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如今，家长们到一起最爱聊的
话题是：你家是个什么娃？是鸡娃牛
娃（学业优秀孩子），还是普娃青蛙（学
业普通孩子）？在孩子教育上相互攀
比，层层加码，超负荷地给孩子安排学
习和活动任务，近乎走火入魔，颇像打

了鸡血，形象的说法就叫“鸡娃”。并由此产生了荤鸡、素
鸡、班鸡、自鸡、牛娃、青蛙、普娃等名词，五花八门，热闹之
极，可谓“听取娃声一片”。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是千百年来家长们唯一不变目

标，“鸡娃”现象也是古已有之，于今为烈。但古今中外无数

事实证明，不管家长和孩子们如何努力，打再多鸡血，上再
多补习班，有一个基本现实无法改变：绝大多数孩子最终还
是青蛙或普娃，即普通娃娃。那些希望靠满满当当的课外
班达到鸡娃目的的家长，恐怕会失望了，许多孩子因为难负
其重，最后往往变成了“不耐鸡”，指孩子受不了家长的鸡娃
方式，最终换来的是家长对“孩子烧脑、父母烧钱、全家烧时
间”之后“鸡不出来”的无奈哀鸣。就像电视剧《小舍得》里，
本是“普娃”的子悠、欢欢，却被两个心比天高的虎妈用各种
“鸡娃”的招数，把孩子硬往“牛娃”路上逼，让孩子如牛负
重，叫苦连天，最后一个出现幻觉，一个离家出走，还造成夫
妻反目，母子成敌，差点酿成悲剧。

正在“鸡娃”路上乐此不疲的父母们，请你放手吧！须
知，拔苗不能助长，弄巧反易成拙，与其这样近乎癫狂地逼
娃逼自己，不如放弃“鸡娃”战略和“牛娃”幻想，以自己的良
好品格、素质、习惯、眼界、思维在潜移默化当中影响孩子，
在家中营造好学求知氛围，让孩子过他该过的生活，会比参
加这个班那个班更有利于其健康成长，早日成才。

中国大运河由京杭大运河、隋唐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组成，
是中国古代的一项伟大工程，全长3200多公里，纵跨北京、天
津、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六省两市，沟通海河、
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
最大、线路最长、使用最久、延续时间最长且目前仍在使用的
人工河道，被誉为“承载中华民族密集文化基因的大动脉”。
今年6月22日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七周年。天津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科研人员历时七载，沿着京杭大运
河进行考察。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召开座谈会和实地考察
走访等形式，完成了大运河沿线城镇文化带的调查研究，成
果汇集为《行与思：大运河文化带考察报告》一书，由天津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编辑出版后，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
该书是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推出的首部专门研究大

运河的学术专著。全书理论框架完整，重点突出，观点新颖，
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对于开展相关问题研究具有参考借鉴意
义。同时，该书的出版立足实际，知行合一，不仅仅是一种学
术的汇报，也是各位学人心路的总结；不仅仅是对大运河从
南至北行程的归纳，更是大运河文化带特色的呈现。综观全
书，既有专业严谨的学术论文，也有真知灼见的调研报告，更
有饱含情感的驿路体味，既顾及专业性，又兼顾可读性，
特色突出，受众广泛，必将推动大运河知识的普及、大运
河文化的宣传、大运河建设的深入。
全书共分调研报告、观察与研究、思考与建议、心得

与游记、报道与综述五部分，囊括了调研报告、研究论
文、对策建议、研究心得、考察游记、新闻报道和会议综
述。作者团队在大运河调查研究工作中重点考察了与
运河有关的历史文化遗存，陆续考察了扬州东关街、苏

州平江历史街区、杭州桥西历史
街区、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运
河工业三馆(中国刀剑剪博物馆、
中国扇博物馆、中国伞博物馆)、拱
宸桥、塘栖古镇和广济桥、聊城古
城、聊城运河博物馆、张秋镇段水
闸、临清运河钞关旧址、古码头和

