观要
沽上
四马营村老人回忆，翰林庄村历史上确实存在，当地百姓俗 是怎么回事呢？
所以，人们已无法辨别当时的踪迹了。
旨都在片中，而纪行采风，也颇可一提，故不限人限
笔者在
1941
年
5
月
14
日出版的
《新武周刊》
上，
曾到
称
“韩儿庄子”
，
过去只有十几户人家，
其位置在现崔黄镇所
值得注意的，为开挖这藻汪淀的排水渠，除县署、所在
地，凡印象深者，
信笔写来，以
“走笔”
为题，成一组文
丛话
属的西高坑村筐儿港堤以南一里地左右的地方。新中国成 了由四区办事处主任、诗人刘尹如所作的《武清县第四区藻 的四区政府共同拨付了六万元的补助经费外，原江西督军
章。
“走笔”
者，
本疾书速写，略以勾勒之意，然采访取
立前，该村庄周围很荒凉，加之距离周边村庄相对较远，故 汪淀排水渠工竣颂扬》的一首四言诗。其中有诗句曰：
“东 陈光远后人曾以崔黄口“振德堂”的名义捐助了两万元，这
经之路，山水中国，红色土地，都是用脚量尺，是为
该村经常“闹土匪”，
“村里被洗劫一空，把村子给平了。百 南水窟，曰维藻汪。历世酷患，忽臻泰康……辛巳二月，诹 一善举受到当地百姓的肯定。
“走”
笔。

《
曙
光
》
走
笔
（
一
）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海
天
寥
落
闲
云
去

园林与文人交织的诗学记忆

武清的藻汪淀与翰林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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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扇大门依旧敞开

我请教
“兰考通”
樊哲民。他肯
定地说：
“兰考没这么个人。
”
“张汉儒会不会在开封地委
机 关 任 职 ，或 是 开 封 地 区 其 他 县
的领导？”
有着活化石品质的老领导摇摇
头说：
“我没有听说过。
”
我请开封市委档案馆的同志帮助
查询，结果一无所获。
这时，我想起了曾任过原二十集
团军干部处处长的河南省军区政工
局局长李小平，请他设法在开封市委
组织部查询，未果。我给小平发短信
说，张汉儒当时很可能在省直机关任
职。省委组织部因焦裕禄未主持过
一个县的工作，不同意他一步到位，
张汉儒应该当过县委书记。但短信
发出后，小平未及时回应。几天后，
我再发短信催促。他回短信说，不好
意思，因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耽误了
一下，我马上请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帮
助查清！果然，小平很快将查明的情
况转我。
张汉儒是山西武乡人，时任河南
省委农村工作部办公室副主任，1925
年生，比焦裕禄小三岁，1939年参加
革命，比焦裕禄早七年。战争年代，张
汉儒任过区委书记兼区长和武工队队
长，新中国成立后，当过河南温县和沁
阳两个县的县委书记，还任过省委农
委调研处处长。显然，这是一位经受
过革命战争考验，基层、机关任职经历
和工作经验均丰富，有着第一等履历，
领导素质全面的优秀干部！

大河初心
高建国
作家出版社

张汉儒的出现，使兰考的历史面临
变数。
1963年2月15日，河南省委组织部办
公会审批干部处提出的这一方案，颇费
斟酌，慎重有加。会议尊重开封地委意
见，决定：
部办公研究暂不批。
几近命悬一线，最终绝处逢生。当
我躬身文山史海爬梳时，耳畔恍如听到
了飞机临空的轰鸣声。
“ 空降”兰考对象
已经选定，就差开舱直降了。成就和发
现焦裕禄的那扇大门，眼看就要“咣当”
一声关闭。幸运的是，历史贤达，上苍眷
顾，那扇大门依旧敞开。
张汉儒后几经颠沛，1978年任河南
省 平 顶 山 市 市 委 副 书 记、组 织 部 部 长 ，
1979年任河南省农业学院党委常委、副
院长。
在我为一连串问号拉直感到欣慰
时 ，惊 闻 战 友 小 平 因 患 癌 症 ，于 2019 年
10 月 25 日 猝 然 去 世 ，年 仅 五 十 四 岁 ！
哦，
“ 非常特殊的情况”原来如此！在他
帮我破解悬疑时，正值生命的最后时光！
己亥冬月，我来到郑州河南省军区宿
舍，带来了中宣部及专家审定的这部书
稿，以渗透小平最后心血的书香，遥祭远
行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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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像”出洋

“圣像”出洋这可是大事，别看
“后党”
们别的本事没有，
这件大事该
怎么办，
“妈妈例儿”
比谁都多。宫里
不仅要求人家金发女画家必须在吉
日吉时动笔，
连封笔完工都必须定在
某日某时完工，
既不能提前也不能拖
后。柯姑娘爽快地答应了，
她只要拿
着笔在已完成的画面上虚晃到
“吉时”
再收笔不就妥了嘛！
太后心气高，邀请外国使节夫人
们 进 宫 观 看“ 圣 像 ”，得 到一 片 赞 叹
声。她又传旨王公贵族进宫瞻仰“圣
像”，可是男人们不能进后宫呀！于
是，她命太监们把“圣像”搬到外面的
庭院中。王公贵族们鱼贯而入，谁到
“圣像”跟前都跪倒在地，然后站起身
来仔细观看。庭院里又是不绝于耳的
啧啧称赞，太后非常高兴。
后来她听说各路高官都叩请一睹
“圣像”
，更是心花怒放，
恩准把
“圣像”
移至外务部。此时便有宫中礼仪规矩
的明白人表忠心了，
严令运送途中不许
把
“圣像”
颠倒。毕恭毕敬送到外务部，
各国驻华使节、
公使馆的外交官们和中
国官员们都身穿大礼服前往瞻仰圣容。
“圣像”
运往天津时被装入明黄色
绸缎夹衬的樟木箱内，外面再蒙上明
黄色绸缎。考虑到使用普通交通工具
运送
“圣像”
有些不妥，从外务
部到前门火车站竟又铺设了
一条专用小铁轨。当然，
“圣
像”一路上始终是立着放的，
谁敢叫“圣像”倒下来呀？这
高大的
“圣像”
不能倒下运送，

