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生桥瀑布（外二章）

杨仲凯

今年4月中旬，在北京陪伴母亲的老县长给
我微信，发来余光中的《乡愁》。我深知用意，用
这首我喜欢的诗，提醒不要忘了春节时和赵总的
约定。疫情后趁五·一节放假，到兴镇上福来酒
馆，请多年的老哥们聚聚，见面聊聊，以解多年未
见、相思牵挂情谊。每次读《乡愁》，都是热泪盈
眶。乡音、乡情这些字眼，像大海的波涛，拍打着
我的心房，又如夏夜的蝉鸣，引发我无穷的思
绪。我的家乡是冀东平原一个平凡的村庄，小
小的漳河环绕村庄蜿蜒南下。在我心中，我的
父老乡亲，人人都是一盏明亮的灯，如月亮，挂
在那河那水那小桥的上空。让我这个他乡的
游子，带着家乡的期望，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
心梦；山一程水一程，敢向难关行。故园一直
在心中。
老县长叫魏月明，因在县长任上被老百姓

认可，从此无论在哪个岗位，乡亲们对他都是
这个称呼。老县长文质彬彬，但属硬汉，比我
有情怀，不怕事，敢啃硬骨头。他虽退休多年，
但始终挂念着那片土地，放心不下那里的乡
亲，常用笔为家乡发展加油鼓劲，出了5本书，
还有诗集。有人说他是改革先锋官，给这座古老
的县城注入过活力，但他官运不好，本可在家乡
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结果影响了“关键少数”利
益，没有提防使绊子的人，正在一线大干流汗时，
稀里糊涂地就被拉下了马，安排到市级机关干了
闲差。家乡父老都很想他，念他的好，尤其是他
工作过的兴镇。老县长26岁由县直机关到兴镇
任书记，那时兴镇还叫兴乡，报到时，乡政府设施
破败不堪，院墙四方都有豁口，野狗成群窜来窜
去，“文革”时期的标语还在墙上，乡里财政吃了
上顿没有下顿，躺在办公室兼宿舍的床上，听着
漏风的后墙吹出的声响，老县长彻夜难眠。中央
要求抓经济，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来时县委马
书记谈话，说得清楚。
兴乡是个烂摊子，村村
闹派性，打架滋事不止，
上访闹事不断，就是要
找个硬茬子才能震得
住。别指望县里给啥支
持，一句话，有困难自己
想辙。老县长被逼上了绝路，只能像当年的父辈
那样。日本鬼子挡了活路，就组织兴乡敢死队，
端炮楼，和鬼子拼了，硬是杀出一条血路，走向了
光明。老县长的名字就寄托了父亲的希望。
来兴乡第二天深夜，老县长刚要入睡，只听

嘭的一声响，一块砖头飞进宿舍，老县长飞身追
了出去，翻墙头，截住了坏小子，拎着耳朵把他
揪回了办公室。问为什么干坏事？坏小子叫老
七，十六七岁年纪，上初二时因家里人多，交不
起学费，也吃不饱饭，就一直打鱼摸虾混日子。
听说乡里来了个年轻的书记，报到时手里拎着
个提箱，估计里面肯定有钱。还是老方法，老七
用计调虎离山，二虎顺藤摸瓜，潜伏入室。老县
长打开床头箱子，果然仅有的5块钱不见了。
老县长哈哈大笑，你叫二虎进来，我既往不咎。
老七说要不是崴了脚，你追不上我，只能是劁猪
割耳朵，你两头难受。不打不相识，今天栽了，

只要今天晚上的事别往外说，今后全听你的。从
此，老七、二虎和老县长成了朋友。乡里干部都说
老县长收了俩警卫员，经常出入乡政府，有时陪同
老县长下乡。也有人说，老七是老县长的张良，二
虎成了韩信，为了老县长牵马坠镫，成为兴乡发展
的功臣，成了忘年交。

