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的一天，一个妈妈带着儿子在冰淇淋店里遇到了一个
面部严重伤残的小女孩，3岁的小男孩被这张脸吓哭了。为了避
免哭声伤害到那个女孩，她匆忙带着儿子离开。这时，她听到女孩
的母亲温柔淡定地说着：“好了，我们该走了哦。”直到晚上，小男
孩的妈妈都很懊恼，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家人每天要经历多少次这
样的事情？她不应该就那样带着儿子离开，应该让儿子和小女孩
说说话。就在此时，收音机里传来一首名为《奇迹》的歌曲。歌中
唱道：“医生从遥远的城市来看我……他们说我一定是上帝亲自创
造的奇迹。”这首歌激发了这位妈妈，她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有责任
帮助那些虽然可能看上去不太完美的孩子不受歧视。于是，帕拉
西奥，原本是一名设计师的她，当天夜里开始动笔，创作了小说处
女作《奇迹》。小说温暖的故事打动了另一位妈妈，带着母亲的责
任和演员的责任，曾经的好莱坞票房女王茱莉娅·罗伯茨，主动找
到制片方出演这部电影，这就是2017年根据小说《奇迹》改编的电
影《奇迹男孩》。

促使茱莉娅主动接演这部影片的正是她的孩子们，他们都是
小说原著的“粉丝”，当孩子问她：“妈妈，这个故事能拍成电影吗？”
她觉得不管作为母亲也好，还是一个演员也好，都有责任让这个关
于孩子不应该受歧视的故事，让更多人知晓。影片是一部小成本
电影，总制作费才2000万美元，而因为茱莉娅的加盟，影片最终收
获了全球3.06亿美元的高票房。

影片中的一段对话戳到很多人的泪点。奥吉哭着说：“因为你
是我妈妈，所以你只能这么说。”这段妈妈安慰儿子的表演，让很多
人看到了茱莉娅·罗伯茨作为母亲所拥有的细腻情感。这并不是她
第一次出演母亲，她在电影《永不妥协》里饰演有三个孩子的单亲妈
妈，坚强奋斗。这部电影为她夺得了奥斯卡学院奖的肯定。现实生
活中，茱莉娅·罗伯茨也有三个孩子。对她来说，经营家庭要远比赚
钱有意义得多。这一次，带着母亲和演员的双重责任，她出演了《奇
迹男孩》。她觉得故事传递出的“与人为善”的信念，非常适合和孩
子们一起观看。

不管是小说作者帕拉西奥，还是演员茱莉娅·罗伯茨，她们因
为母亲的责任，为善良的孩子发声，推动了这部电影的诞生。《奇迹
男孩》探讨了校园霸凌、歧视等社会议题，其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
深刻，那就是：“善良是一种选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奇迹男孩》，
看看一个与众不同小男孩的传奇故事！

6月5日22:09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奇迹男孩》，6月
6日14:54“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步入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可见
肃穆庄严的中共七大会场原貌。望着
主席台上方“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
进”的大幅标语，不知为何竟背出一句
颇富画面感的《愚公移山》：“昨天有两
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美
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该
文是毛泽东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
的闭幕词，也是上世纪60年代的语文
课文，我们从小都已记在了心里。

出了大礼堂，便来到毛泽东在杨
家岭的旧居，门前简陋不过的石凳，是
他1946年8月6日接受美国女记者
采访的地方。巧了，《和美国记者安
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也是小时
候背过的课文：“提起美国帝国主义，
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
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吓
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
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
为并没有什么力量。”毛泽东在石凳上
讲“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时，美国
已经丢了原子弹，全世界都怕了，他怎
就不怕？接着背儿时曾经背过的课
文，好像就明白些了：“从长远的观点
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
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人民，一个令我

们党底气无穷的力量之源！其实，人
民中的这一个或那一个，却又总是那
么平平凡凡、普普通通。在延安，我便
想到了我所接触过的那些曾经淬火延
安的人……
“延安，周围是山，延河绕城流

