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代早中期，中国画坛有两
位同名的画家，他们都叫沈铨，一
位是吴兴人，字衡之，号南苹；一
位是天津人，字师桥，一字季掌，
号青来，合称“南北沈”。

天津的这位沈铨，人称“北
沈”，主要画花卉，喜以古松、怪
石、奇葩、异草为题材，偶尔也画
山水。《墨香居画识》说他“山水
师石田（沈周），花卉宗南田（恽
格）”。《津门诗钞》则称：“青来善
绘事，著色花卉，得张桂岩（张赐
宁）所传，当时重之。”1808年所
画《玉洞春花》，设色绢本，色调
清雅，款题为“嘉庆戊辰立春日
抚元人赋色，天津沈铨”。钤“沈
铨之印”“直沽渔隐”印。其他作
品，如《双》《蕉竹》等，看起来技
法相当纯熟，笔调雄健。一些著
录上评论其着色花卉，工丽艳
雅，可与南田相比。

沈铨是著名书画家、艺术教
育家、书画鉴赏家。《养素轩论
画记》是沈铨的名画著录鉴赏
专著，其所录画作大多精品真迹，且为其亲眼
所见。每幅作品内容、尺寸、诗文、题跋、画家
钤印及收藏诸印，堪为周详。末卷则杂记所
见。书中明辨真伪，考订处尤具卓识。同时
评介名画笔意，与明代李日华《六研斋笔记》

论画相似，与同一时代
的安岐《墨缘汇观》相
呼应。论者将此书比
之于明代张丑的《清河
书画舫》和清初高士奇
的《江村销夏录》。清

末徐士銮《敬乡笔述》云：“先生此
记于收藏家所见，分卷载之。瑶
华主人所藏亦详集中。末卷则杂
记所见地。卷中叙述画幅，靡不
详尽，诗句题跋亦多。选录未经
评论者，皆附列其目，而考订处尤
具卓识。见此记者多比之张青父
书画舫、高江村销夏录，洵属不
诬。余则谓先生记画笔意，更与
前明李竹懒奉常日华《六研斋笔
记》论画相似，堪称清逸之品。”沈
铨病逝后，此书被华听桥收藏。
徐士銮特为校勘。
沈铨善弹琴，藏砚，取斋号

“六琴十砚斋”，著有《六琴十砚斋
读画记》。生平慕黄山之胜，曾偕
程音田、莫葵斋裹粮同游，凡山中
怪石、古松、奇花异卉，咸为图绘，
无不逼肖；且著《黄山记游》，详记
黄山之胜，因内容具体，被李一氓
编入《明清人游黄山记钞》。陆辛
农说：“曾见其所画写意蔬果，率
笔钩点，淡逸有致。”沈铨于绘事
外，尤擅篆刻，白文得汉人神髓，

朱文仿唐官印，亦能酷似。津人唐商鱼说：“曾
见沈青来印谱铅印本于仰古斋段宇焦所。”

我收藏有沈铨所作《梅花图》，长 140 厘
米，宽29厘米。此作绘一株老梅，梅干苍劲挺
拔，用笔潇洒利落，大有“曲如龙，劲如铁”之
势。梅树枝条纷披蔓延，错落有致，“长如剑，
断如戟”。梅花以细笔点染勾勒，有疏有密，
或含苞待放，或舒展怒放，交叠错落，雅秀夺
人。沈铨能写出《养素轩论画记》这样的绘画
专著，与其深厚的绘画功底和他对绘画的鉴
赏水平不无关系。

世人对《红楼梦》中诗词，或重逾珪璧，或
嚼如蜡纸，态度常存分歧。叶嘉莹先生曾将
其中诗词分为三类加以评论。一是暗示人物
命运发展之作品；二是模拟人物个性写成不
同风格之作品；三是作者借书中情事写出自
身悲慨，真正表达内心深处情感之作品，如
《顽石偈》等。

关于第一类，叶先生认为虽很工巧却无甚
价值。其实此一类拆字谐音，混同谜语，基本
算不上是诗。《红楼梦》诗词联赋大都暗示人物
命运和情节安排，但文学性较高且意蕴深雅的
隐喻之作，诸如十二支曲子之《引子》《枉凝眉》
等则被叶先生划分入第三类了。