乡里发展从哪里入手，老七出了不少主意。
当时乡里有9台车，可以跑运输。但因猫鼠同穴，

有3台能跑的大车，到了个人手里，以种种理由扣
着不还，实则鼓了个人钱包。老七向老县长举荐
了自己的铁哥们，乡里能人赵东明，他会开车，还
有经济头脑，靠赶大集倒腾山货，成了乡里第一个
万元户。老七按照老县长命令，带着二虎、东明，
下山西、上内蒙古、跑承德，硬是用非常手段，把乡
里的3台车要了回来。派出所人说，老七手段不
合规矩。老七说这是以牙还牙。见老县长不表
态，派出所所长也就和了稀泥。不管咋说，3台车
回到了乡政府，东明自己出资整修车辆，让9台车
全都动起来。3个人在老县长和乡亲们眼里就是
功臣，东明成了乡里的运输队长，为乡里挣了第一
桶金。后来东明又办起了服装厂，让农民当了工

人挣了钱，家家户户盖起
新瓦房。现在东明也是
奔七的人了，身体好，一
口气能做八十多个俯卧
撑，是一家大型彩印厂的
厂长，有上亿资产，成了
名副其实的赵总。东明

的故事很多，上上下下都很佩服他，不仅企业越做
越大，而且是个大孝子，先后卧床的4位老人都是
他伺候走的。前年，市委领导专门接待了改革开
放初期，市里评选的第一代企业家，赵总作为县里
的唯一，与市领导合了影，很自豪。东明说要二次
创业“梅开二度”。他虽然吃了不少苦，还因得罪
个别领导，无中生有被关了半年，但他不后悔，问
心无愧。这次聚会，就是东明操办的。我和赵总
相差不到10岁，但他始终是我的人生导航，我离
开家乡参军时，东明已是小有名气的企业家了。

这次聚会老七到得最早，虽然年已七十，但耳
不聋、眼不花，吃嘛嘛香，还能喝7两二锅头。老
七说，如果像大官那样注意养生，有可能活到
2050年。他说我得替二虎多活几年，二虎当兵后
参加引滦入津工程，打山洞时不幸牺牲了。二虎
走后，老七替二虎尽了孝，不负兄弟一场。我问七
哥，大白脸嫂子还好吗？大家哄堂大笑。大白脸

是当年天津一个插队女知青的绰号，真实名字叫
王倩影。虽然生在苦难的岁月，但头发是自然大
波浪，个高腿长，装扮谈吐跟周围的女人明显不一
样。她像花丛中的蝴蝶一般飞扬，在乡下循规蹈
矩的人眼里，她是那么跩，又有些不正经。有人管
她叫女特务，但因皮肤特别白，从此留下个绰号
“大白脸”。大白脸的到来，让知青点一下子热闹
起来了。来得最多的是老七。当时老七是民兵连
连长。有人说闲话，七哥回答得很干脆“工作需
要”。她干农活不行，割麦子总是落在后头，但
因有“工作需要”帮忙，每次她都先收工，气得知
青点男知青敢怒不敢言。大白脸干活不行，唱
戏是把好手。和男知青排了一场“智斗”，县里
汇演时拿了一等奖，大白脸成了红人。老县长
让到各村巡回演出，演到第二天时，七哥憋不住
了，看不惯演刁德一的知青张明，和演阿庆嫂的
大白脸耍贫嘴，使阴招让刁德一一上台就拉肚
子，这下演不成了，七哥自告奋勇演刁德一，唱
得有模有样，从此顶了知青张明的角色，每天和
大白脸在一起。巡演在哪村哪村管饭，把七哥
美坏了，每天笑得合不拢嘴。后来知青返城，大
白脸成了公交车驾驶员。七哥到城里钢厂打工
时，大白脸经常给七哥送饺子，见工棚潮湿，怕七
哥着凉得风湿病，便将她下乡时老爹送的皮褥子
给了七哥。现在村里去钢厂打工的都腰疼，就七
哥没有留下后遗症。大白脸回城后，嫁给了一个
小白脸，小白脸心眼小，知道大白脸经常到钢厂看
七哥，经不起风言风语，结婚8年也没生孩子，就
离了婚。七哥用在钢厂打工挣的钱，在村里办起
了拔丝厂。后来当了书记，一干就是30年，虽然
干得不是轰轰烈烈，但人缘很好，每次选举都是全
票。乡亲们说，老七说话虽然浑，但做事清楚，人
也义气，他当家我们放心。3年前，七哥的老伴儿
得了重病，走前给七哥留下话：心里有大白脸，她
也单身，现在咱村条件不比城里差，后半生你俩一
块过吧，还可以演戏。七哥的老伴儿，对大白脸来
村时，自己摔盆子、甩脸子，总觉得对不起七哥、对
不起大白脸，把七哥放在柜底层的皮褥子拿出来
晾了晾，用自己出嫁时的包裹皮包了起来。东明
对我说。今年，建党100周年时，七哥和大白脸要
结婚。你如果不回来，先把礼钱交上，1000块就
行。引得大家一阵狂笑。
这次聚会，本来赵总准备了茅台。几位老哥