过。城东的宝塔山上……”我背诵这
篇课文的时候，大约是1963年。讲课
那天，年近半百、已全部谢顶的李秉勤
老师特意请人画了宝塔山的水粉贴在
教室，他自己则在黑板上很有仪式感
地写着“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
族优秀的子孙……”然后拍着手上的
粉笔末说：“这是《抗日军政大学校
歌》，我给同学们唱一遍。”那是我第一
次知道有这样一首歌。那节课他讲得
兴奋、投入，他说他曾是抗大学员。此
说却引起不少同学怀疑：“老革命能在
小学当一辈子语文老师？”我却宁愿相
信，因为李老师有那种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劲儿。为了提高我们的写作
能力，他别出心裁、不辞辛苦地组织了
很多小孩子们平时难以参加、又感兴趣
的劳动，边劳动，边讲应观察的细节，然
后布置我们写作文。我的作文成绩便
提高很快，毕业考试全市统一命题的
《解放军叔叔感动了我》还被收入了《小
学生习作选》。

在酒泉农垦局当党委秘书时，局机
关坐落在兰新铁路“军垦”站旁的戈壁
滩。局长彭振江是甘肃宁县人，曾在延
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当过通
讯员；他经常带我下农场搞调研，一招一
式地教我如何做到实事求是。副局长臧
光辉是老红军，14岁从四川走向延安，
曾悄悄给我讲过不少他的长征“糗”事；
当农垦干部一度争相调离时，他在大会
上表态：“艰苦奋斗搞创业，就是南泥湾
精神！党把我派到戈壁滩，我生是戈壁
人，死是戈壁鬼，绝不逃跑！”

延安曾吸引大批有志之士会聚宝塔
山下，我调至甘肃省委宣传部后，方知很
多领导都是那时的热血青年。时任省文
联副主席莫耶是福建人，年轻时历经迢
迢征途和个人情感的双重煎熬抵达延河
边，写出了影响极大的《延安颂》。那歌
影响大到我们一位分管文艺的副部长从
年轻时就改名成了“夕阳辉耀着山头的
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中的“流
萤”，我第一次给他写汇报时，硬让处长
把“刘部长”改成了“流萤部长”。

工作中接触最多的一位老领导也是
福建人，系清华大学土木系高材生，祖母
是著名烈士林觉民的姐姐。学校南迁至
长沙时，她和同学步行至延安，后来成为
周恩来的秘书。尽管文化程度和干部级
别都很高，却十分平易近人。我曾随她
下乡调研、组织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策
划经典舞剧，那些不计名利、不搞特殊、
不怕困难的感人细节，让我领略了可以
看得到的延安精神。我调回天津后，已
75岁的她还以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研究
员的身份，带我去和平区新兴街调研志
愿者组织的活动情况，而当时我还不知
“志愿者”其词。她以102岁高龄仙逝，
最后一次去北京看她，白发苍苍的她竟
从住所把我送到大街上……

清朝雍正二年（1724）的夏天，天气奇
热，烈日炎炎，久旱不雨。这年的农历闰四月
二十六日那天，江宁织造曹頫家里传来了喜
讯：“皇天喜赐麟儿”！——这就是后来人称
“雪芹公子”的《红楼梦》作者，也是我们中华
民族的骄傲，世界文学之林中第一流的小说
家曹雪芹。

在《红楼梦》里，曹雪芹为自己的降生，为
这个日期的意义，都曾用了巧妙的文笔加以
暗写，留给细心而颖慧的读者去寻绎。

石头的下凡入世，就是
作者自己暗写自己的诞生：

甄士隐夏日午眠，梦中
见僧道二人且行且谈，说是
要携一物，使它下世投胎。
甄士隐上前行礼，请问，要求
看看这件东西。于是僧道将
一块大石幻化的美玉让他一
见，即行夺回。甄士隐惊醒
时，只见窗外——“烈日炎
炎，芭蕉冉冉。”

“烈日炎炎，芭蕉冉冉”
这八个字，标志着古老中国
农历的夏季景色和旱年的气
氛。我国另一部极负盛名的
小说《水浒传》，其中有一首
歌，道是：

赤日炎炎似火烧，野田
禾稻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
王孙把扇摇。

那“赤日炎炎”四字，正
是指大旱之年。

这里，曹雪芹以巧妙的笔
墨所写石头的降世之时，实即
暗寓他自己出生的时日。
《红楼梦》第二十七回，

写四月二十六日芒种节日，
众女儿在花园中举行“饯花
会”，给花神送行。这又是
用一种特笔点明了“四月二
十六日”是个非常奇特的日
子——也就是小说主人公贾
宝玉的生日！