第二类占书中篇幅甚巨，叶先生认为此类
虽不能和李杜苏辛相比，但作为小说中的诗词
很了不起，因为作者要设身处地着想人物，按
其个性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其实，诗学发展
至今日，恐早已不可能有诗人堪与李杜苏辛相
比拟了，但就这一类颇为人称道的“角色诗”，
似犹可引发一些思考。

小说的作者为不同的角色安排富有个性
化的人物语言，虽足以赞美仿效，但总像是业
务范围之内必需的功力体现，至若写出个性化
的“角色诗”，则尤显可贵，非常人能及。一般
语言的“真”可以缘于“假扮”，从生活中不同人
物原型身上照搬或改造而来，而诗的“真”却往
往难以脱离心性情志的忠诚。这并非对书中
所有“角色诗”而论，因为观其全部，就前八十
回而言，大致又可分为四种，有的只能算“韵
语”，有的能称为“诗”，而水平也并不一致。

其一可称为“彻底的角色诗”，如第一回癞
和尚嘲甄士隐诗、贾雨村中秋口占，全然是为
角色和情节而作，与曹雪芹本人之情志无关。

其二可称为“为作者代言的角色诗”，如第
一回跛道人《好了歌》、廿五回癞和尚叹通灵宝
玉二首等。此类直观是作者为人物所作，其实
是人物替作者发表意见、吐露思想的代言诗，
其警世之主题、伤时之寄托显然可见。

其三是“为大观园众儿女所作的普通角色
诗”，如迎春、香菱所作
等诗皆是。

其四是“为大观园中
某些儿女，尤其是黛玉
等作者倾注心血最多者
所作的角色诗”，这一类
颇可见作者诗心寄托。
此类角色诗既是作者借
小说而为的别裁之作，
则读者赏析之时亦不可不别而裁之。其中作
者之寄托又不能与上述第二种代言体之角色
诗的直白议论、明显讽喻等同而观，其富有兴
味，更是诗的语言，切需再三品会。

历来赞美书中“角色诗”的学者大多止于
肯定“其诗肖其角色”，但以其诗配合其人毕竟
是作者的义务所在，而书中不是所有肖其角色
的韵语都能称为诗。如薛蟠的“女儿令”，完全
是薛蟠声口，王闿运《湘绮楼日记》中曾有“薛
蟠体”之说，程千帆先生认为此一戏谑有“诗不
成章”的意思在内，因为第一句荒谬，第二句奇
特，第三句风韵，第四句亵鄙，和贾宝玉、冯紫
英、云儿所说的四句各自切合其身份、个性，且
风格具有连贯性的很不相同。这足见曹雪芹
的功力，竟能促成薛蟠那可笑的韵语成为一
“体”，但即便如此，仍不是诗。可见一味地从
诗肖其人的角度赞美曹雪芹笔力，难以最彻底
真切地指出书中“角色诗”的全部成就。

其实，真正可贵的在于某些“角色诗”中有
作者之“我”，作者与角色相融而合。曹雪芹诗
心，实多系于几位女儿，一则黛，二则钗，此二
女儿诗作水平足以当之，只是黛玉尤重，而书

中诗论亦多出自此二人之口。“角色诗”相对集
中精彩地出现于大观园结社作诗，对此，蔡义
江先生认为：与其说是为“闺阁昭传”，毋宁说
是为文人写照，因它曲折摹写了当时儒林风
貌。但若说大力塑造大观园众儿女生活风貌
的曹雪芹在这些章节反而是以塑造闺阁儒风
为“宾”，却以摹写当时习见的诗社雅集为
“主”，是否略显颠倒本末？其实，与其说是为
文人写照，不如说是对曹雪芹本人诗学世界的
写照，或说是曹雪芹刻意为之的诗学和情志的
寄托。海棠、菊花两次诗会之钗、黛诗作，看似
因人设计，量体裁衣，以显人物之诗才，其实不
如说是曹雪芹的“男子作闺音”。蔡义江先生
注意到黛玉“满纸自怜题素怨，片言谁解诉秋
心”二句正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
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在具体情节中所激起的
回响，恰是曹雪芹的心声。