清宫的门缝儿
航鹰 刘悦
文化艺术出版社

而客座车厢顶棚高度有限，只好预备了装
饰豪华的“敞篷车厢”，牢牢绑住“圣像”运
往天津。那些官员也都不是傻子，却无一
人敢乐——什么叫“敞篷车厢”呀？不就
是货运车厢吗？那么高的画像不许放平
了，那就五花大绑呗！
“圣像”专列抵达天津，直隶总督袁世
凯率领全体官员早已在火车站跪迎。袁世
凯自己有乐队，一路吹吹打打将“圣像”送
上轮船，
乘风破浪送往上海。
“圣像”
抵达上
海，
两江总督及其官员们跪迎跪送，
场面之
热烈、仪式之盛大，自然不会输给袁世凯。
画像上了开往旧金山的太平洋邮轮，安抵
美国后，
早有溥伦贝子以钦差身份跪迎，
由
专车把
“圣像”
送往圣路易斯市参展。
“圣像”
在圣路易斯博览会上一经和观
众见面，
可就走下神坛了，
成为一件任由普
通人平视和褒贬的普通展品！博览会闭幕
后，因为送展的提议出自美国驻华公使的
夫人，
又是由美国画家画的，
罗斯福总统代
表美国政府接受了这份礼物。
听说当初“圣像”在上海送上
邮轮时还是巍然矗立的，
伍廷芳有
一句笑谈：
上了人家外国邮轮，
如何
装卸可就由不得咱啦！四年以后，
画像还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博物馆立
着呢，
慈禧太后本人倒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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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个当叔的样子

牛 帮 子 一 听 立 刻 涨 红 脸 ，直
起 脖 子 冲 小 回 说 ，你 的 意 思 ，我 是
闲人？
小回说，谁是闲人谁知道！
牛帮子一下蹦起来，吼着说，你
今天把话说清楚！不说清楚，我饶
不了你！小回冷笑一声，你少跟我
来这套，我爹软，我可不软！
牛帮子脸一拧，我今天倒要看看，
你不软，能怎么着？小回说，这铺子说
到底，是我爹的，
没你说话的份儿！
小回一说这话，也就等于把事挑
开了，牛帮子把手里的饽饽一扔说，
这铺子是谁不是谁的，是我跟你爹的
事，你个小毛孩子才来几天，轮到你
跟着掺和？又扭脸冲着来子，今天既
然话说到这儿了，我倒要问问，我在
她面前到底也是个当叔的，你背后都
跟她说嘛了？
来 子 这 时 也 忍 不 住 了 ，哼 一 声
说，你还有个当叔的样子吗？
牛帮子嘴一歪，笑笑说，这我就
找着根儿了，敢情毛病在你这儿，我
说呢，要没个撑腰的，这小丫头片子
也敢跟我这么说话！今天我就问你
一句话，在这铺子，我也是闲人？
来子闷头咬了口饽饽，说，我这
当大哥的，已经对得起你了。
牛帮子听了点点头，把筷子往地
上一扔就转身走了。
其实来子憋牛帮子的火儿，
也已不
是一两天了。他当着小回说，
牛帮子没
个当叔的样子，
也是有所指。牛帮子自
从来鞋帽店，又有了饭辙，每月还能从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

铺子拿点儿零花钱，渐渐老毛病就又犯
了，
经常在外面喝酒耍钱。但光耍钱也就
算了，有时跟几个不三不四的朋友喝了
酒，就来铺子里胡闹。来子虽也喝酒，但
有三不喝，一是平时没事不喝，二是在铺
子里不喝，
三是当着伙计不喝。他有了这
三不喝，
也就不许伙计喝。铺子里的规矩
很严，哪个伙计要是喝了酒，立刻就卷铺
盖走人，
一点儿商量没有。牛帮子这样喝
了酒带人来铺子撒酒疯，
底下的伙计就有
议论。更让来子生气的是，
牛帮子的这些
狐朋狗友来铺子，一见小回长得有模有
样，
还冲她调笑。小回当然也不是省油的
灯，开始跟她说几句不疼不痒的话，也就
算了，
小回也不想给爹惹事。但后来越说
越不像话，
小回就不干了。一次一个叫大
金牙的跟牛帮子来到铺子。这大金牙的
家里是开绸缎庄的，买卖虽不大，但挺有
少爷派头儿。这天也是喝大了，一进铺
子，见小回正坐在柜台里绣鞋面儿，就凑
过来涎着脸说，妹妹这小手儿，这么软乎
儿光溜儿，跟嫩葱儿似的，绣鞋面儿真可
惜了，要是给我摸摸身上，死了都值。小
回抬头看看他，
就把手里的绣绷子放在柜台
上了。柜上放着个鞋拔子。这鞋拔子是红
木的，
有一寸半宽，
半寸多厚，
一尺多长，
是
买鞋的客人试鞋时，
伙计给客人提鞋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