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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海相通的水势和三岔口的地貌，以及漕运文
化的悠久，令“地处京畿”的天津有着南来北往、东西
交汇、各种文化共生的能力，结合城市的门户地位出
现了“三个积淀”：
首先，我们口中常说的天津是“明之卫城，清

之府县”和“近代工商重镇”，若从内涵上简要归纳
津城文化，主要的历史节点在于“明清投影”和“近
代烙印”。
“明清投影”是指从明永乐皇帝降旨在三岔河口

附近“筑城建卫”，到了清雍正年间，天津卫
由县升府，成为国家门户、京畿重镇，扼据
要津，通达四海。而“近代烙印”包含的天
津文化，是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尤其是大
沽炮台陷落和紫竹浴血的悲痛后，在痛定
思痛之后的蜕变中，所积聚的文化。尤其
是1860年天津被迫开埠，随着九国租界的
林立，近代新政的实施，先进思想的传播，
教育与科技得到普遍重视，经济发展迅速，
文化绚丽多元。
天津文化在近代的快速发展，显示出

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方位、立体化。据统计，
反映社会进步的21类国计民生的业态中，
有112项“全国第一”。而第一就是率先发
展，表现在思想上，如严复译的《天演论》，梁启超在
饮冰室写了大量的思想历史文化著作,等等，都是当
时极为进步并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表现在教
育上，如张伯苓办南开学校所提出的一系列的教育
观，至今还给我们以极大的启迪。北洋大学、南开学
校对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各类专门教育学校在天
津的兴起，都开创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革命活动
在天津兴起并活跃，从中走出了李大钊、张太雷、周
恩来、邓颖超、于方舟、马俊等，这反映出近代天津的
政治、思想、文化中，有着强烈的先进性层面，决定着
天津文化的内涵。同时，城市的创新推动着社会的
近代化，码头文化衍化为港湾文化，城市的国际性元
素增强，交往增多，清楚地说明天津的文化影响力。
其次，身处京畿，强化了“津沽地

位”。天津的文化积累在于大运河的漕

运。也就是经济流，尤其是盐漕和商贸物流对津
沽的根本性影响。文化上善迎新物，即使移过性
的思潮也不排斥，并能在接触中深入比较各种涌
来的文化艺术形态，从而形成更高的欣赏和文创
能力。如相声发源于北京，但发祥在天津；津八件
就优于北京的白皮。例子很小，却说明问题。

地方文化的特色表现，是在特定时空内沉淀和
积累出来的。对天津而言，通过与京师的区位关系，
推动城市面貌和经济表现走向“津门”文化，并日益

与京冀不甚相同。比较“京味”与“津味”，前者宫廷
化，后者市井化。而河北省与天津市之间，也有着
“燕赵之风”和“九河汇一”的区别。

第三，天津文化有着浓郁的“共生和并举”优势，
也就是本文要说的“四”：

头一个是“雅与俗并举”。天津的文化表现，既有
纵向的由古代到近代的历史步伐造成的群落分布，也
存在着主流文化驱动下的高雅审美与通俗欣赏的碰
撞。天津俗文化的浓郁，也使得天津文化的群落存在，
更能适应市井人生的不同形态、不同人群的文化要
求。这令天津文化大树一棵却花色不同，也就是“小白
楼的洋气”“老城里的老味”“河北新区的布局”能和合
共生，交汇成一首雄浑的海河协奏曲。

第二个是“移过与吸收并存”。天津文
化环境的陆进海退和码头文化的迎来送

往，使文化根系难以深扎。作为漕运和商埠大码头，
装卸转运的经济方式，增强了文化的“移过”，也就是
津沽的文化流动性大于本土性。尽管天津有善于迎
接“他处”文化的特点，却总觉得不够“厚重”。
第三个是“多元与缝隙兼有”。天津城区的出现

与发展源自三岔口地貌和运河的漕运。例如，本属
于安徽的方言，因为在天津城里和各个衙门普遍使
用，逐渐成为天津“官话”，成为主流语言进行交流，
也就是占主导地位的军旅和官家人群，在城里不仅