临清博物馆、德州四女寺古镇、淮安博物馆、枣庄和济宁港务
局、济宁南旺分水枢纽、衡水故城县郑家口运河码头和景县
华家口夯土险工、沧州博物馆、沧州文庙和捷地闸等与运河
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天津，作者团队重点考察了静海的九宣闸及由李鸿

章撰写的《南运减河靳官屯闸记》石碑、独流木桥、静海老火
车站和陈官屯运河文化博物馆，西青的杨柳青古镇、杨柳青
博物馆、杨柳青年画馆、杨柳青民俗文化馆和杨柳青木版年
画，红桥的西沽、西于庄、吕祖堂、清真寺、芥园水厂旧址、北
洋大学旧址和三条石历史博物馆、三岔河口，北辰的桃花寺
旧址和北仓，武清的河西务、东西仓村、老米店村、郊野公
园、筐儿港水利枢纽、运河景观长廊、武清区博物馆等运河
相关文化遗存。
大运河是不可替代的文化资源，是国家的标志性遗产，

是民族身份和历史的认知。《行与思：大运河文化带考察报
告》的出版推动了大运河文化带和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
设，对坚定文化自信，彰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影响
力、革命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具有重要意义。讲好运河，讲好
中国故事，让我们共同擦亮大运河这张国家级名片。

今年“五一”劳动节，当代著名红学家胡文彬不幸去
世。勤勤恳恳为红学事业劳动一生的他再也不能劳动了。
中国红楼梦学会发布的讣告对他一生的治红业绩给予了高
度评价。消息公布后，立即引起了全国红学研究者、爱好者
的震惊和缅怀。
资深红学家吕启祥发文指出：“文彬对新时期红学有重

大的贡献，他最早打开窗户引进港台和海外的红学，他参与
创办了已成品牌的《红楼梦学刊》并编辑了早年的多期，他
有力地促成了中国红学会的诞生和各地红学会的成立，他
积极推动了红楼文化的普及，他扶持和提携了一大批年轻
的学人，他本人出版和编就了一本又一本的红学著作和资
料，他参与并负责了一系列红学的基础工程。”总结概括得
很到位。可以说，就二百多年的红学研究史而言，文彬先生
的红学著述最多，内容也最丰富。他发表的有关红学的论
文、随笔、序跋等有数千篇，出版的红学方面专著、编著、文
献资料汇编等四十多部，可谓著作等身。其代表性著作《红
楼梦与中国文化论稿》，对历史文化“全息图像”的《红楼梦》
进行了系统研究。专著《程伟元与红楼梦》对《红楼梦》版本
史上的标志性人物程伟元的文献进行了深入挖掘。《红楼放
眼录》对“红学热”进行了理性思考，体现出一位著名红学家
的学术责任感。此外他还汇编了《红楼梦子弟书》《红楼梦
说唱集》等文献资料，参与了《红楼梦大辞典》的编辑和修订
工作。为促进海内外红学界的交流，他和周雷先生搜集相
关资料，编选了《台湾红学论文选》《海外红学论集》《香港红
学论文选》《红学世界》等。他还全程参与了1987版《红楼
梦》电视剧的拍摄，并以学术指导身份赴台湾参加展出的
“《红楼梦》文化艺术展”。文彬先生为当代红学的队伍建
设、学术活动、学科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作为中国红楼梦
学会创会人之一，他为1980年在哈尔滨师范大学召开“首
届全国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并同时成立中国红楼梦学会做
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还是《红楼梦学刊》创刊人之
一，名列1979年创刊号的30位编委，是5位常务理事之
一。这个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主办的国家级核心学术刊物，
新时期以来发表各类红学文章5000余万字，内容涉及《红
楼梦》作者、版本、文本阐释、题咏评点、翻译传播、影视改
编、红楼工艺、红学史等领域，深受全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和
广大红学爱好者的欢迎。
在学术圈尤其是纷纭复杂的红学界，因受到多种因素