或许有人反对将书中的“角色诗”与曹雪
芹本人瓜葛起来，但难道闺怨诗置于文人诗集
就可揭去女性面纱而把著作权直接归还给男
性作者，换成小说就不可同标而准了吗？另有
一层，曹雪芹在某些女儿诗作中，又偏偏带上
书生口吻，既然黛玉等女儿都是曹雪芹虚拟的
人物，诗中这些“闺阁作男子音”的诗句，当然
也就是曹雪芹刻意为之，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
种对“男子作闺音”的反向模式，恰恰是曹雪芹
自我的写照和寄托呢？

清人张新之《红楼梦读法》认为书中诗词
“其优劣都是各随其人，按头制帽”，即是说书
中诸角色是“头”，他们的诗是“帽”。而诸角色
连同他们的诗又都是曹雪芹裁制的，那么归根
到底谁是“头”，谁是“帽”呢？鲁迅先生曾说：
“只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别人以叙自己，或
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便不至于感到幻灭，即
使有时不合事实，然而还是真实。其真实，正与
用第三人称时或误用第一人称时毫无不同
……因为这不是真的幻灭，正如查不出大观园
的遗迹，而不满于《红楼梦》者相同。”现在，因
为查不出大观园的地址而心怀不满的人恐怕

是难找了，但是因读了书中“按头制帽”的“角
色诗”而止步于赞叹曹雪芹模拟作诗的本领
何其之高的人却大有所在。我们读这些诗，
除了要看它们的“人称”，还要深入挖掘其内
在的“真实”，不但是属于角色的真实，还要是
归于曹雪芹的真实。

脂砚斋在第一回批语中说：“余谓雪芹
撰此书，亦为传诗之意。”蔡义江先生的理解
是：在小说情节中确有必要写到的诗词，根
据要塑造的人物形象的思想性格、文化修
养，模拟得十分逼真、成功，从而让这些诗词
也随小说的主体描述文字一道传世。这其
中“确有必要”四字，值得我们思考，一本规
模宏大的长篇小说，里面的诗词怎么才算
“确有必要”的呢？除了暗示人物性格命运、
小说情节脉络等确有必要以外，直揭作者心
史，把“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的“痴情”
表达在诗中，以待解人品味，应该是曹雪芹
的良苦用心所在。

曹雪芹写这些“角色诗”，不同于文人日常
给别人代笔。凡代笔诗，鲜见拿出当家本领。
雪芹作“角色诗”，看似代笔，实是反客为主、寓

主于客，不仅仅是为代笔对象服务，
更是让代笔对象及其“角色诗”为自
己服务。故而续书者之所以难以鱼
目混珠，不仅因为那些个性化的诗
作非等闲俗手所能办到，更关键的
是续书者不拥有那些角色，那些角
色属于曹雪芹自己。

如果说两次诗会产生的杰作更

多体现艺术的成功，当然也因角色不同而多少存
在一些“有句无篇”的遗憾，那么黛玉的《葬花吟》
则是曹雪芹最专注为之的角色诗作。

蔡义江先生曾说：此诗并非一味哀伤凄恻，
仍然有一种抑塞不平之气，体现诗人不愿受辱被
污、不甘低头屈服的孤傲不阿的性格，这正是其
思想价值之所在。实际我们读此诗，的确大可为
之感动。叶嘉莹先生曾将此诗与李煜《乌夜啼》
（林花谢了春红）词对比，认为林诗铺展之中，点

缀修饰过多，反而冲淡主
题，致使写葬花就是写葬
花，成为个人的事件，不如
李词因精练而具有象喻
性。又与陈宝琛《落花》诗
相比，认为陈诗转折更深，
愈有哲理意味，非是直接、
简单的反射。总之，层次
的不同，哲理的深浅，幽微

曲折，言外之意的多少是有所不同的。
叶先生的评析的确富有卓识，但仍有几个问

题尚容我们思考。首先，《葬花吟》作为歌行体
诗，是否与律诗深隐顿挫、小词凝练概括的要求
一致？此诗以铺张见长，又是否因为缺乏象喻
性而损没了主题？第二，《红楼梦》全书笼罩在
一个象喻的系统中，在“大旨谈情”的背后有大
义在，虽然因为小说叙述的展开和人物语言的
略显矫情而谈不上全都是“微言大义”，但全书
以象喻寓以大义，似不可单篇割裂以论其主题
方面之表现效果。就本诗单篇论，其“个人的事
件”是否缺乏象喻性？第三，虽然全书很多诗词
在“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大背景下，风格总体
趋向伤痛凄婉，但这正是作者此书“人情”之大
要。诗的“缘情而绮靡”，又是否必需哲理的意
味方可定为佳作？