确立了语言优势而且有着一定的辐射力，
然而原有的语言虽从城区退出，却在城厢
四周存在，方言岛现象也就出现了。由此
也能领略到天津文化各群落之间有一定
的“分野”：蓟县文化群落不会和武清、静
海、宝坻文化群落重叠，这两者也不会和
城里的文化相交叉。这种文化群落带有
自身“边界”的状况，可视为群落与群落之
间有着某种“缝隙”。到了近代天津，老城
厢、九国租界和河北新区的出现，使文化
的不同展示，有了各自的“舞台”。这就使
得文化的“缝隙性”不仅鲜明，还成为了天
津地域文化的又一特征。著名的天津“三
不管”文化，折射出天津文化的缝隙、层面

和差异。形成了天津文化“你表现你的，我张扬我
的”之状况。要经过先进文化的变革力，使“缝隙
性”有所收敛，有所削弱。城市的整体素质也就会
大幅提高。
第四点是“创造和共生互促”。津城文化呈现多

元状态，在互存的同时，有着嫁接和创造。例如，天
津周围各县的历史，都比天津建卫的时间要早许多，
可是随着海退陆进、九河下梢、城市核心引力的形成
与聚合，表明了天津文化的吸纳力与创新精神影响
到市井生活。南来的妈祖在津门成了娘娘，鲁菜京
味到了海河岸边成为伴有鱼虾、时蔬并更精致味
浓的津菜……随着天津由寨、镇到卫城，再到州府，
继而成为都市的这一进程，形成了近代天津文化以
核心区为主，周边文化予以滋润的现象，天津文化的
都市样貌也越发彰显。

毛泽东青年时代曾经改诗赠父，首句是“孩
儿立志出乡关”，此诗原句是“男儿立志出乡
关”，曾一度颇为励志，流传广泛。
每个男儿都有一个乡关。
1919年杨昌济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道：“二

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
必先重二子。”此二子，所指的是毛泽东和蔡和
森，他们也曾合称“毛蔡”，是湖南第一师范的同
学，也同是新民学会的会员。有种说法是，“和
森是理论家，润之是实践家”，可见二人的并重。
毛泽东是湘潭县人，蔡和森

是湘乡县人，相距不远。他们和
同时代的潇湘男儿一样，都走出
乡关，来到省城长沙，恰同学少
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在岳麓
山前，在湘江岸边，度过他们的峥
嵘岁月。
蔡和森的乡关，后来从湘乡

县划出，而属于双峰县。双峰是
指县境之内的九峰山和黄巢山。
有人误以为是指蔡和森和他的妹
妹蔡畅，其实不是，但也足以见到
他们的名气。
《曙光》第三季拍摄的时候是

在2018年，那时候全国尚未开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
育，但是双峰县城以蔡和森纪念
馆为焦点的中心地带，我们所到
之处都是红色的标语，不觉叹为
观止。纪念馆内，有一个红色的
背景墙，上书五个大字：“中国共产党”，则更令人
肃然，这是双峰县的骄傲，因为蔡和森是最早提
出“中国共产党”这个称谓的人。
门外一座五人的群雕塑像也极引人瞩

目。这其中包括蔡和森和他的爱人向警予；蔡
畅和她的爱人李富春，他们都是赴法勤工俭学
的早期党员；而另一个人则是蔡和森的母亲葛
健豪，在蔡和森牺牲后，毛泽东曾经为她撰写
过一副著名的对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
女英豪”。在长沙的时候，毛泽东等人一度经
常去蔡和森家里晤谈，新民学会就是在蔡家租
住的房子里成立的。
年近五十的葛健豪曾随着蔡和森，还带领

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一家三代五人前往长
沙求学。她由葛兰英改名葛健豪，报考湖南女
子教育养习所，因校方不同意，她竟写状子告到
长沙县署，知县见此，在呈文上写了“奇志可嘉”
四字，并派人通知破格录取。这已是一桩奇闻，
而后来葛剑豪在五十开外居然又和儿女一起赴
法勤工俭学，再度刷新奇迹。
我们从双峰县城出来，驱车所去的是蔡和

