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9月9日，是天津出版
的《语美画刊》创刊的日子。为此，
编辑部在第一公园内的“瀛庐”举行
雅集，史称“瀛庐仙人会”。在参加
仙人会的十八位学士中，地位最显
赫的当数画家兼诗人的陆文郁。
《语美画刊》为周刊，16开本，

每期8页，每周三出版，地址在东门
外联艺社内（后移至东门外袜子胡同西口路北楼房）。
1937年7月14日终刊。
关于办刊宗旨，主创者在《发刊的话》中作了诠释：“本

刊以‘提倡美育，语人之美’为揭櫫的使命，想着做到一种
有美皆备的美满小玩意儿。”而之所以选择在公历的“九月
九日”，主编亦作了解释：“即取其登高之义，所刊脸谱以高
登为发创之点缀，用作本刊他日发荣茁长之征象，或者亦
无不可吧。”
正如其所言，该画刊的内容包括金石、书画、戏剧、电

影、集邮以及小说连载等，作者群差不多都是当时天津的
知名学者，而尤以城南诗社成员最多，这其中就有赵元礼、
王仁安、韩补庵、马仲莹、任传藻、陈筱庄、章一山、金息
侯、马诗癯、管洛声、陈诵洛、杨味云、张一桐、吴子通等
人。除诗作外，王仁安开设了“拙老人笔记”专栏，赵元礼
开设了“藏斋随笔”专栏，陆辛农开设了“沽水旧闻”专栏，
忆贞开设了《介绍弘一法师》专栏等。这些专栏，为了解天
津历史文化及名人事迹提供了丰富史料。
按照《碧梧仙馆杂缀·引言》“吾友（张）醒哉、（戴）允

挥，始创《语美画刊》，以美术文艺为社会倡”的表述，其创
办者应当是张醒哉、戴允挥二人。另据笔者考证，该刊主
编应当是刘幼民。陆辛农作为著名的画家、诗词家和掌故
大家，被主创者吸收为骨干作者。
在1936年9月16日第二期《语美画刊》上，刊载了戴

允挥的《瀛庐雅集志盛》一文，记录了《语美画刊》编辑记者
及骨干作者雅集的盛况，出席活动的仅有18人，其中就包
括地位非常显赫的陆辛农。
按照文章所述，九月九日，为《语美画刊》“呱呱落地”

之吉期。同人等聚欢于第一公园内“瀛庐”，参加雅集的有
陆辛农、张星圃、王斗瞻、郑君实、孟子清、李耀庭、冯礼甫、
朱第晖、张醒哉、徐崆崆、陈梦明、杨珍甫、周慎斋、刘幼珉、
刘授之、刘叙五、戴允挥等17人。陆辛农很健谈，言出谐
趣，滑稽庄重兼而有之，妙绪录涌，引人发噱。尤以谈起沽

水旧闻时，举座为之轩渠不已。所备酒馔颇清淡，好似“酒
既不醉，饭亦不饱”，而大家又“竟顾听着乐，却忘饭菜凉”。
可惜曹桐彩约而未至，致使十八学士人数不足，“瀛洲不得
登，只好登登瀛庐罢”。鼎章照相馆摄影师李耀庭，忙着为
大家拍照，连饭亦未曾吃好。而大家在拍合影时，马佳生先
生适率外孙女颜文华适来游，鹤发红颜，翩然莅止，洽似唐
都督李元婴在滕王阁集宴的故事，“真所谓时来风送滕王阁
也”。“本刊凡百迪吉，可由此矍铄是翁补之，便要同摄一影，
俾志胜缘。”
文章不长，但两次提到陆辛农。第一处：“辛师健

谈”。在作者看来，陆辛农知识面宽，语言诙谐幽默，时常
引人发笑。第二处：“今晨正写此稿间，适辛师（指陆辛农）
送来《召饮瀛庐诗》见示，于是吾要放的许多话，反而无从
说起，因而想起了李白的‘眼前有景道不得，崔灏题诗在上
头’的话来。”
《召饮瀛庐诗》即陆辛农所作的题为《九月九日语美社

主召饮瀛庐兼摄影留念诗以记之》的一首诗，刊于《语美画
刊》第二期上。这首诗模仿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的长
短句诗体样式，概括了画刊同仁在第一公园“瀛庐”雅集之
盛况，他把这次雅集比作传说中的“瀛洲”仙人会。
关于仙人会，宋朝诗人马廷鸾有诗句云：“芸香茗供尽