们说，好久没见了，要宰赵总一顿，必须喝好的，喝
个痛快。老县长不同意，让老伴儿打开自己珍藏
多年的“小松树”，这是县城当年老牌子酒，是老县
长当县长时创出的牌子，给家乡挣了不少税收，聚
了大量的人脉。后来酒厂改制，这个牌子的酒，早
就不生产了，成了家乡人永远的回忆。当年喝酒，
不说喝几瓶，就说要放倒几棵小松树。老县长打
开尘封近40年的老酒，真是沁香扑鼻。那天我喝
醉了，躺在老家的土炕上，足足睡了一天一夜，好
像做了一场梦。梦中听见了兴镇那百年老槐树
上，挂着的古老铜钟，发出了雄浑的声响。

作者简介：李从军，军旅生活26载，曾多次立
功，2008年转业，现在中共和平区委机关工作，发
表有散文、报告文学、理论文章等。

那年端午节，从保定去往革命老区阜平县城
的时候，是黄昏时分，天还亮着。我们兄弟二人带
父母到这里，除了想去参观红色的城南庄，还要去
看一个叫做“天生桥”的瀑布。据说，那是北方比
较大的瀑布群，比不了黄果树瀑布，也比不了壶口
瀑布，但也是壮观和有特点的瀑布。
转天早上，我们驱车从县城来到大山深处，那

其实就是河北省和山西省交界处的太行山脉，当
年打日本鬼子的地方。“天生桥”的意思，就是自然
形成的“天生”的石头桥，而且这长27米、宽13
米、拱高13米的天然石桥，凌驾于一条瀑布的上
面。这座天生桥，是由山谷瀑流沿裂隙冲蚀崩塌
形成的，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天生桥瀑布群，包括
银河瀑、情侣瀑、马尾瀑、三叠瀑、望盔瀑、琼浆瀑、
天门瀑、瑶台瀑布等，其中瑶台瀑布的落差达到
112米。天下知名的瀑布很多，但桥与瀑布群合
璧构成如此奇观的，独此一处，不仅丰水期的瀑布
好看，冬天时的冰瀑也很美。
只是原本不知这山会是这么高，我们在山水之

间缓缓走了很久，终于远远望见那座天生桥，桥在瀑
布之上，瀑布飞流直下，水涛之声让人有幽静沁凉之
感。从桥上看下面的深深山谷，能看到山谷里的各
样花花草草，想着人间还有这么多美好的事物，悬空
的心才会安心一点儿。从天生桥上经过，实际上就

是钻进壮观的瀑布后面，瀑布的水花溅到身上，
水的湿气入侵人的鼻子和皮肤，感受到大自然
的抚爱。透过瀑布看蓝天白云，好像加了特效
一样，和无遮挡零距离地直接去看，也是不一样
的情调。端午时间，城市里已经很热了，但这山
里，海拔不低，山风吹来，还略带着一点点凉
意。风吹过瀑布，水丝被阳光照成白玉，再轻
打在脸上，就觉得自己也像个神仙了。耳畔能
听见瀑布的呼啸声，好像是在为这个世界而发声。