森故居光甲堂，这里所在其实是葛健豪的娘家
荷叶镇。蔡家原本是永丰镇人，家里做的是辣
酱生意，且声名远播。后来蔡和森的父亲蔡蓉
峰通过和曾国藩家的远亲关系，在上海江南机
器制造总局谋得差事，蔡和森即出生在那里。
此处需多说一句，蔡和森原名蔡林彬，蔡林是双
姓，蔡是简化了的。因为蔡蓉峰和葛健豪关系
逐渐不睦，所以葛健豪才由上海返回娘家，之后

蔡蓉峰妥协，才到荷叶镇买地造房，蔡和森和蔡
畅兄妹曾在光甲堂居住八年，再后才又迁回了
原籍永丰。

在我们去湖南的路上，我还以为光甲堂仍属
荷叶镇。荷叶镇虽是偏僻山区，却名人辈出。我
也很喜欢荷叶这个名字，荷叶的得名，是因为此
地群山环绕，从山顶上看，其地形酷似一片荷
叶。但现在“这片荷叶”已经有所残缺，因为光甲
堂一带已经划出，而归属井字镇，这里虽然只是
在上世纪50年代才建镇，但是历史其实更为悠
久，据说三国时期蜀国丞相蒋琬的家族曾集居于
此，亦形成街市，所以曾有“蒋市街”的叫法。因
为光甲堂已不属于荷叶，让我稍微有一点失落。

我也很好奇，南方村里的一
户普通农舍，却可以有一个堂号
流传。光甲堂就在路边，现在已
经是一座古建筑，坐东朝西，是一
座凹字形农舍，门前水塘，屋后是
丘陵小山。周边农户稀疏。现在
它属于杨球村井泉组，而在清代，
它应该是什么村，我未有考究。
我们去的时候正是盛夏，阳光炽
热，而水塘枯淡，房屋也正在修缮
期间，屋内的陈设也尚未恢复，因
还没对外开放，所以也没有游
客。屋前空地上长满青草，我还
兀自除草许久。
镇党委书记赵向阳闻听我们

前来，特地专程赶来招待陪同，我
们就又站在故居前面，畅谈了蔡
和森的事迹，也说到当地的经济
和生活状况。蔡和森兄妹是这里
的红色基因，也是文化资源，看得

出来，当地领导是相当重视的。在言谈中我们
也说到了曾国藩故居富厚堂，如今它仍然属于荷
叶镇，和已经划归井字镇的光甲堂只隔七八里
路，在富托村的鳌鱼山下。我们因为拍摄任务紧
迫，只好婉拒地主的盛情邀请，虽不能至而心向
往之，待机会允许时候再来。我们也就在那婉拒
当中又作告别，匆匆离开，又返回长沙去了。

其实在荷叶镇还有一处名人故居应值得一
看，那就是秋瑾的故居。鉴湖女侠是浙江绍兴
人，鲁迅的同乡，这没错，且绍兴故居我还曾到
访，但那里是她的娘家。而她的父亲秋寿南曾
经担任湖南湘乡督销局总办，结识了曾国藩之
孙曾广钧，故将她嫁给与曾家有亲戚的富豪王
黻臣家的儿子王廷钧，其家在该镇神冲老铺，所
以那里是秋瑾婆家。秋瑾还曾和曾广钧学习诗
词，而她离开这片环抱的群山，到日本留学，又回
国起义，则是后来的事。

专提秋瑾，不算拉杂，因为她在嫁到荷叶之
后，和葛健豪相互交往，并还曾有诗唱和，她们和
曾国藩的堂弟媳、女权运动的先驱之一的唐群英
还并称“潇湘三女杰”。葛健豪的不同凡响之处，
不能不说是受到了秋瑾的影响，而她的女儿蔡畅
则又成为从荷叶镇走出的共产党内的巾帼英豪，
从这一点上说，自20世纪初期始，在正处于急骤变
化的中国社会形态中，立志
走出乡关的也不一定是男
儿了。而乡关呢，当初他们
一心想走出去的，却是如
今我们最想来的地方。