制约，有些是非曲直不那么容易辨析，东北人的文彬先生
心直口快，吕启祥先生作为他几十年的老朋友，谈及其性
情：“就我个人长期交往和感受，文彬是个性情中人，他的
言谈话语，高谈阔论、急不择言、任情随性、欲罢不能，这当
中有一个核心，就是忧心如焚、义愤填膺、疾恶如仇，也就
是包含着一颗赤子之心，一种急切心情，一种真性情。”这
方面我深有体会，因我也是性情中人，有时言行难免出格，
他出于保护而批评我时出言犀利。在拙著《红楼梦续书研

究》的写作过程中，他热心提供少见的文献资料，并引荐我
与《红楼梦书录》的编者之一周绍良先生以及东北续书专
家林辰、李忠昌相识，以深化我对续书现象的认识。拙著
完成后，他又作序推荐在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文彬先生
还帮助我策划了在天津召开的两次全国中青年学者红楼
梦学术研讨会。新时期以来活跃在红坛的中青年学者，都
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文彬先生的提携。他常说自己是逆境
中闯出来的学者，希望他人尤其是青年学人不再走他曾经
走过的艰辛曲折的道路。
文彬先生对天津红学支持力度很大，多次参加天津红

学会组织的各项活动，最后一次来津，是参加在鼓楼博物馆
举办的“周汝昌百年诞辰暨天津红楼文化展”。早在上世纪
80年代，天津工艺美术家孟继宝结合清代康熙、乾隆年间
的古建筑艺术风格布局，以清恭王府、庆王府等封建王府制
式，研制创作了《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宁荣二府、会芳园等
建筑的全景模型。孟继宝按照曹雪芹的描写，再现了《红楼
梦》的主要场景。制作过程中，文彬先生多次来津，亲自指

导修改图纸，研究工艺品的制作方案。另一位天津工艺美术
家逯彤，得知文彬先生去世的消息，在《天津日报》刊出缅怀文
章谈及对他的帮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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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梦文化”的天津社会科学院学者傅
正谷，在早年文章中曾回忆：“文彬先生认为梦文化是个广阔
的、待开垦的研究领域，大有可为，如果成立一个梦文化研究
组织就好了。他还说要为此事操持。”
文彬先生去世，我既有心理准备又觉得很突然。自1989

年我到中国艺术研究院读红学研究生，三十多年来我们的联
系一直没中断。但今年春节后有段时间我发给他的微信，发
现不像从前能及时得到回复，虽感觉异常，但我也没多想，认
为他忙。他也确实忙，我知道当时正忙于审阅中华书局即将
出版他整理的《曹寅全集》校样，就没去打扰他。但不久就传
来了他患胰腺癌的糟糕消息，并且一发现已是晚期住医院治
疗。开始我曾想赴京看望，但与中国红楼梦学会领导层及家
属沟通后，都认为当时病情还向文彬先生本人隐瞒，若大家都
去医院探望，肯定会引起他的警觉，从而加重他的精神负担，
反而事与愿违，不如到时根据情况再说。所以那些日子我和
一些红学师友都没去医院探视，觉得反正他刚住院，听说人还
算清醒，没想到那么快就发生了我们不愿看到的情况。今年4
月下旬，文彬先生病况加重，医生已告病危。我立即安排了赴
京探望计划，但不巧疫情期间，中日友好医院对非直系亲属探
视病人管控严格，终于未能成行。我只有双手合十，默默地祈
祷，希望文彬先生能闯过这一关，继续从事他为之奋斗一生的
红学事业。记得我刚到北京读研究生时，文彬先生恰在协和医
院住院，我曾去陪护，亲眼看到他的胃切除了四分之三，手术出
院后他并没戒掉烟酒，但硬是挺过了三十多年，并且又出版了
很多红学专著。但这次情况不同，我明白希望他安然无恙只是
一种奢望而已。文彬先生从住院到去世，不过两个月左右的时
间。身材高大的他，受尽了癌细胞扩散的折磨，临终前异常痛
苦。面对探视亲友的呼唤，文彬先生昏迷中睁开眼睛时似有求
助，然已不能言。每念及此，不禁潸然泪下。
近年以来，中国红学界迭遭巨创，周汝昌、冯其庸、李希