到了二十八回书，五月
初一贾母等众多女眷齐赴清
虚观打醮，张道士问及哥儿
时，说的是，“前儿四月二十
六”，庙里为“遮天大王的圣诞”做道场，要请
哥儿来，怎么说不在家？这里，又一次特笔复
点这个“四月二十六”，而且带出了一个“名不
见经传”的奇怪“大王”的“圣诞”来！此又何
义？如不解答，则读“红楼”又有什么意味可
言？岂不成了废话连篇？

父亲周汝昌说：这就是，雪芹惯以“假
语”记“真事”，半庄半谐，亦虚亦实……这涉
及雪芹著书是“自传性小说”的问题，对此，
自然有人犹不承认。但事实上，古今中外，
公认意见已臻一致。

其实，曹雪芹的生卒并无正面传记史料
记载可资研考，只能从友朋诗句以及他自己
的《石头记》小说中寻索蛛丝马迹。有一条可
靠的文献是：敦诚挽雪芹诗作于甲申（清乾隆
二十九年，1764）开年，其两次稿先后有“四
十萧然太瘦生”“四十年华付杳冥”之语。据
此，父亲推测雪芹享年应为四十岁。上推，则
雪芹当生于雍正二年（甲辰，1724）。这个结
论，父亲早在燕京大学读书时致胡适先生的

信（1948 年 3 月 18
日）中就已表露清楚。

以上，是父亲对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诞生的描写以及一小部
分论证。父亲说：曹雪芹实生于雍正二年（甲
辰，1724）闰四月二十六——芒种节。这结
论，是父亲多年考证的结果。父亲生前一直将
此日作为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他除了赋
诗咏怀，还要给曹雪芹过生日。

1991年夏初，四伯父来北京与父亲重聚，
二人共校芹文。适逢农历四月
廿六日曹雪芹芳诞之辰，父亲
即以诗句纪之，诗曰：

廿六清和月，称觞敬为
芹。有情痴大业，无量寿真文。

绿树荣前巷，红楼焕旧
勋。故乡曾盛会，此日鼓音匀。

1998年芒种日，父亲写下
一首寿芹词，词云：

芒种开千古，中华毓一
芹。清和犹驻气，灵秀早遗芬。

文采风流性，感天动地
文。无人知此事，一炷自炉熏。

回忆2008戊子年，那一年
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是5月30日，
而芒种节却落在了6月5日。正
因此故，父亲带领我们给曹雪芹过
了两次生日。5月30日那天，父亲
说：“雪芹生时最喜南酒烧鸭，今天
是四月二十六，咱们别管是什么鸭
子，买一只来为雪芹贺寿。”于是，
建临弟特意赶到晋阳饭庄买了一
只香酥鸭，真是又酥又软，十分可
口。全家共同为曹雪芹祝寿，父亲
当即写下一首诗，道是：

举世无双例，传芹第一
家。因香摩古鼎，待酒设新茶。

脂粉英雄谱，蕉棠妩媚
花。自怜多义气，谁谓减才华。

父亲为曹雪芹作传，而且
一连四次作传，作为第一人，父
亲心中无限感慨。纪念雪芹，
意思到了。父亲对雪芹笔下的
红楼女儿表达了由衷的赞美与
赏识。“自怜多义气”——父亲
感觉自己意气风发，精神抖擞，
充满生机；“谁谓减才华”——
我的才华怎么会减少呢……

探寻曹雪芹，研究《红楼梦》，已融入父亲的整
个生命之中。下面的这首寿芹诗，见者并不多：

今日芹生日，萧然举世蒙。寿君谁设盏？
写我自怜工。

万口齐嘲玉，千秋一悼红。晴蕉犹冉冉，甄
梦岂全空？

眼下，马上又要到辛丑年农历四月二十六
了。今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六日落在6月6日，
与芒种节只相差了一日。