清流，十八仙人忆旧游。要是山中好风月，年来无梦到瀛
洲。”而画刊同仁连同鹤发红颜的马佳生老先生在内，恰好
符合“十八仙人（学士）忆旧游”的人数，这足以堪称津沽文
化史上之佳话了。
陆辛农既是知名画家，同时也是一位诗人，其在古典诗

词方面的造诣同样可圈可点。《召饮瀛庐诗》这首叙事诗可
称其代表作。因篇幅不长，笔者将其抄录于后，文内注释亦
原文保留，以供读者体味旧时文人雅集之盛：
语美社主集贤宾，英彦济济十六人。更有老饕忝

上座，酒余笑语风生春……瀛洲同登可拟伦。况复欢
宴在瀛庐，巧之中巧合天真。影师更胜阎立本，不须褚

亮来属文（当日阎立本图十八学士像，禇亮为
赞）。记名记事有大戴（指戴允挥君），一一如陈
席上宾。马翁光临尤兴会（马桂生先生），时来风
送若有神（借用时来风送滕王阁事，况马翁至之
巧）。况复恰值九月九，抚今追昔陈出新（王勃来
滕王阁为重阳日，今国历九月九）。我无长才不
能序，佳会岂可空飙尘。聊将白纸落黑道，直笔
大书署曰辛。

E-mail:luowenhua2001@qq.com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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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夏日晚上，龙潭古镇
石板街上初放的灯火。龙潭是赵世炎在四川
酉阳（现属重庆）的故乡。我们《曙光》摄制组
到达的时候，是2018年7月19日，那恰是赵
世炎就义的纪念日，为此我还接受了酉阳电
视台的采访。
酉阳是土家族和苗族自治县，我在军艺

的同班同学白帆就是这个县里的人，当然是
下面乡镇的，他就是土家族，以前也曾和我讲
过，酉阳在武陵山区，陶渊明笔下载：“晋太元
中，武陵人捕鱼为业……”他们那里就是《桃
花源记》里的那个桃花源。我们到酉阳的时
候，住在县城，桃花源5A景区就在我们下榻
旅店的300米处，但因拍摄任务之忙，未能进
入其中。酉阳在重庆的东南，我们从重庆出
发，开了5个小时山路的高速才到，可见路途
之遥，而它也是重庆幅员最大的一个县，也正
因为它大，所以才和湖北、湖南和贵州都交
界，虽偏僻却又四通八达。此行我联系的是
县红色景区管理委员会的主任白明跃，而他
恰巧又是白帆的族兄，我故而得了公私两利
的盛情。
龙潭又在酉阳县的东南，从县城开车还

要走一段时间。我们所在的那几天，就来往于县城和古镇之间，也如同在古
今之间穿梭。龙潭确实是一个古镇，在酉阳县还有一个龚滩也是古镇，它们
都是在全国也有一些名气的旅游区，古有“龙潭货、龚滩钱”之说，未知深意。
但来龙潭，老街、老房、老的风物犹存，它的得名，据说是镇上有两个水潭，形
似龙眼，这个外地人也不能悉知，但我们所见，古镇旁即依酉水河，其河颇有
落差，气势不凡。镇境另有一条龙潭河未见，二者皆为沅江水系。
赵世炎就是在这里度过了少年时代，直到1915年他考入北京高等师

范学校附中。他的祖父本为鞋匠，但能勤俭持家，他的父亲在镇上做桐油
生意，有一“洪昌商号”，彼时已经致富，成为一家大户。他先读私塾，又入
龙潭高等小学，此即现今的龙潭希望小学，目前仍有一棵他手植的皂荚树，
依然根深叶茂。这所小学的两个班被立为“赵世炎班”，而位于龙潭镇的酉
阳一中也是赵世炎母校，那里也有一个“赵世炎班”，英雄精神得以传承。
酉阳一中也作龙潭中学，在现今的龙潭古镇有一个三人雕像，分别是孙中
山、宋庆龄和在孙中山身后提包者王勃山，这位王勃山曾任孙中山秘书，而
他在此之前曾经回乡任龙潭中学的地理教员。
这位非同凡响的地理教员，曾经极大地影响了少年赵世炎。那已是