凡、蓝翎、郭豫适、林冠夫、张锦池、孙逊、周雷、梁归智等著名
红学家辞世，他们在不同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都对
红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治红业绩将永垂红学史册。毫
无疑问，文彬先生是新时期红学的重要推动者和中流砥柱。
谨以此挽联缅怀我红学研究道路上重要的引路人之一、

尊敬的胡文彬先生：
绛帐不悬，红坛皆恸岂唯我？
胡公其萎，杏苑逢疑再问谁！

E-mail:luowenhua2001@qq.com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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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红学重要推动者
——怀念胡文彬先生

沽上
丛话

书法 胡文彬

一河通古今 一脉传千年
——读《行与思：大运河文化带考察报告》

《曙光》这部纪录片是选择在建党初期和
天津有关的党史人物进行讲述，我们在第一
季拍摄周恩来的时候，认为周恩来邓颖超青
年时代在天津的故事不可分割，故将邓颖超
的一些内容在周恩来中表现。但是在第二季
的时候，认识到邓颖超的一些事迹相对独立，
尤其她是妇女运动的杰出代表，她作为一位
女性革命者的作用不可或缺也不容淹没，所
以必须单独拍摄。
在“五四”运动过后，在觉悟社完成历史

使命之后，在天津的邓颖超于1923年又曾成
立以女性青年为主体的女星社，这一集即定
名为《女星》。邓颖超在天津觉悟社和女星社
的地位比较突出，所以有些对她的身世不很
熟悉的朋友即以为她是天津人，甚至以为觉
悟社的旧址就是她和母亲杨振德的家。这当
然是张冠李戴，其实她祖籍是河南光山人，出
生在广西南宁镇台府邸，她也常说她是喝邕
江水长大的南宁女儿。
于是我们到南宁去，在七月的天气里。
原先的镇台府早已不存，邓颖超在此遗

迹几乎无以凭吊。唯一可作凭吊者，只是一
块石碑，在邕江北岸，今民族大道西端与江北
大道相交处的花园里立有一块纪念石碑，上
书“志洁行芳”四个字，碑后是几行小字，介绍这里即是邓颖超出生地，并
是由周恩来同志的侄子周尔均将军题写碑文云。在上世纪60年代，邓颖
超曾来此时，这里还是民权路南宁市政协大院旧址，当年她亲自确认这里
即原先的南宁镇台府邸，她记得小时候大院宽阔，院里有不少棵红棉树，
她就在院子后面的一间砖瓦平房出生，门前即有两棵大树。沧海桑田，
2004年的民族大道西段拉直改造，使得邓颖超出生地旧址所在区域一部
分成为路面，另一部分夹在民族大道与民权路之间的空地被改建为小花
园，2005年留石刻字，以使后人永志不忘。
也在离此往东北不远处，有一座黄色三层的民国时期西洋式楼房，这

座老建筑在这一带格外扎眼，颜色鲜艳，风格不俗。在邓颖超在天津参加
五四运动的那一年，广西高等审判厅随省会迁南宁，后为高等法院。这座
建筑大约在那时建成，距今已过百年。就是利用这座建筑，在2007年的
时候，建成了邓颖超纪念馆。我们去的时候，它已经建成10年，但坦率地
说，它的规模不会超出天津的周邓纪念馆，而我更想探寻的邓颖超在南宁
的往事，以及和她和天津的早期关联。但只是时间久远，踪迹渺渺。
这个黄色建筑纪念馆的西侧，也在邕江之北，就是南宁“三街两巷”历

史文化街区。所谓“三街两巷”是指兴宁路、民生路、解放路这街和金狮
巷、银狮巷这两巷。我是外地人，似乎觉得那两巷更为有名。现在的“三
街两巷”似乎已经不是地理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和一个专有名词，类
似于天津的“五大道”。我去拍摄时，“三街两巷”正在拆迁改造，那时候我
不知道邓颖超纪念馆也已酿迁址，次年年底，新建的一座古典的三进两天
井合院式建筑邓颖超纪念馆在此落成，与原来的纪念馆相距不远，只是向
西平移，它脱离了原广西法院旧址的印记，成为正宗的纪念馆，也为“三街
两巷”增添了历史的积淀。
其实，邓颖超在南宁只生活到3岁。她的童年是不幸的。她的父亲