翻出1988年父亲为曹雪芹生日写下的诗，
不禁感慨万千。这首诗可谓脍炙人口，寄托情
怀。墨书条幅也珍贵无比，有人照葫芦画瓢，作伪
售卖，务请擦亮眼睛。我还是把这首诗恭录于此：

今日逢大寿，当世几人知？
新绿清庭树，古红繫梦思。

戊辰四月二十六欣逢雪芹生日偶书

让我们一起来纪念这位中国伟大的小说
家——曹雪芹！

题图（下）：1988年，周汝昌为曹雪芹生日
赋诗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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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迹男孩》：
为善良的孩子发声

何映晖

胜地遐思（十三）

淬火延安的人
阎晓明

顾德威先生（1910—1994）是我国著名
的古玉鉴定专家，1986年被聘为首批国家
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先生祖籍四川省广
安市，生于北京，后定居天津。先生在南开
中学肄业，自幼受其父顾巨六先生的影响，
善辨古玉之真伪。青年时期，游历了国内著
名古迹，欣赏、研究了大量收藏家的藏品，积
累了丰富的识别古玉真伪的经验，他认为
“玉亦金石之学，
而非金非石。金
石首重文字，次
则图案。玉则往
往太朴无文”。
所以说，顾先生
“ 深 得 玉 之 性
情”，因此“平津
沪三地内行人，皆重之，每得玉，辄就鉴别”，
而顾先生“亦勤于搜访，韫椟而藏，待价而沽，
侧于收藏经营之间，人多称之为顾三”（俱见
巢章甫《海天楼艺话》第9页）。

张老槐先生告诉我，顾先生年轻时，常
去河南安阳收购商代古玉，多售于徐世章
先生收藏。巢章甫先生还讲过“顾三（得
威）……近有所获，辄以见示……顷示图玉
印，上作井栏纽，纽上及侧皆有花纹，刻工
细致，玉质亦佳，印文为图案，树下一鹿，与
纽并为别品，足资摩挲，顾谓是六朝制作”
（《海天楼艺话》第73页）。至今，此玉印不
知为何人所得。

1958年，顾先生进入天津市文化局社会
文化科文物组工作，从事文物出口验关、社会
流散文物征集等事业，为国家征集、抢救了大
量珍贵文物，并培养了云希正、田凤岭、尤仁
德等一批研究玉器人才。记得1961年前后，
我常随韩慎先先生去北京购买字画，时而见
到顾先生带着田凤岭也在北京各古玩店挑选
古玉等文物。

顾先生对工作认真负责，记得1959年天
津市艺术博物馆举办迎国庆大型展览，其中

有青铜器展。顾先生和韩先生对一件提梁卣
的年代看法不一，顾先生认为此卣应是周代
之作，韩先生则认为是商代文物，他们分别
叫尤仁德、范汝森为他们的不同意见把此
卣摆过来、倒过去动手多次。张老槐先生和
我说：“两个人都凿方窟窿眼儿。你去把它放
在商周之间，别让他们再倒过来倒过去了。”
现在想起此事，二位先生真是一种对文物负

责、为博物馆
工作负责任的
态度。

顾先生对
文物事业极其
热爱，他多次
将自己珍藏的
文物捐献给天

津和上海博物馆，记得他捐给上海的是一件
年代较晚的大型器。1953年，他向天津文化
局捐献新石器时代和商、周、两汉时期玉器、
料器，战国时代肖形印、错金银带钩等文物
23件，1958年又先后两次捐献玉器，其中红
山文化玉佩、汉代蒲纹兽面纹璧等皆有较高
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今以汉代蒲纹兽面
纹玉璧为例，说明顾先生捐献文物是多么优
秀，这件玉璧直径25.3厘米，可说是件较大
的古代玉器了。该器青绿色，有褐色沁，璧体
较薄，两面皆刻有蒲纹和兽面纹，中间以丝束
文为界，使该璧纹饰分为内外两个部分。这
种大型玉璧除作为祭祀神灵的礼器之外，还
可以在人逝世后，置于其背部，预示着离世者
还会享受祭天的权利。