辛亥革命之后，思想激进、饱学并已见过外面世界的王勃山，当他面对地
图，讲到香港、九龙和澳门被人瓜分宰割，祖国山河沦陷之时，不禁放声大
哭，全班少年深被感染，惊骇之余再也按捺不住，齐声大哭！
王勃山自孙中山誓师北伐始担任秘书，1919年他又奉孙中山之命，

再回酉阳，组织靖国援鄂司令部，任第一路总司令，部队即驻龙潭。现今
龙潭镇保留完好的王家大院，即是王勃山旧居，而在这座大院里还走出了
一位比王勃山名气更大的人物，她就是王勃山的女儿王剑虹。王剑虹原
名叫王淑璠，王勃山据龚自珍《夜坐》中“万一禅关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
虹”两句，为其改为剑虹，改了的名字，真是名如其人。
她是瞿秋白的第一任夫人，是丁玲最好的闺蜜。我常常惊讶于名人

的集合效应，这大概只能用人杰地灵来解释。王剑虹活在丁玲笔下，据丁
玲的回忆文章，她和王剑虹是湖南桃源县第二女子师范的同学，当时的王
剑虹严肃，昂首出入，目不旁视，有一双智慧敏锐坚定的眼睛，口若悬河，
临机应变，像一团火、一把利剑。那么，王剑虹既然是酉阳人，为何与湖南
人丁玲同学？这是因为她后来被王勃山送到湖南常德姑妈家寄养之故。
桃源县也有一个桃花源，桃源和酉阳正有着桃花源之争呢。王剑虹后在
上海参加了妇女工作，常给《妇女声》写过文章，她认识李达和他的爱人即
曾为一大寻觅南湖游船的嘉兴人王会悟。是王剑虹动员丁玲一起去上海
参加李达办的平民女校，二人后来又都到了上海大学，读文学系，却喜欢
社会学系主任兼教员的瞿秋白。
丁玲处女作《梦柯》的原型就是王剑虹。王剑虹在和瞿秋白结婚之

后，一直辅助他的革命工作，但是因为染上肺病，半年后即凄然离世。她
和赵世炎同乡、同龄，也都是英年早逝，颇使人慨然。
赵世炎的故居是一座深宅大院，二道门前有匾额“琴鹤世家”，这是出

自宋代名臣赵抃之典，是说他为官清廉，只一琴一鹤相随。赵姓常以琴鹤
为堂号，赵世炎家里也未例外。清者自正，故而这个家庭在赵世炎之外，
还有赵君陶和赵世兰两位女性早年参加革命，赵君陶的丈夫李硕勋和赵
世炎一样也是烈士。我们在赵世炎故居也采访拍摄半日。为什么那个年
代的青年，能够决绝地抛弃家业而出走，留下这座宅院，让一百年后的人
在此经久地思索。我们还是在镇上拍摄的时间更长，炎炎烈日，汗流浃
背，直到那最长的季节里的掌灯时分，整个小镇沉入夜色。
在白天里，我们在酉水河边徘徊，岸边有妇女洗衣或者乘凉，水浪东

去，长夏悠悠。我们通过当地接待人员，企图找到一只小船。当年赵世炎
从这里走水路离开家乡，找一条船，是为了做一个情景再现，但是并没有
找到。没有找到却是好事，因为即使找到一条船，也绝不会是当年的模
样，那么那样的再现则是失败的。好在导演有好主意，她叠了一只纸船，

从陡峭的台阶而下，放到了水里，任其慢慢漂
流。纸船是写意的，我们的纪录片某种程度上
本来也是写意的。虽说是纪录片，我们也力求
纪实，但是完全的写实是不可能的，那么一艘纸
船就是最好的表现方式了，琴鹤几程随客棹，它
向着远方去了。

三节两寿、二十四节气为民生平添美
妙，勾画色彩，让朴素的日子变得有滋有
味，五月端午，莫不如此，这在讲究“应时
到节”的天津风俗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且
充满意趣。
期盼健康平安乃人心所向。早在清康