随着科技的进步，当今社会已经进入了抖音、快
手时代，评书作为一门传统艺术，如何在自媒体时代
生存发展下去，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于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评书和评书演员

所做的应该是积极适应。诚然，抖音、快手这种
快节奏、碎片化的审美方式，肯定会对评书的表
演方式带来一定的冲击。但科技的发展，
这是大势所趋。评书无疑是要适应这个
时代的，而不能一味地墨守成规。从历史
上看，科技进步给评书艺术带来的影响是
巨大的。几十年前，广播和电视那些录播
评书与书社评书的表演方式自然是不一
样的，虽然节奏加快了，内容精炼了，但是
却让评书的受众大大增加，让评书艺术
随着电波走进了千家万户，更多的听众和观众
了解和接触到这门艺术，使评书艺术得到了更
大的发展，更培养了一批如袁阔成、单田芳、田连
元、刘兰芳等中外驰名的评书名家。东北评书
之所以能风行全国，就是很好地借助了当时广
播电台和电视台力量的推广。因此，当下评书

这一艺术样式应该积极适应新时代，让更多的
受众去接受评书，这对评书的发展是有好处的。
在书目的选取上，也应该有所开拓。评书

的保留书目，多以传统书目为主，在过去很长一
段时间，听评书是许多听众获得历史和社会知
识的主要途径。那么在当今时代，随着观众受

教育程度的普遍提升，有很多书目按过去旧有
的说法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发展的需要了，这就
要求演员在继承前辈艺人表演精华的基础上对
传统的表演内容有进一步的加工和整理，使其
更好地为观众所接受，而且也需要出现更多为
当代观众所喜闻乐见的新书目，来丰富我们的

评书舞台。这项工作现在已经有不少演员在积
极实践，希望今后能看到更多的新书目被打磨
成经典，为后代的评书演员留下更多好作品。

另外，还应该加大对青年评书演员的培养和
宣传力度。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不论鼓
曲还是相声，演员都呈现出年轻化的趋势，而评书

由于对演员的阅历有一定的要求，因此评
书演员的成名大多是在中年以上甚至年
岁更长。白发苍苍的说书先生座谈今古，
似乎成为观众给评书这门艺术所贴的标
签。然而以袁单田刘这四位先生为例，他
们都是在二三十岁的时候走红书坛得到
观众认可的。因此，应该有更多的青年演
员加入到评书艺术中来，不断有新鲜血液

注入，才是评书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保障。
评书虽然是一门传统艺术，然而传统艺术

不应该是夕阳艺术。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评书
能够成为一门流行文化，展现出它朝气蓬勃的
旺盛的生命力，我想这也是每一个演员和曲艺
爱好者所向往的。

时值夏日，皖南崇山叠翠，云雾缭绕，一座座村落
散落其间，似一轴不断变换的水墨画卷，意境悠远。
到达泾县云岭镇罗里村，日头已偏西。湛蓝的天

空下群山逶迤，几排古色古香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丛
中。一面白墙上，叶挺手书“抗战到底”的朱红大字熠
熠生辉，让人瞬间触摸到那段硝烟弥漫的岁月。这里
便是新四军军部旧址。
军部大会堂旧址，原为陈氏宗祠，建于清康熙年

间，分为前、中、后三进，规模宏大。精美的木雕、石雕，
泛出悠悠徽韵。水磨花砖墙，纹路似流动的水，据说
“千年不粘灰”。进入院内，迎面是一座周恩来塑像。
他一身戎装，右手紧握拳头举起，面容刚毅，目光坚定，
作演讲状。我伫立塑像前，周恩来慷慨激昂、铿锵有
力、充满必胜信念的声音，仿佛仍在耳边回响。1939
年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到新四军军部视
察。2月23日抵达，3月14日离开。
最后一进是“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抗敌”主