顾先生遗留文字甚少，我曾要求先生写过
《韩德寿先生略传》一文，文字虽然不长，但包含
了韩先生生卒年、家庭情况、在京剧艺术上的
造诣及对天津文物工作的贡献等，这是我存的
顾先生唯一一篇优秀文章。

注：巢章甫（1910—1954）为张大千弟子，
其《艺文新语》曾在1948年《天津民国晚报》连
续刊载。2008年又以《海天楼艺话》出版。

那是2012年初夏吧。一天早上，我在上
海图书馆门口碰到一位长者，也在等待图书
馆开门。他身高一米六左右，一袭蓝色棉布
衣服，平顶头，头发花白，精神矍铄，两眼炯炯
有神，看样子有八十多岁。他和颜悦色地问
我，你猜我今年多大啦？我迟疑了一下。未
等我开口，他对我说，我今年102岁，我是图
书馆年龄最大的读者。他不无骄傲和自豪，
我也万分惊讶。后来我得知，他叫陈同年，家
离上图不远，走路也不过刻把钟。从1996年
新上图开馆以后，陈老天天来已成习惯，风雨
无阻。他还能写不同类型的文章，在一些报
刊上发表，还得过几次征文比赛奖。读书已
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乐趣。

那时，我总会想到，有一个老者，天不亮就
摸索着起床，洒扫庭除，嗽洗吃早点，然后穿戴
整齐，慢慢地走出家门。他在路边不疾不徐地
走着，穿过一轮又一轮春夏秋冬。他脸上的皱
纹越来越密，头上的白发也越来越多，但他对
图书馆的向往、对书籍的热爱却与日俱增。

后来我们经常在上图碰面，互相问好，点头
示意。

在图书馆，我也曾看到有三四个老人，经常
一起早早地来到二楼杂志阅览室，坐在相邻座位，
有时还轻声交谈切磋着什么，其乐融融。我想，他
们一定是同事，或者是同学，或者是近邻，抑或是
读书时间长了成为互相熟识的读友。但他们心
有默契，似乎有什么约定，其实只不过都是对阅读
的喜好，对彼此有一种信任和依恋。

有一次，我正在潜心阅读，突然一个年约
八旬的长者，走到我旁边，把好几本我喜爱的
文学刊物放到了我面前。我抬头看了看他，满
怀感激。他向我点了点头，并没说什么。想不
到的是，他居然在默默地关注着我，知道我爱

看什么，而且还特意拿来给我阅读。后来我们
交谈得知，他原在天津某大学任教，姓葛，退休
回沪，也常写些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后我们
就经常一起交流读书与写作体会，感情日深，
我视他为兄长。

只可惜，后来，也就是2015年吧，那个上图
年龄之“最”的陈老先生不再来了；再过经年，那个
亲如兄长的葛老师也不再来了。我心里感到无
比的失落和怅惘。朋友有多种，而读友可能是“另
类”，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诚和纯朴，那种在
知识的海洋里一起扬帆远航，在书本的崇山峻岭
间一同攀登跋涉，相濡以沫、携手共进的友谊，别
有一番情趣和感慨。

题图摄影：卢桢

·响晴轩续话·

读 友
崔鹤同

古玉鉴定家顾德威先生
崔锦

追根溯源勘察“三害”
那里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

执政党，以为天下开太平、为人民
谋福祉的勇毅和情怀，全流域规划
治理，一手挽大河进入抑害弘利时
代的运筹帷幄之地。东坝头还是
焦裕禄南下渡过黄河天堑的地
方。在曙色依稀的黎明，他的人生
和黄河一起在这里拐弯。每逢到东坝
头和张庄，焦裕禄都要开襟敞怀，让心
灵在清风河涛中经受荡涤和冲刷。
焦裕禄思绪纷萦走下“下马台”

和“裤裆岭”，不顾眉眼口鼻灌满沙
尘，带领大家循风沙遁去的方向穷追
不舍，一直追到城关公社胡集村东
头。他们发现，风沙过后，地里的庄稼
几近掩埋，有些已被连根拔起。这一
天，直到太阳西斜，风平沙落，焦裕禄一
行才带着画好的风沙路线图，以及搜
集标注的数据，满身疲惫返回县城。
经过四十一天奔波，焦裕禄带调