熙《天津卫志》中就有“五月五日……饮菖
蒲、雄黄酒”的记载，而民间俗话“家有三
年艾，郎中不用来”的道理也通俗易懂。
老天津人过端午节一般会在屋里屋外插
些艾草，或用艾草蘸药酒淋洒在屋角、床
下、窗口。有的家庭还在门上贴一张有印
符的黄纸条，再挂几个葫芦，且在屋里象
征性地摆把剪刀、贴幅雄鸡图等。再有，
孩童茁壮成长最是长辈的心愿，人们按老
规矩要在小孩额头、耳朵、肚脐等处抹点
儿雄黄，同时给他们戴上五颜六色的老虎
耷拉，或穿上花花绿绿的“五毒袄”。另
外，此时天气还不太热，闲居的人往往大
搞卫生，擦家具、擦门窗，屋里屋外干净透
亮。种种应时民情，其意从药理和心理方
面无外乎解毒抗菌、驱避毒虫，祈愿安稳
度夏。如此看来，端午何不似“卫生防疫
节”呢。
端午之际也是津人赛龙舟的好日子，

故事由来已久。民间传说乾隆皇帝下江
南有一次恰逢端午过津城，却感觉节日气
氛不浓，以至龙颜不悦。第二年，一些津
沽船家、水运商人在地方官的组织下轰轰
烈烈大搞赛龙舟活动，从此一发不可收而
延续下来。道光二十三年（1843）五月，学
者官员完颜麟庆进京途中过天津，他看到
了三岔口赛龙舟的热闹场面，随后在《鸿
雪因缘图记》中描述：“望海楼九楹，正对
三岔河口，癸卯五月初四日，余过楼下，见
龙舟旗帜翱翔，游舫笙歌来往，虽稍逊吴
楚之风华，而亦饶存竞渡遗意。”又赋诗
云：“龙舟齐趁午时开，喜见扬髻棹尾来。
望海楼前争夺锦，是谁真个解怜才。”他还
让随行的画师绘制了一幅《津门竞渡》图
记录盛况。

那时每逢端午，三岔河口鼓声震天，
参赛船只百余艘，两岸观者如潮。河面上
除了参赛的龙舟，还有不少达官显贵特意
租来的游船画舫，他们在船上一边听曲儿
一边看比赛，甚是惬意。1900年庚子事变
后，天津市井凋零，人心不古，过端午赛龙
舟的事少有人提起了。1918年三岔口河
道裁弯改造，水面变窄，赛龙舟基本停止。

赛龙舟、吃粽子节俗形影相随，昔日民

谣唱“粽叶香，包五粮，剥个粽
子裹上糖，幸福生活万年长。”
老天津人习惯用苇叶包粽子，
爱吃传统的江米小枣粽子、江
米豆馅粽子，亲朋邻里间还互
送粽子，其乐融融，彰显和睦，
这在《天津卫志》中早有明确记
载（时称角黍）。端午日主妇
们梳洗一新，为神明、祖先供

上粽子，还会在佛前净瓶里插上一丛艾叶。
1929 年端午节是 6月 11 日，此前数

天，天津各茶食店、小商小贩都已开始为
包售粽子忙碌，如知名的一品香、祥德斋、
广隆泰、冠生园等大量批发零售粽子、绿
豆糕等，大为获利。顾客们争先恐后购买
节令食品，有的小门小户甚至被挤坏了店
门。当时有新闻报道说，到了6月 5日那
天数家茶食店的粽子已售罄，这也恰给了
店外小贩兜售冒牌粽子的机会。除了红
枣粽子、豆沙粽子，天津人也喜欢吃果脯
粽子、什锦粽子、五谷粽子，独特津味炉粽
子（面点）也脍炙人口。不仅如此，像冠生
园等南味老店还卖咸味的火腿粽、蛋黄
粽、肉粽，甜味的莲蓉粽、玫瑰粽等，为北
方食客带来了新鲜口味。

再看市井烟火气。天津东浮桥菜市、官
银号菜市以及租界内的英国菜市、法国菜市
等分外红火，鲜鱼水菜、瓜果梨桃在黎明时
分从四处进津，样样畅销。比如当季的樱
桃、桑葚很抢眼，鲙鱼、黄花鱼、海虾等随行
就市，价格略有上涨，但购买者络绎不绝。
至于鲜肉，据1933年的媒体记者观察称，由
于节前准备过多，而导致价格平平，反倒实
惠了市民。“卫嘴子”重吃喝，端午节几天的

饭食自然比较丰盛。条件稍可以的人家午
饭常以打卤捞面为主，晚饭吃米饭、熬鱼，尤
其以红烧鲽鱼（比目鱼）上档次。男人喝雄
黄酒、艾叶酒，后来津产玫瑰露、五加皮药酒
流行开来，取代了前者。
除了重防疫、赛龙舟、吃粽子，端午前