邓廷忠出身武进士，受广西总督冯子材提拔，在中法战争中刺杀了法国陆
军少校而立战功，但为此也身受重伤。他在南宁治伤疗养期间，遇到女中
医长沙人杨振德，二人互生情愫并结为夫妻。杨振德于1904年生下女儿
邓颖超，但在1907年，邓廷忠因与上司不睦，先到老家河南省亲，又到云
南谋职，被人告发擅离值守，而被发配新疆。这个时候邓颖超年仅3岁，
她和母亲杨振德开始了颠沛流浪的生活，她们先是搬离了镇台府，后又漂
泊到广州和上海，最后落脚在天津。
邓颖超对于南宁回忆的最深者是红棉树。南宁的红棉树又高又大，

她小时候就在树下玩耍，拾红棉花。这绝对深刻的童年回忆，让她毕生不
忘，是她一个南宁女儿的印记。
红棉就是木棉，每年都是春季开花，花红灿烂如火，或许因此，红棉树

又被称为英雄树。我没有见过木棉，但是当代诗人舒婷的《致橡树》中有
描写，“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我有
我红色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雄的火炬”，读之可以略作推想。我
们未能在春天到达南宁，故而也未见那木棉花飞的场面，但是宋代杨万里
的诗句“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绵花”两句，也可略补遗憾。
七月的南宁，溽暑难以自持，但天空响晴而高远，别称绿城的这座城

市，一派南国风采。在匆忙、艰苦、劳累的拍摄之余，我曾记下《到南宁》一
诗：“日上邕江水浪摇，沾衣暑热不得消，一城绿色无暇赏，新柳来年忆灞
桥”。南宁只是小作逗留，我和摄制组又赶往广州，列车窗外是一片倒转
着的深绿浓黄的原野，两广大地向身后疾驰。我曾在《到广州》一诗中又
记“绿城挥手又花城，为吊双豪去后踪”，广州别称花城；双豪指周、邓二
人，天津觉悟社里，因抓阄序号谐音，周恩来别号伍豪，邓颖超别号逸豪。
这两人的故事和广州有着深切的关联。
周恩来在1920年11月旅欧，此后与在天津的邓颖超鸿雁定情，1924

年7月回国在中共广东区委和黄埔军校任职，但是因为工作繁忙，周、邓依
然未能相见。1925年，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部
长的邓颖超遭到天津反动当局的通缉而处于险境，
经组织批准，她经上海到广州工作。这时候他们这
对恋人已有五年未见，他们甫一相见，就结婚了。
我和摄制组追随着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足迹，

来到广州，又开始了新的寻访和拍摄。

赵建忠

韩鹏

摸清风沙和涝灾底数
先堵风口，后治一般，有点有

面，点面结合，缺片补片，缺行补行，
缺株补株。
治碱须总结运用群众有效经

验，试验性接受外地经验和技术。
作物种植要因地制宜，宜粮种粮，宜
菜种菜，宜草种草。疏通渠道减少
积水，开沟澄水降低地下水位。多施
有机肥，深耕、伏耕、晒垡治理次生
碱。先治次生碱，再治淤区半成品，后
治老碱窝。
治水主要治理内涝，适宜“小型为

主、群众自办为主、整修配套为主”方
针，本着舍少求多、舍坏救好、充分协
商、互为有利、不使水灾搬家原则，充
分运用土地集体所有制有利条件。
县委讨论《设想》时，焦裕禄要求

大家开动，畅所欲言，不要把金子闷
在肚子里。会议集思广益，通过了
《设想》。上报前，焦裕禄加了一段
话：“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为人民服务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
兰考是我们光荣的工作岗位，我们对
兰考的一草一木必须发生深厚的感
情，一定要把这个地区的工作做好，
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当前兰考的灾
情如此严重，我们必须有伟大的革命
胆略、冲天的干劲和实事求是的工作
作风。”
河南省委领导看到兰考县委的