查队跋涉上千里，查清了全县所有风
口、沙丘、沙丘群、沙龙、沙荒地和受
风沙危害的耕地情况。调查认定，全
县最高的沙丘，是爪营公社张庄村高
九点九米的“下马台”。
8月初，焦裕禄获悉上旬几乎天

天有雨，便开会研究决定，县委常委带
领二百六十名干部，兵分十路勘察洪
水流势，他点起一拨人马继续出征。
大家劝他：“水不比沙，整天在水里泡
着对你身体很不利。在家指挥吧！”
焦裕禄爽朗一笑，对调查队员

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要摸透
兰考一千一百一十六平方公里土地

的情况，亲手掂一掂‘三害’的分量。吃
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这回要寻根究
底，找到洪水老家去！”

调查队员们知道，平时连调查报告
和讲话稿都点灯熬油亲自动手的焦裕
禄，面对追根溯源勘察“三害”这桩大事，
必定事必躬亲。大家钦敬中伴着怜惜，
跟着他顶风冒雨踏上了新的征途。

8月2日起，白帐子雨接连下了七天
七夜，兰考大地洪水漫溢。大雨滂沱中，
焦裕禄带调查队正要出门查水情，县人
民医院主任医师王养性登门巡诊，发现
焦裕禄的肝炎有新发展，提出要他到医
院住几天。焦裕禄说：“现在正是查水路
的时候，时机稍纵即逝，别说住院，就是
在家休息一天都不成！肝炎也是欺软怕
硬，我有个压迫疗法，比吃药都灵。”说
完，焦裕禄挽起裤腿打着伞，带着队伍消
失在风雨中。他们走过被水围困的窦
寨、杜庄、王孙庄，还到了遍地积水的许
楼、惠窑、高皂头。有好几次，他都靠别
人打伞遮雨，运用在洛矿学的绘图知识，
在激流中勾画洪水流向图并标号作注。

黄昏时分，焦裕禄一行来到金营大
队。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广志见焦裕禄浑
身湿透，吃惊地问：“下这么大的雨，你咋
来的？”

事儿干冒失了
一边聊着，这女人就说，开这食

杂店也不容易，一条街上甭多，有俩
仨这样的铺子，你就没法儿干了，都
是一样的东西，人家凭嘛非买你家
的，可要是往下砸价儿，就得认赔，
只能想办法进点儿新鲜东西，也就
是别人弄不到的。又说，可人家别
的铺子好说，有在家盯着的，有出去
跑货的，她不行，半拉花生，就一个仁
（人）儿，盯了里边就跑不了外边。这
女人一说，小福子就想起来，当初从
安徽回天津时，曾去江苏那边绕了一
下。江苏出紫砂泥壶，还有大闸蟹，
天津人最爱吃腥东西，又爱喝茶，就
问这女人，要是从南边弄来紫砂泥壶
和大闸蟹，要不要？这女人一听挺高
兴，立刻说，这可是新鲜东西，当然
要，不过得先卖个试试。小福子是个
急性子，又没正经做过生意，不懂这
里边的事，更不知道这一行的厉害。
他光听了这女人的前半句，说要，却
没注意她后面说的，得先卖个试试。
于是立刻去了一趟江苏，一下弄回一
堆紫砂泥壶和几筐大闸蟹。等跟着
船拉回来，又弄到南门外的这个小食
杂店，这女人出来一看就傻眼了。她
这铺子没这么大本钱，一下子哪要得
了这么多东西。小福子这时才明白，
自己光想着赚钱，这事儿干冒失了。
更要命的是，这大闸蟹还不像紫砂泥
壶。紫砂泥壶是死物儿，搁得住，大
闸蟹却是活的，又是从江苏装船，一
路走了几天，连热带闷，再打开筐盖
一看，都死了，底下的已经臭了。小