题雕塑映入眼帘，一张张泛黄的照片、一件件珍贵的文
件、一把把锈迹斑斑的大刀和枪支……还原了那段历
史。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谈判达
成协议，将南方八省（湘粤赣鄂豫浙闽皖）十余个地区
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
称新四军）。同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
立。此后，军部移至南昌、安徽歙县等地。1938年8
月2日进驻云岭后，迅速挺进大江南北，先后开创苏
南、苏中、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鄂豫边等抗日游
击根据地，粉碎了日伪军多次进攻和扫荡，打出了军
威，保卫了皖南。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皖南
部队九千余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奉命北移。1月
7日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即遭到国民党部队八万余
人伏击。新四军指战员被迫奋起自卫，浴血奋战，至
14日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约两千余人突出重

围、一小部分被打散外，大部分牺牲和被俘。看着墙
上密密麻麻刻录的部分革命烈士的名字，眼前似浮现
新四军奋勇杀敌的情形，耳畔响起气势雄浑的《新四
军军歌》：“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
来到建于清末年间的种墨园，宅主人曾是一名秀

才，他希望子孙们能成为有文化之人，故取此名。宅
院建造极为考究，由三进院子和一座小花园组成了船
形，小溪常年不息从一侧流过，如同一艘大船顺流而
下，寓意一帆风顺。叶挺军长的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
米，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十分简朴。叶挺军长在此运
筹帷幄，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先后取得了五
次繁昌保卫战和泾县两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彻底
粉碎了日寇“夺取繁昌，扫荡皖南”的计划。

参谋处相对明亮宽敞，两侧分别挂有“江南作战地
图”“皖南作战地图”。叶挺、项英等新四军将领或沉思
于作战图前，或会商作战方案，一道道指令从这里发
出，在大江南北广阔的战场上，指挥了大小战役数百
起，打得日寇魂飞魄散。

隔壁就是大夫第，也是建于清末。宅第主人是商
人，花钱捐了一个“大夫”官名，故称大夫第。房屋中间
是厅堂，两边是厢房，并组成天井。天井四周瓦面的雨
水流入建筑内部，寓意财源不外流、家族源远流长。撑
拱、隔扇的木雕，水磨花砖镶嵌的门楼，廊道上的徽砖
浮雕和堂厅壁上的花鸟人物图案，无不工艺精湛，颇具
徽风皖韵，也体现了主人雄厚的财力。

项英副军长即在大夫第左侧楼房底层居住、办
公。皖南事变中，在泾县濂岭蜜蜂洞隐蔽时，遭叛
徒杀害。

遥望高高的云岭山，巍然耸立；清清的叶子河，静
静流淌，皖南大地处处山清水秀，夕阳下的白墙黛瓦分
外美丽。我不禁想起当年叶挺军长赞美云岭的诗：“云
中美人雾里山，立马悬崖君试看。千里江淮任驰骋，飞
渡大江换人间。”是啊，斗转星移，人间已换，如今百姓
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抗日的烽火早已散去，铁军精神
永不磨灭，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激励我们在新时代的征
程中奋发向上、奋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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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皖南
新四军军部旧址

唐红生

谈谈当下评书的发展
夏仲奇

说沽谈津

兰考表彰“四面红旗”
焦裕禄亲自修改坝子生产队的

事迹报告，经县委研究，以县委文件
的形式通报全县予以表彰。后来，
由于坝子生产队出现了瞒产问题，
退出了先进典型行列。“坝子的风
格”遂成为一个历史概念。
1963年10月5日，兰考县委在