易县不易
从涞源醒来，就往易县方向走，从涞源通往易

县的国道上，快到紫荆关长城时，我们看到了一则
官方告示，因为前方修路而不能通行。我下车去
前面问路，得知这条道路确实不能通行，这些天
一直在修路。我想问问还有没有其他的小路能通
过，但是大家都说没有把握，劝我不要冒险。不能
从这里回天津，我也有点遗憾，并且有着冒险的冲
动，但想想人家说得有道理，于是我开始劝导家人，
如果我们把车开到半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可就
麻烦了。父亲沉默了一下也表示同意，过了一会
儿，他又提议去西柏坡，但马上就否定了，距离远，
而且这已是三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时间总是不够用。

不从易县走，该如何回到天津呢？又问路，人

家说，还是要通过保定回的。在阜平的时候，如果
不到涞源来，就是阜平—保定—天津，现在的路线
就变成了涞源—保定—天津。这样还是走了很多
回头路，比如重新回到走马驿柴皮岭，再向保定
走。当然也不完全都是回头路，还是看到了很多
来时没有看到的风景。

易县我曾经路过，但是从来没有进去过。荆
轲塔、清西陵，这里有很多名胜古迹，也有狼牙山和
易水湖这样的山水。从涞源往保定走，也要经过易
县的边缘，从那里行驶而过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
听父亲讲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听到名句“风萧萧兮
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感到文学之美和生
命的悲壮。尤其是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父亲讲得
栩栩如生，还模拟出枪炮和吹号的声音，为了描述
好什么是“卧倒”，他真的在床上演示给我们看。

接近午时，我们就又到了保定市内。从保定上

了高速公路就能直接回天津了，一路畅通。我忽
然又想，这个时间，足够去冉庄地道参观，从那里
再回天津不迟。当我向家人说出这个想法，他们
一致同意。于是，我们便向清苑县方向驶去。

冉庄地道
冉庄，很普通的一个名字，听起来可能无

感，但如果说“冉庄地道”，那知名度应该就很
高了。过去的老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
战》，几乎没有人没看过，那个“地道战”说的就是冉
庄，是二战中，中国战场的重要遗存。冉庄也是明朝
移民从山西迁移到这里的，华北平原上的大多村庄
都是这样的来历。但那时我们去的时候，村子里已
经没有人姓“冉”了。当年的地道都还在，地道口在
农家的马厩里、炕头、锅底下，钻进去就是地道，从这
头钻进去，从其他的很多出口可以出来，一个村子和
外围更大的范围，在地下都是连着的，神出鬼
没，有32华里之长。我们钻进地道，里面凉森
森的，在一个个院落钻进钻出，眼前的农家村庄
新鲜又熟悉。我们还去了村中心，矗立着的那
棵老树和大钟，与记忆中电影里的一样。
《地道战》里面有一句著名的台词“高，实在

是高”，说这句台词的场景，就是在一个日本人的
炮楼里。从冉庄的地道里钻出来，我们就去看

了那个炮楼，我幼年时，在天津郊区还能看到很多当
年战争年代的碉堡，却好像从来没有见过炮楼。那些
碉堡都是真实的原物，而在冉庄看到的炮楼，已经是
复原的东西了。炮楼也是一种碉堡，只不过是一种高
楼式样的碉堡，更便于瞭望和居高临下地射击。
在抗战题材的电影里看过，炮楼也是日本兵的驻

地，日本人抓到了八路军，也都在炮楼里审讯。那次
我们参观的这个炮楼，有4层之高，因为这是日本兵的
据点儿，当年八路军经常去“端”这种炮楼，连锅端，可
以消灭不少鬼子。外面天气炎热，炮楼内外都是滚烫
的，我们一层一层地往上爬，一直到了炮楼的顶层，在
上世纪40年代的华北平原，4层的炮楼已是最高的建
筑物。此时，我们爬上去眺望四周，看到一望无际的
麦田，我的心中不禁波浪翻涌：这是华北平原上乡亲
们的粮食，永远是中国人民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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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老乡亲
李从军