后也是天津民众特别是青年人消闲娱乐
的佳期。1929年端午，天津青年会为助节
兴而成立了端阳泛舟会，活动票价每人5
角（大洋），同时欢迎带家属朋友共乐。6
月11日是正日子，泛舟会如期举办，当天
下午2点30分众人在青年会集合，然后登
船行至西沽武库，再登岸到北洋大学，校
中准备了演说、游戏、音乐、唱歌等活动，
晚间还有野餐欢聚。
另有《益世报》记者深入天津闹市观

察，见虽然辛亥革命后提倡废旧立新，端午
节已非官方假日，但民意难违，民俗根深，
许多单位、商号、学校还是心照不宣地放了
假。有的机关单位还悄悄特准预支了半月
薪金，以免节日消费捉襟见肘，大家无不喜
形于色。一些青年男女纷纷到商场、电影
院、跳舞场消遣，中老年男子则喜欢进戏
院，另有守旧的善男信女逛庙烧香。如此
这般，大街小巷行人熙攘，各消费场所满坑
满谷。也有细节，比如几家电影院因忙节
所致片源不尽如人意，所以放映旧影片，记
者言此有“敷衍”之嫌，但观众不问好坏，往
往只图进影院一乐最快活。据报载，到
1933年端午前后，天津各大娱乐场所依旧
人满为患，有的电影院特意提前选来好片，
有的戏院极尽能事，花高价聘名角演出，既
飨观众节趣，又显歌舞升平之气。
题图为旧时天津小孩穿的“五毒衣”

唐代文秀《端午》诗有句“节
分端午自谁言，万古传闻为屈
原。”笔者在这里却言有关端午
节的“五毒”的话题。

端午最初是指午月的第一
个午日，因“午”“五”相通，后遂
被固定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五。
这时节正值天气炎热、雨水增
多。湿热的环境里，易于孳生能
够对人体造成危害的各种疫疠
以及毒虫，因此五月历来又被称
为“恶月”。而这月的第五日，则
又被看作是“恶日”，是最不吉利
的一天。这一天生子，被认为会
“男害父，女害母”。
“端午节，天气热；五毒醒，

不安宁”，如此“恶月恶日”，疾
病、灾难、凶险多发，因此，民
间关于端午节的各种节俗事
项与活动，便主要围绕祛毒辟
邪展开。
通常花钱上的形象，总是一

些吉祥图案。然而，到了每年端
午节这天，尤其是在少水的北方
地区，人们所佩戴的花钱上吉祥

图案就发生变化了，赫然成为了五种毒物，此日的花钱因之
被民间称为“五毒花钱”。
“五毒花钱”上的“五毒”，通常指蝎子、蛇虺、蜈蚣、蟾蜍

和壁虎，但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构成并不固定，蜮、虎、
蜘蛛、蜥蜴、胡蜂、鼠等也都曾是“五毒”之一。所有“五毒”
成员的一个共通点就是，均为被人们认知的有毒有害之物。
清代起，佩戴五毒花钱已成为端午节的重要民俗。清

代的五毒花钱中，比较常见的是“五毒祛邪花钱”，这种花钱
多为黄铜铸造，花钱的正面通常有蛇、蜈蚣、壁虎、蟾蜍的形
象，唯独没有了蝎子，取而代之的是一只老虎。蝎子不在花
钱上，是取其谐音，即“祛邪（去蝎）”。之所以用老虎取代蝎
子，主要有两层意思，一是源自“艾虎”，就是一种用艾草编
成的老虎；二则借助“虎毒”来“镇毒”，即“以毒攻毒”。
笔者收藏的这枚面五铢背五毒花钱，直径49.5毫米，

厚度3.1毫米，重量23.5克。为清代常见的一种形制，背面
“五毒”图案与所介绍到的略有不同，除虎、蛇、蜈蚣、壁虎
外，以蜘蛛取代了蟾蜍。
有一位女同事不识花钱，有天见过此钱，指着笑言：“这

面的图案像五毒饼一样。”
这也从另一方面印证了，五毒花钱在一定程度上记录

了古代民间自然崇拜的演变，虽则如此，但至今仍存在着影
响力，故而此类花钱依然具有一定的民俗研究价值和收藏
价值。

有骨头有肉的批语
1963 年 8 月 21 日，焦裕禄

重返赵垛楼，看到队里的变化，
喜不自胜地说：“赵垛楼的社员
干劲真大，值得全县学习！”当
晚，他在大队部点着小煤油灯，
放倒板凳坐着，趴在床上熬了
一宿，向县委和地委写出《一个
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
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报
告 8月 25 日印发全县，“赵垛楼的
干劲”闻名兰考。
为了在赵垛楼树立群众看得见