冷冻厂召开全县大小队干部会议，树
立和表彰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
“四面红旗”。会场布置令人耳目一
新，主席台中央悬挂毛泽东画像，上有
会标“兰考县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誓师
大会”，两旁竖写“为有牺牲多壮志伏
水锁沙；敢教兰考换新天沧桑巨变”两
行大字。焦裕禄借用毛泽东诗词的壮
美意境和豪迈情怀，抒发豁上性命也
要彻底改变兰考面貌的坚强决心。主
席台毛泽东画像两侧没有按惯例装饰
红旗，而是别出心裁悬挂着四帧红色
条幅，上面分别写着“韩村的精神！”
“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
杨树的道路！”四行醒目大字。
大会开始后，焦裕禄宣布欢迎

“四面红旗”领头人和模范人物代表
上台，全场掌声雷动，鞭炮齐鸣。“四
面红旗”的代表和赵垛楼的“五老
将”，从主席台两侧鱼贯而入，焦裕禄
等领导为他们披红戴花，颁发奖状，
奖给每人一把铁锹，奖给“四面红旗”
所在村党支部各一套《毛泽东选集》，
每个村奖励十辆架子车。在兰考万
名领导骨干和中坚面前，焦裕禄充满
激情地说：“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
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这

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
的道路！”焦裕禄把表彰四个先进单位，
称作“插红旗，树标兵，拨亮一盏灯，照亮
一大片”，号召全县人民学习四个样板，
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向
“三害”展开英勇斗争！

磅礴于兰考大地那场豪气干云的除
害兴利人民战争，使焦裕禄的英雄形象在
大河最后一道弯闪发出耀眼光彩。穆青
当年在京作报告描述，兰考表彰“四面红
旗”那天，焦裕禄特别兴奋，肝疼得也很厉
害，衣服都解开了。他坐着讲话不对劲
儿，站着讲话肝又疼得受不了，索性右脚
踏在椅子上，用膝头顶着肝部，斜着身子
大声疾呼锁住风沙，制服洪水。直到现
在，大家一闭上眼睛，想起焦裕禄在会上
讲话那种不信东风唤不回的劲头，还深受
感染。

大河之滨飘起“四面红旗”，成为兰考
抗灾斗争史上的重要转折。全县大小队
干部会议，成为扭转兰考局势的枢纽。过
去面对严重自然灾害，很多人思想消极，
畏难发愁占上风，现在大家的情绪转向积
极踊跃，对改变兰考面貌充满信心；过去
抗灾救灾缺乏统一领导，现在四面八方齐
动员，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向“三害”展开
英勇突击。

来子鞋帽铺出事了
这以后，小闺女儿就不吃东西

了。她对来子说，肚里没食，能死得干
净。来子让她喝水，她就只喝水。

又过几天，一个晚上，小闺女儿
看着来子说，是时候了。来子看着
她。她说，我该走了。来子伸出手，
一下一下地摸着她的脸。小闺女儿
抓住来子的手，冲他笑笑。

来子发送了小闺女儿，本想让小
回留下。大虎也说，眼下外面的局势
不稳，天津也乱，不让小回再出去了。
但小回坚持要跟来子回天津。来子知
道，她心里是惦记田生。

来子这次来，见到小闺女儿，又把
她发送走了，心里也就想明白了，这一
明白，也就都看开了。人这一辈子，真
能看上一个人，打心里喜欢，喜欢得除
了这个人，就不能再是别的人，其实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跟人们常说的缘
分还不是一回事。一个人，跟他有缘分
的人也许不止一个，但真正对上眼的，
这辈子只能是一个。自己跟小闺女儿
就是这样。真论缘分，也就是那两个晚
上。可就算缘分尽了，最后她走，还是
自己来送她。而且就算送她走了，自己
这辈子，心里也不会再装下别人了。来
子想，要这么想，就不必再拦着小回了。

来子带着小回回到天津，到侯家
后已是晚上。来到鞋帽店的门口，一
下愣住了。就见铺子的大门已经十字
交叉地贴上了封条，还盖着红漆大
印。旁边的窗板也都已封上了。

来子这才知道，铺子出事了。
这时来子最担心的还不是铺子，

是申明和田生。鞋帽店只是卖鞋卖帽
子，不会招谁惹谁，要出事，最有可能的
就是申明和田生。小回一看也急了。小
回毕竟年轻，没经过事，一着急就哭起
来，拽着她爸说，这可怎么办啊，田生他
们是不是都给抓起来了？