武歆长篇小说《密语者》（重庆出版社2020年
12 月版），讲的是 1937 年至 1939 年的天津故
事。从武歆创作经历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历史传
奇和天津题材情有独钟，屡屡涉足。这次的《密语
者》将二者结合，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画面？从题材
上说，类似作品已经接近饱和，空间逼仄，很难突
破。武歆对此心知肚明，他把重心放在了叙事本
身，大变“套娃”戏法，让故事呈现出魔幻般的感
觉，充满哲学思辨意味。
《密语者》没有采取一般性的平铺直叙，按照

时间标尺结撰故事，而是违反“阅读期待”，运用了
“多棱镜”方法。《密语者》从不同视角，讲述了
1937年至1939年多个天津故事及林林总总，看
似没有联系，实则指向同一个“中心”。《密语者》结
构精巧，“卷首/游坟”和“卷尾/葬礼”
总括全篇，然后按照赤、黄、蓝、白等颜
色，分成9卷，如同光谱，色彩斑斓，殊
途同归。9色一字排开，气势宏大。9
卷中，武歆讲了6个故事，其他3卷作
为舒缓节奏的“气口”。所以，看《密语
者》的目录，就引起一种整饬带来的舒
适感。但是，正如篇名提示，继续读下
去才知道，这样美轮美奂、有条不紊的
外表下，隐藏了作者和读者的激烈追
逐游戏。

书中的6个故事，相当于外部第
一层，功能非常特殊。一方面自成体
系，另一方面又须相互配合，完成统一
的叙事诉求。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
中，这6个故事的共同点，除了发生于
天津1937年至1939年，就是充满了
对历史叙事的质疑。它们通常奇崛生
动，诡异难料，令人读来嗟叹。“赤卷/
沦陷”中，马占河是天津西站副站长，
为了保护火车上运往前线的士兵，牺
牲于日军枪下。但是，他的英雄行为
却没有任何痕迹：“谁也不知道马占河副站长去了
哪里。也没有人再在天津城见过他，包括站长和
站上的其他人，还有他的媳妇、儿子和闺女。当然
也没有人看见马占河成为英雄的壮观场面。同样
成为英雄的光棍汉工头更没人知道了。两个互相
证明对方英雄壮举的人都死了，那被救的几百名
军人，因为藏在闷罐货车里，就更没有看见营救他
们的人。”结果，传闻纷纷，马占河反而受到误解、
遭泼污水。所幸，武歆通过小说，让马占河重见天
日，但有多少人沉默在历史深处，永远失去了站出
来的机会呢？比如，那个默默无闻的工头，在小说
中也未能留下姓名。武歆通过故事一再阐明，处
于历史进程中的个人，往往对影响自己命运的事
件一无所知，只有后人孜孜不倦追索，才能接近事
件真相。因此，《密语者》的6个故事是破碎乃至
故意“卖个破绽”的，但无可奈何的是，却不能不被
“相信”，因为它们是唯一的讲述者。面对“羊皮
纸”上可以任意书写、涂改的历史，武歆真是给读
者出了个难题。

岂料，这才是读者“噩梦”的开端，因为他们面
对的是一个“套娃”讲述结构——也就是说，故事层

面仅是最外一层，这已令人疑窦丛生。第二层“套娃”
出现后，本以为可以真相大白，谁知变本加厉，故事更
为扑朔迷离。讲述人“爷爷”出现了。《密语者》的故
事，全是由“爷爷”讲述的，武歆并不避讳，反而开诚布
公。故事之所以残缺不全，乃因“爷爷”本身出现了讲
述障碍。《密语者》的讲述，与质疑讲述者“爷爷”同时
进行：“我爷爷只要睁开眼，马上就会讲故事。白天
讲，晚上也讲；身边有人时讲，没人时也讲。他灰白
的头发支棱着，露出肋骨的胸膛一起一伏，像是巨大
的历史宝库，一段又一段故事从宝库里喷涌而出，任
何人都无法阻挡。他讲得昏天黑地，颠三倒四。讲
得太多，让人很难琢磨故事真实性到底有多少。”作
品中设置一个讲述者，并不鲜见，但像“爷爷”这样自
带“自反性”的，让读者不得不满腹狐疑。“爷爷”在这