初步设想，高兴地说，这个规划和设
想很好，兰考县委的决心很大，省委
坚决支持！
焦裕禄带队纵横跋涉五千余里，

基本摸清了风沙和涝灾底数。兰考共有
84处风口、1600座沙丘、61个沙丘群、17
条沙龙、24万亩沙荒地、26万亩盐碱地、
36万亩涝地。沙地、涝地、盐碱地总计80
多万亩，而当时兰考耕地总共不足100万
亩。全县有13条大河、1266条小河，还有
较大阻水工程164处、长289公里。勘察
中对所有风口、沙丘、洼地和淤塞河道，都
绘图编号。

1963年8月23日，兰考县委给开封
地委和河南省委上报了《关于对沙荒、沙
丘、风口分布情况和对农作物危害程度的
勘察报告》。

焦裕禄坚持调查、规划、治理一体
化，在研究治理流沙时，北京林学院毕业
的县林业局女干部王金花说：“苏联治沙
专家察哈洛夫，在卡拉库姆地区用5%的
沥青加水制成沥青乳剂，用灭火车喷洒，
沥青乳剂凝固后可封住流沙。”案例像滚
油锅里撒了一把盐，激活了会场。大家
掰着指头算了一笔账，兰考没有灭火车，
到外地租车，加上沥青乳剂制作成本和
人工费，治一亩流沙需260元。全县共有
24万亩沙荒地，2万2千800亩大沙丘，
用沥青封沙所需经费是个天文数字！另
外，沙地喷洒沥青后不能种庄稼，农民吃
什么呢？

脚行借茬儿罢工
这时是运粮任务紧，且又赶上

雨季，芦台和茶淀的铁路运力有限，
所以才把这些粮食拉到这几个码头
来，想用船运出去。告诉刘全儿这
些事的人说，倘把这些粮食装上船，
再给日本人的军队送去，他们吃饱
了也就更有劲儿杀中国人了。刘全
儿本来就不想给日本人干，这一听，心
里也就开始盘算，怎么才能不给日本
人干这个活儿。

也就在这时，几个码头都传下话
来，说怕赶上雨，堆在码头的粮食包拿
雨一浇就完了，让脚行的人连夜加
班。刘全儿也就借这个机会，吩咐底
下的“二头”和“小头”跟码头上说，夜
里干不了。码头的人一听就急了。

这时黄家码头还在黄九爷的儿子
黄金堂的手上。这黄金堂越老越浑蛋，
一上了年纪还不光浑，也更二百五。黄
家码头脚行的“二头”叫张顺。黄金堂
一见跟这张顺说不通，一急就让人把他
打了，还说，打他是轻的，再不答应干活
儿，就把这事告诉日本人，倘日本人知
道了有一个算一个，肯定都得抓进“红
帽衙门”，谁也甭想跑。但脚行的人也
没有好脾气的，一见张顺挨了打，黄金
堂还拿日本人吓唬人，跟刘全儿一说，
干脆就借这茬儿不干了。

黄金堂手底下也有出谋划策的人，
就出主意，干脆来个釜底抽薪。当年这
黄家码头的脚行是杜黑子的，黄金堂为
赶走杜黑子，曾找过贺家口脚行的马老
虎。后来杜黑子找来刘大头，又把马老
虎赶走了，这以后两个脚行也就结了

仇。现在如果再把马老虎的脚行找来，刘
全儿这边也就不攻自破。黄金堂一听，觉
着这主意挺好，就亲自来贺家口找马老虎。
可没想到，马老虎一听却立刻拨楞

着脑袋说，我跟刘大头是有仇，现在的这
个刘全儿是刘大头的大徒弟，当然跟他
尿不到一个壶里去，可这是我们脚行自
己的事，跟外人没关系。你说的这事儿
牵着日本人，既然刘全儿不干，我就更不
能干了，我这时要在他背后捅刀，以后在
这行里也就没法儿混了。
黄金堂在马老虎这里碰了钉子，日本