来子赶紧拉着小回离开铺子门口。
来到街边，想了想，就对小回说，现在到
底怎么回事还不知道，蜡头儿胡同你也
别去了，我现在就送你回武清。

小回一听不干，一定要见了田生再走。
来子急了，瞪着她说，你这孩子，怎

么这么不懂事？这都嘛时候了，还要见
田生？他现在到底在哪儿、出了嘛事都
说不定，你上哪儿去见他？

小回一见来子真火了，才不敢再吱
声了。

来子连夜把小回又送回武清的北藕
村。见了大虎，把天津那边的事大概说
了一下。又叮嘱小回，没有他的话，不许
再去天津。交代完就又匆匆赶回来。

来子回到天津，已是第二天中午，这
时还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敢贸
然回蜡头儿胡同，就一直在街上转悠，想
着万一碰见个熟人，打听一下。转到归
贾胡同南口儿，正往里走，就觉着身后有
人拽了自己一下。

92 58 封闭保守
慈禧太后咽气时离大清朝灭

亡只有三年的光阴了，国将破，山
河碎，圆明园已草木深。她可不管
这些，就像当年挪用海军军费盖颐
和园一样，她留下遗诏为自己大办
丧事。

居住在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人，曾
在茶余饭后津津乐道“太后大殡”的盛
况。慈禧的极尽哀荣与列强瓜分中国
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张扬地“炫富”也
惊动了天下的盗墓贼。

然而谁都没料到，军阀混战造
就的悍将孙殿英竟然敢指挥兵马以
军事演习为名，公然炸开了慈禧
陵！古今中外的盗墓贼干的都是偷
偷摸摸的夜黑勾当，唯有慈禧墓成了
“军事演习”的靶子，慈禧生前独霸朝
野，死后也不同凡响，轰轰烈烈。有
人说慈禧遭了报应，其实哀荣也罢，
炸坟也罢，死后方知万事空，报应不
报应对于她这个失去子嗣的女人来
说都无意义了。

只是那些国家级文物散失得太
可惜了。孙殿英作案后为了自保，
把最为贵重的宝物献给了蒋介石、
宋美龄、宋子文、戴笠及许多权势人
物，日后随着世事沧桑不知又散失
到哪里去了。坊间始终流传着“翡
翠西瓜”之谜，究竟有没有翡
翠西瓜，你只要到了台北故
宫看见翡翠白菜，就会想到，
既然有翡翠白菜，那就一定
能有翡翠西瓜了！

慈禧完全没有商业观念，

更不懂得知识产权了。卡尔小姐专程进
京在宫里住了11个月，给慈禧画了四幅
油画肖像，其中两张为巨幅。临走时外务
部官员认为应该付给画家酬金，慈禧却怕
给钱卡尔会生气，想恩赏她一些珠宝。外
务大臣解释说卡尔是职业画家，以画像为
生，还是付酬为好。慈禧很奇怪地问：“她
哥哥不是在咱大清海关承差吗？有她哥
哥养着她。”

大臣只好继续说明美国女性很独立，
绝不肯花哥哥的钱。慈禧一听更大惊小怪
了：“让女人出去挣钱太丢脸了，咱中国女
人都在家里养着。”

不过，她接受了八国联军的教训，一
沾洋人的事便不再执拗了，默许外务部给
了凯瑟琳·卡尔一万两白银作为稿酬。

当代中国人以“家国情怀”为褒词，
但若像慈禧太后那种家即是国、国即是
家的封建家长式统治，是很误家误国
的。她就是个封建大家族掌权婆婆，在
当时中国妇女中算是有些文化知识的，

但是不仅对国际社会发展的程
度毫无所知，对自己国家如何
治理也缺乏宏观认知。最要命
的是她所代表的顽固势力封闭
保守、残暴血腥，对革新变法者
痛下屠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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