里，已经成为“历史”的原型。他虽
然把握着讲述权利，但内心虚弱，不
得不闪烁其词、自我阉割。对于读
者来说，“爷爷”设置了很多“陷阱”，
谜团重重。
小说家的目的就是“解密”，于

是，“我”出现了。“我”的讲述，是《密
语者》“套娃”又一层。“我”与“爷爷”
构成一对关系：我是“猜谜”者，如同
一个追击者，而“爷爷”怀揣答案，闪
转腾挪，就是不肯露出底牌，能够让
猜谜者茶饭不思、撕心裂肺，百思不
得其解，才是设谜者最大的幸福。
“爷爷”在“我”眼中，已经成为不折
不扣的谜，直到去世仍未解开：“我
爷爷到底是谁？假如他是杨天师的
话，为什么他讲自己的经历，却与杨
天师讲述的不一样；假如他不是的
话，他又为什么存有这个竹片？”就
这样，小说堂而皇之，以“开放”的问
题收尾。
正当读者准备抱怨作者故弄玄

虚的时候，“套娃”第四层打开。“爷爷”讲述时，时常在
关键时刻卖关子，把目光投向躺柜，因为里面有杨天师
秘而不宣的写了字的“竹片”。“爷爷”去世，“我”找到
“竹片”，如获至宝，以为可以揭晓故事答案，却发现上
面只写了“挺着”二字。“挺着”本来是“爷爷”最后的“包
袱”，却让“我”无法喜出望外：“这是两个令人失望的
字，平淡得像我爷爷的死亡。”初看起来，《密语者》如同
罗兰·巴特所说的阐释“剥洋葱”游戏，层层剥下，最后
却是“无”。但是，谁又能说“挺着”背后没有更深的意
味呢？故事中那些去找杨天师的人，无一例外拿到了
“挺着”，但谁又能说，他们的理解是一模一样的呢？而
“我”的拒绝诠释，恐怕也是“过度诠释”的一种。

武歆是作者，但在《密语者》中，他分明没有把作
者当作理想身份。“后记”说：“我不是游戏的讲述者，
却是优秀的听者。我目光的专注还有身体的虔诚，
会让一个讲述者感到自己的神圣。”所以他问“听讲
的乐趣到底在哪里”，梦中得到了答案：“造就讲述
者”。也就是说，正是“我”的存在，使“爷爷”的讲述
有了意义。这是一个温情的说法。因为在讲述中，
讲述者和听者各取所需，都找到了“乐趣”。这算是
“套娃”叙事的“中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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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群众雪中送炭
焦裕禄指示：第四，参加运输的人

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
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提供食宿，保证
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体干
部，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
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
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
李中修下达完电话通知，到焦裕

禄办公室给他送还钢笔，看见他在屋
子里转来转去，时而站在窗前看着漫
天飞雪出神，直到夜深还没有休息。
第二天一早，焦裕禄召集几位县

委领导同志和部分机关干部开会。人
们发现，焦裕禄脸色不好，眼皮浮肿，
显然夜间没有休息好。焦裕禄动情说
道：“现在雪越下越大，群众的安危冷
暖面临的困难也越来越多。大雪封门
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
火。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
候，出现在群众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
助的时候，去关心和帮助群众，把党的
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心上。”
焦裕禄把参加会议的同志分成四

组，各组由一名县委领导同志率领。跟
随焦裕禄的李中修和刘俊生抓紧备好
救济粮条子、布证和现金，焦裕禄抓起
一根探路木杆，三人顶风冒雪上了路。
焦裕禄刚出县委大门，一阵风雪