的榜样，焦裕禄把身残志坚、在绝境
中带领乡亲抗灾夺丰收的赵培德树
为“模范党支部好书记”，还把带领
全家一个春天为牲口刨了一万多斤
茅草根的刘宗行及王明发、王自兴、
吴俊起、沈祥德五位老汉，树为“五
老将”。老黄忠挂帅，全村顿现万马
奔腾景象。
秋后，焦裕禄惦着穷棒子队双

杨树大队，赶来察看种麦情况。
1961 年以来，红庙公社双杨树

大队连续遭灾，1963 年基本绝收，
秋种时牲口少，连下地的种子都没
有。双杨树村人穷志不穷，组织社
员割了 12 万斤草，自筹 1500 斤麦
种，社员卖鸡蛋、卖小猪、卖草、卖树
集资681元，队里投资520元，买了
8头牲口、120头小猪、40杆木杈、两
张耩地耧。开始队里养不起牛，有
兄弟俩出30元钱买下，自己吃红薯
叶，省下救济粮喂牲口，几个月把牛
喂得膘肥体壮。有人让他们把牛高

价卖掉，兄弟俩把牛交回队里，只收了
买牛的30元钱。

焦裕禄来到双杨树大队，被情义千
金的兄弟俩感动了。当他看到在缺少
大牲口的情况下，队里每天出动上百人
拉犁耕地种上了麦子，便让机关总结双
杨树大队的经验，并写下了一段有骨头
有肉的批语：“摆在我们面前的两条道
路，一条是依靠集体，依靠群众，在党
的领导下，奋发图强，自力更生，发扬
‘穷棒子’精神，找出受灾的原因，实事
求是地制定克服困难的具体措施，带领
群众鼓足干劲，向灾害做顽强不屈的斗
争，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另一条是
在困难面前缺乏信心，缺乏‘穷棒子’
精神和革命干劲，单纯依靠国家救济和
外援。结果，不但困难克服不了，更重
要的是把人的思想搞坏了，困难就越来
越大。红庙公社双杨树坚持集体经济，
依靠人民公社的力量，克服了种种困
难，充分做好了麦播准备工作，他们的
道路走得对。”

红庙公社坝子生产队，也是焦裕禄
的联系点。焦裕禄组织队里群众学习
毛泽东著作，树立自力更生思想。坝子
生产队不要救济，不要贷款，咬紧牙关
苦干，成了一个硬骨头队。

来子守在小闺女儿跟前
现在小回已走了，张同旺也死

了，小闺女儿和张家的矛盾一下就
爆发了。先跟张家的几个儿子大吵
了一通，一气之下把客厅也给砸
了。这一下张家的几个儿子也急
了，浑劲儿一上来，就把小闺女儿打
了。小闺女儿的气性本来就大，一
个女人，又打不过三个大男人，这一挨
打，一下就气得挺过去了。张家的几
个儿子一见，正好借这机会来给她大
哥大虎送信儿，就这样把她拉回来了。

来子和小回赶回北藕村，已是晚
上。小回到家一进屋，见她妈躺在炕
上，身上盖着一床薄被，脸在灯底下白
得像纸，就扑过来趴在她身上哭起
来。小闺女儿没想到小回突然回来
了，一把搂住她，也不停地流泪。这时
一抬头，就看见了来子。已经二十多
年了，来子也已经有了白头发，但小闺
女儿还是一眼就认出来。来子这时也
看着小闺女儿。俩人四目相对，就这
么看着。看了一会儿，来子才喃喃地
说，你那天早晨走，也不说一声。说
完，眼里的泪就流下来了。

小闺女儿叹口气说，我说了，不让你
来，你还是来了。来子说，我先不走了，
留下陪你几天。小闺女儿摇头说，你铺
子里还有生意。来子说，我把生意歇了。

来子这一说，小闺女儿终于忍不
住了，把脸转过去，身子一抽一抽的。
看得出来，是在哭。小回推着她妈说，
你这些年一直说想我爸，现在这不是
来了吗？

小闺女儿说，可这时才来，这就

是命啊。说着又看看来子，说，你再
不来，就见不着我了。一边说，就又
哽咽了。

来子就在大虎家里住下了。每天守
在小闺女儿跟前。小闺女儿爱吃来子包
的馄饨。来子在“狗不理包子铺”干过，
最会和馅儿，擀的馄饨皮儿又筋道。每
天三顿饭，只给小闺女儿包馄饨。包完
了，小回煮了，再给端过来。这样过了几
天，小闺女儿的脸上就有血色儿了。这
天晚上，小闺女儿对小回说，你先去睡
吧，我跟你爸说会儿话。