人这边又催得紧，说是已接到气象部门的
通知，这几天就有大雨，粮食再不装船就
要让雨淋了。黄金堂这才把实情告诉了
日本人。日本人一听也急了，立刻要来抓
刘全儿。黄金堂赶紧拦住说，你们还不了
解这些干脚行的中国人，看着一个个都是
出臭汗的苦力，可脾气一上来都不管不
顾，刀架脖子上也不含糊，真把这刘全儿
抓起来，也就彻底砸锅了，这些粮食非烂
在码头上不可。日本人一听这也不行，那
也不行，就让黄金堂说，这事到底怎么
办。这时黄金堂才说，其实从刘全儿往
下，这些人都是一个叫刘大头的徒子徒
孙，这刘大头是个耍石锁的，有一身武艺，
只要他发话，刘全儿这帮人准听。

84 50 不喜洋装
1903年3月2日，裕庚夫人率领

两个女儿奉诏进宫，慈禧太后让她们
母女三人穿着巴黎时髦裙装，在宫里
跑来跑去招摇了一个多月，才给她们
做了旗装。宫里三个穿洋装的女子
成了一种政治姿态、外交符号。

俄国驻华公使给慈禧太后送来
一帧沙皇及皇后、子女们的合影照片，
还有一帧沙皇宫廷宴会的照片，许多
贵族夫人穿着袒胸露背的晚礼服坐在
餐桌前。“老祖宗”看了照片，当面对公
使表示喜欢，请公使代她向沙皇夫妇
表示感谢。等人家告辞以后，她不屑
地指着宴会照片说：“为什么男人和女
人要坐在同一张桌子上？而且还是并
排坐着？我想那些女人会感到羞耻，
她们几乎没有穿衣服。”

在凯瑟琳·卡尔小姐进宫为慈禧
画像之前，德龄把在巴黎时卡尔为自
己画的肖像拿给太后看。画像上的德
龄也穿着袒胸露背的晚礼服，“老祖
宗”看了非常吃惊：“没想到你也会穿
得这样难看！穿了这种衣服你一定会
觉得难为情！我看了这样子很不舒
服，这也算是文明吗？”

德龄解释说这是女人的晚礼服，
太后驳斥：“越说越不成样子了，我看
外国样样都在后退。我们在男人面前
手腕都不准露出来。皇帝总
是讲革新，如果这种就算是新
法，我看还是守旧一些好。”

话锋忽然“上纲”到“百日
维新”“变法”之敏感话题上去
了，别人只能噤若寒蝉。

清宫旗装均为上下直筒子似的剪裁样
式，慈禧虽然遗憾于“我的腰很细，但是穿了这
种宽大的衣服就看不出来了”，但她还是“相信
世界上没有比我们满族服装更美的了”。
“老祖宗”不喜欢洋装，却对路易十五

式的高跟鞋感兴趣。裕家母女三人初次
觐见，她看见德龄穿的高跟鞋感到非常新
奇，问完了什么叫“路易十五式”之后，竟
然叫德龄脱下鞋来让她穿上试一试。可
巧德龄的脚和老祖宗的脚一般大，“老祖
宗”登上“路易十五”从宝座上站了起来，
想要迈步都摇摇晃晃难以保持身体平衡，
两名太监急忙一左一右搀扶她，她走了几
步便大笑着扑回到宝座坐下了。
脱下鞋的德龄不敢穿“老祖宗”的鞋，

光着脚站在一旁。“老祖宗”把高跟鞋还给
她笑道：“脚后跟儿着地，不稳当！不如咱
的花盆底儿鞋，我这鞋底有6寸高呢！”
当时她不知道那“路易十五”是用牛

皮制作的，如果她知道了是断然不肯试穿
的！清宫御膳不许吃牛肉，因为牛会耕

田，这是典型的农耕社会的动物
图腾崇拜。“老佛爷”若是知道了
西方人不仅吃牛肉、喝牛奶、吃黄
油，还剥下牛皮来制作皮衣、皮
带、皮鞋、马靴，她老人家一定会
大发雷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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