袭来，焦裕禄身上穿的那件黑色旧大
衣，被寒风吹得鼓胀了起来，像是展翅
欲飞——他多想插上翅膀，冲破风雪
严寒，一下子飞到困难群众家中！
焦裕禄三人出城向南穿过陇海铁

路，首先来到城关公社金营大队，慰问

了军属靳美英和生活困难的伊凤梅两户
群众。走出门来，恰与走访群众归来的金
营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广志相遇。
“老李，咱们会师了，你们这样做很

好，现在正是为群众雪中送炭的时候。”焦
裕禄对认真按上级要求雪天慰贫的李广
志予以嘉许，随后来到城关公社高皂头
村，慰问了一户丈夫病故的军属。三人出
村折向西南，走在前头的焦裕禄一脚踏进
积雪覆盖的冰窟窿里，拔出脚来时，鞋袜
已被冰水湿透。“原来雪地也有伏兵啊，咱
们绕路走吧！”焦裕禄打趣说。

漫天皆白，哪有路可寻？三人左冲右
突，好不容易才绕了过去。

行进间，李中修突然发现，其他人的棉
帽帽耳都放下来了，唯有焦裕禄的“火车头”
棉帽帽耳没放下来。旷烈的北风卷着雪花
兜头扑来，焦裕禄半边脸到脖子根儿堆了一
团雪，右耳冻得出了血。李中修迎风高喊一
声：“老焦，快把棉帽耳朵放下来！”
“我不冷，身上还冒汗呢！”
“你脸上堆了一团雪，耳朵都冻破了，

咋能不冷？”
焦裕禄伸手一摸，右耳后脖颈处果真

窝着一坨冰，用手胡噜了好几下，才剥离
干净。“好家伙，冻得真结实啊！”焦裕禄开
怀一笑说。

王麻秆儿急中生智
王麻秆儿远远看着，就见牛帮子

和这“二饽饽”先进了铺子，在里边呆
了一会儿，又出来了。可他俩没走，
在附近一个墙角的黑影儿里站着。
过了一会儿，就见申明回来了。王麻
秆儿看着申明朝铺子走过去，想过去
拦，可这时牛帮子和“二饽饽”肯定也
已看见他，再想拦已经晚了。于是就这
么眼看着申明进了铺子。再看牛帮子
那边，就见“二饽饽”跟牛帮子说了几句
话，然后留下牛帮子就匆匆地走了。

这时王麻秆儿突然想起来，来子曾
说过，为保险起见，在铺子里面绱鞋的大
屋后墙，还留了一个后门。但这后门不
常开，也不走人，所以也就没人注意。王
麻秆儿赶紧绕到铺子后面。这后门果然
没锁。从这个后门进来，来到暗室，赶紧
把外面的事跟申明说了。申明一听就知
道这地方暴露了，立刻收拾起所有的东
西。从后门走时，又叮嘱王麻秆儿，让他
把一把笤帚立在铺子门口儿，这样田生
或别的人再来，一看就明白了。

王麻秆儿送走申明，想了想，觉着
笤帚这事儿不太好办。牛帮子这会儿
正盯着这铺子，倘自己拿着把笤帚过
去，立在门口，牛帮子肯定得注意。可
这个时候，田生又随时可能回来。王麻
秆儿朝远处一看，就有了主意。这时打
更的刘二正一边敲着梆子，一边拉着一
辆排子车过来。刘二也已经七十多岁
了，但身子板儿还硬实，到了晚上，还是
一边打更，一边给街上的买卖铺子倒脏
土。王麻秆儿就朝他走过去。刘二这
个晚上刚喝了点儿酒，一边拉着车，敲