小回就回屋去了。
小闺女儿看着小回出去了，才对来

子说，没想到，咱夫妻俩，是这样的缘
分。来子说，等你好了，我就娶你，明媒
正娶一回，这辈子才对得起你。小闺女
儿笑笑说，来不及了。来子说，来得及，
再过过，你就好了。小闺女儿说，我自己
知道，也就这意思了。说着又摇摇头，我
要跟你说的，是咱小回。

来子说，你说吧。小闺女儿说，这孩
子随我，脾气太硬，嘴也不饶人。来子说，
是啊，就像戏文上说的，自古钢刀口易伤。

小闺女儿说，以后，你把着她点儿，再
有，给她找个好人家儿，这辈子，别再像我
了。小闺女儿说到这儿，就说不下去了。

91 57 不是娜拉
清王朝曲终人散，慈禧、光绪、隆

裕、珍妃、阿鲁特皇后、溥仪、婉容诸
位名人以各自的方式谢幕了，名人自
有名人的归宿。人们关心的是幽居
在深宫里的那些普通寡妇和守活寡
的女人们到哪里去了呢？

满族夺取政权不到三百年就失
去了自己的民族文化及生活方式，如
今只有很少的满族人认识满文。当
初他们骑马驰骋在大草原上，男人、
女人的性格都很奔放，在婚嫁方面女
孩也有选择的权利。史书不乏记载
可汗去世后嫂嫂嫁小叔，甚至“先妃
嫁新王”的习俗。或许因为汉文化太
悠久了，满族虽说打进北京城统治了
全中国，但很快就被汉文化同化了。
尤其是皇室贵族阶层，紫禁城及各大
王府简直是一块块饱蘸封建礼教的
海绵，把他们完全吸纳浸泡进去。刚
入关的几代君主提出的满汉团结、学
习汉文化是清朝的立国之本，也是清
朝政权取得成功的原因。可惜，在全
盘吸收封建礼教方面他们走得太远
了。起初他们也许唯恐被皇城百姓
认为自己是“野蛮民族”，变得比汉人
的礼仪还繁缛，后来竟走火入魔到
“旗人礼儿多”的地步。

慈禧太后身边有三位寡妇陪侍女
官，其中大公主是她的养女，
年长貌丑不必细说了；一位
“元大奶奶”是太后的内侄媳，
才26岁；另有一位更年轻美
丽的寡妇是庆王府的四格
格。她们都是年纪轻轻地自

愿守寡，慈禧太后见这些亲贵中的寡妇可
怜，传诏让她们来给自己做伴。得，加上太
后本人，四个寡妇凑成一桌牌手了！

因为慈禧太后是寡妇，不能穿红色、
玫瑰色等喜庆颜色的衣裳，三位陪侍的寡
妇宫眷当然也得回避暖色调的服装头
饰。在压抑的宫殿大屋顶下面，出来进去
居住着四位永远的“冷色女人”，犹如一潭
死水上面漂浮的冰块，也是清宫大内一道
特殊的风景。

那位无人理睬的瑾妃，也就是珍妃的
姐姐“胖主儿”，倒是坚持到了最后。慈禧
从来不理睬她，宫里人奉命不必向她行礼，
她成了个“影子皇妃”。不知她得了哪位世
外高人的指点，自我开释、与世无争、自甘
寂寞、心宽体胖。隆裕宾天之后，她成了宫
里唯一的主子。一大群年轻太监在散伙前
身穿花衣（节日盛装“蟒袍”），簇拥着她拍
了一张合影，算是清宫最后的挽歌了。

为何难忘那些可怜的不幸的后宫女
子？我们是否希望清宫会出现一个出走的

娜拉？娜拉倒是有一个——中国
封建王朝首位向皇上提出离婚的
皇妃文绣，不过那时已经是民国
女性开始觉醒的时代了。后面还
有一位李玉琴，则是1949年以后
“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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