福子这才明白，难怪这一道儿总一股子
一股子地泛味儿。大闸蟹不像海蟹，海
蟹是出水儿就死，所以天津人吃海蟹，
死的也一样吃。大闸蟹不行，只能吃活
的，一死就不能吃了。这几筐大闸蟹没
办法，也就只能全扔了。这女人这时已
看出来，小福子倒腾生意是个外行。这
几筐大闸蟹的本钱肯定已经打了水漂
儿，但也不想让他赔得太多，就答应尽
力帮他卖这些紫砂泥壶。但紫砂泥壶
也不好卖。天津人的习惯是花茶。沏
花茶没有用小泥壶儿的，都是带草套或
布套的大茶壶。街上的人干脆就用大
把儿缸子沏茶。这紫砂泥壶一摆出来，
根本没人问。
但这女人替小福子卖泥壶，俩人越

混越熟，一熟也就经常聊天。这一聊才
知道，敢情小福子也是侯家后的。再一
问，他爸是绱鞋的老朱，这女人还认
识。这女人告诉小福子，她娘家也是侯
家后的，从小在那儿长大，娘家姓马，她
爸叫马六儿，是个打帘子的。小福子一
听马六儿这名字，知道，俩人这一下也
就越说越近。这女人说，她叫马桂枝，
当初嫁到这南门外，没一年男人就病死
了，也没给她留下个孩子，只留下这么
一爿铺子。

81 47 画家间谍
人家英吉利人来华那真叫有备

而来，马爵爷不仅坐了战舰带了军火
样品，还带了两位画家。那年头儿人
类还没有发明照相术，画家能够起到
与战舰上情报官一样，甚至比情报官
还能耐的作用。据说一位是个著名
画家，但他在访华途中画的作品并不
多。另一位画家很年轻，名叫威廉·亚
历山大，奉命绘制了大量图画，至今广
泛流传于世的“中国印象”大多出自他
的手笔，使他声名大噪。

亚历山大的画细致入微，可以说
跟拍摄的彩色照片没有区别。偏偏
遇上咱中国人好客成癖，乾隆爷降旨
客人北上时一路好生招待，海防、炮
台、要塞，一切都供他们敞开儿看、敞
开儿了画。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贺
寿大典之后，别看拒绝人家谈判，送
客仍然慷慨大方。不知谁出的主意，
偌大的“狮子号”战舰在海上放空南
驶，马爵爷一行由陆路“观光”南下。
一路上随团画家又一通逮什么画什
么，清朝军队的建制、兵器、服装、军
营、装备、城池关隘、河流、湖泊、道路、
沿途城镇风貌、风土人情……

他的选景目光肯定不是出于艺术
家的兴趣，而是接受了马戛尔尼特使、
斯当东副使等上司的指示。我们只要
看一看他的沿途所绘就明白
那些作品的情报价值了。他
们所到之处，特别注意中国军
事要塞的关防设施，例如《大
沽炮台》《天津城墙》《天津附
近的碉堡》《战船》《兵站》。

访华使团回国后把这些画作和文字
侦察资料上交，国王、议会和军方看了万
分兴奋，因为他们从中可以判断出，别看
中国是个物产丰富的大国，却是个军事落
后的贫国，军事装备还处于冷兵器时代，
国防设施不堪一击，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
伺机找碴儿去吞并这块肥肉了。
前些年史学家们掀起“礼仪之争”讨

论，个中有个津津乐道的小故事：说马爵
爷的副使斯当东带上了他13岁的儿子小
斯当东，小斯当东在来华的船上学会了简
单的汉语，乾隆皇帝很喜欢他，并解下随
身香袋赠予他。就是这个小斯当东，日后
成了英国议员，在英国下院决定是否对华
开战（鸦片战争）时他做了主战演讲，促成
了主战派获得了多数票。主战派271票，
反战派262票，说明当时还有接近半数的
议员反对炮舰政策。我们认为，不管有没
有马爵爷及斯当东父子访华，不管有没有
“跪拜礼”之争，西方列强只要了解到清朝
虚弱的国力、落后的军力底细，都会前来瓜

分中国。就像老牌殖民者对待曾
经热情款待他们的印第安人、太
平洋岛民所做的种族灭绝那样。
可悲的是，自那以后，清宫大

内几百座自鸣钟的时间之表针又
空转了一百多年……

198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大河初心

高建国

文化艺术出版社

清宫的门缝儿

航鹰 刘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