着梆子，嘴里还哼哼唧唧的。见王麻秆儿
迎面过来，就乐着说，这么晚了，谁还买你
的鸡毛掸子啊？

王麻秆儿掏出几个零钱塞给他说，帮
个忙。刘二说，说吧，只要别耽误我打更
就行。王麻秆儿说，这儿有把笤帚，你一
会儿路过鞋帽店，顺手给立在门口儿。

刘二听了，看看王麻秆儿手里的这把
笤帚，眨巴眨巴眼问，这是要干嘛？王麻
秆儿说，这叫断道儿，这鞋帽店的牛老板，
你认识吗？刘二说，不就是来子吗？

王麻秆儿说，我穿他一双鞋，说好等
有了钱就给，可他一直催，就跟我要赖账
似的，都是这么多年的街坊了，一双鞋，值
当的吗？我越想越气，这种人，以后跟他
断道儿了。

刘二这时喝得晕晕乎乎儿，没再说话
就把这笤帚接过去了。

王麻秆儿还不放心，一直远远看着。
就见刘二路过鞋帽店时，把这笤帚立在门
口儿了，心里才踏实。果然，牛帮子跟着
就走过去。他看看这把笤帚，又看看拉着
车走远的刘二，看样子是不明白这是怎么
回事。又过了一会儿，就见一辆军用卡车
开来了。车一停，跳下一群日本宪兵，闯
进鞋帽店里里外外地搜查了一遍。然后
出来，就把铺子的门窗都封了。

94 60 最终命运
清宫过客中的几位奇女子后来

的命运如何？
《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在《葬花词》

中苦吟：“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
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

当年德龄到了上海，认识了美国
驻沪领事馆副领事撒迪厄斯·怀特，两
人相爱结婚。后来怀特当了记者，夫妇
二人去美国定居。1911年以后，德龄走
上了文学之路。她以“慈禧太后御前女
官”的特殊身份写的《清宫二年记》走红
英美，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华裔英文女
作家，后来一发不可收，连续写了一系列
以清朝晚期生活为素材的小说、散文。

无奈，月有阴晴圆缺。1927年，
她的独生子萨都斯不幸夭折。为了排
解心中的痛苦，她回到上海，曾在宋庆
龄身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也是一桩
历史佳话。

1944年，德龄在加拿大死于车祸，
终年58岁。

容龄后来的生活比较平静，当年出宫
赴沪以后，她在上海生活了几年。1912
年，她嫁给唐宝潮，唐时任总统府少将衔
的军事参议，二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她
在上海、南京、北京、天津都居住过，以社
会名媛舞蹈家的身份出席一些文化活动，
经常在慈善义演中展示她优美的舞姿。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总
理安排容龄到中央文史馆从事
清史和舞蹈研究，她整理编导了
《扇子舞》《荷花仙子舞》《菩萨舞》
《剑舞》等许多著名中国民族舞
蹈，为后来民族舞的繁荣发展作

出了贡献。就是这样一位与世无争的高龄舞
蹈专家，在“文革”中也没能逃过厄运，被“造反
派”打残了双腿，于1973年去世，享年84岁。

天津的音乐舞蹈史学家刘恒岳先生，于
2012年赴美国发现了一段珍贵的电影胶片，
时长3分21秒，是1926年一位美国摄影师
拍摄的容龄表演的《剑舞》。从那段电影资料
可以看出，《剑舞》的表演极富中国古典传统
风格。2012年，全国各地的舞蹈史学家们齐
聚天津，为纪念裕容龄123周年诞辰举办了
“容龄舞蹈研讨会”。容龄出生于天津，天津
老乡对这位舞蹈艺术家有着特殊感情。

凯瑟琳·卡尔回国以后，再也无人称她
为“柯姑娘”了，但她似乎一直被称为小姐，
可能没有正式婚姻。当年她为慈禧太后画
像，不仅得到了丰厚的稿酬，慈禧太后还颁
给她一枚双龙勋章。

她的后半生辗转欧美，在纽约定居，有自
己的画室，仍以给人画像为生。她本来不是
一位名气很大的画家，东方奇遇使她拥有了
别人难以企及的一幅画、一本书，即华盛顿

美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慈禧太后
油画像和《慈禧写照记》。作为一
位女画家，她在世界画坛留下了自
己的一抹色彩。
（连载完。明日连载《歌唱祖

国：王莘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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