叶先生认为，真正的诗人之诗和小说中的诗要
分别来看，《红楼梦》的诗不能够跟很正式的诗人
的诗词相比，不能和一般的正统诗词相比。同时，
叶先生称赞《红楼梦》是作者真正从内心抒写出来
的，是他自己生活的经历，是透过他自己对于生命
的体验写出来的作品，并指出书中第三类诗是真
正表达内心深处感情的诗词。那么，是否可进一
步考虑，书中的“角色诗”是否也有这一种体现真
切生命体验的作品呢？就《葬花吟》来说，即便不
喜其铺张宣泄风格的人，读到“天尽头，何处有香
丘”的时候，也会因其肺腑之咏叹和音节之美感而
动容。《葬花吟》似正宜列入叶先生提出的“真正内
心深处情感”之一类诗中，只是它是以“角色诗”的
方式出现的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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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红楼梦》的“角色诗”
魏暑临

中秋纪事
汪金友

沽上
丛话

我出生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最早的中秋记
忆，是一群孩子和大人，坐在大门口的条石台阶
上，听老奶奶讲嫦娥奔月的故事。孩子们都一
个个瞪大眼睛，看月亮上边哪个是砍不倒的桂
树，哪个是捣药的玉兔。这时又有某个妈妈唱
起儿歌：“月婆婆，筛锣锣，炒豆吃，没柴火，拾去
吧，怕扎脚，偷去吧，怕狗咬……”

第一次吃月饼，是在10岁的时候。有一
天，父亲从生产队回来，带回一块月饼，说是队
里发的，但每户只给一块。有的人当场就吃
了，父亲想着家里的几个孩子，就给我们带了
回来。一块月饼，切成几小块，全家人每人一
块。放在嘴里，还不够一口。但那滋味，可是
美妙极了。

第二年中秋节，父亲准备了面粉、红糖、食
油和豆馅，要给我们做月饼。那时候，这些东
西都是稀缺物资。只见父亲用油和好面，用糖
拌好馅，把馅包在面皮里，然后再用一个木制
的磨具一压，就做成了一块块月饼。下一道工
序，就是放在铁锅里烤。烤一会儿，翻一下；再
烤一会儿，再翻一下。大约20分钟，月饼就熟
了。虽然没有烘炉烤出的那种颜色，但吃起来
又香又甜，味道一点儿也不差。

上学以后，学习“秋”字，左边一个禾木，右
边一个火。我问老师：“这个秋字里边，怎么还
有一个火？是要把庄稼烧掉吗？”同学们都笑
了。老师说：“秋中的火，是烧荒之意。不仅烧
掉没用的秸秆，还要烧掉蝗虫。”老师还说，甲骨
文中的“秋”字，就像一只蟋蟀或蝗虫。

初中毕业，在村里劳动。我们当地有个风
俗，定了亲的青年男女，中秋节的时候，都要到
对方家里过节。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姑娘，去未
来婆家过节。回来后，大家问她吃得怎么样，

她说：“我就吃了七块肉。”旁边人笑她：“七块还
少啊？差不多半斤了！”那时候，半年吃不上一次
肉。即便是姑娘，也忍不住。

参加工作后，每年中秋节的一件大事，就是
给父母买月饼。有一次，我跟食品厂的一位熟
人打招呼，让他帮我买一盒月饼。他说：“最好
你自己来盯着，要不一抢就没了。”到那儿一看，
果然如此。一大群人排着队，月饼刚一出炉，就
被人抢走。

改革开放后，月饼品种逐渐多了起来。有
一年中秋，我买了几种风味独特又包装精致的
月饼，送到老家让父母品尝。没想到，两位老人
舍不得吃，摆在家里的大板柜上，谁来了让谁
看：“瞧！现在城里的月饼，都穿上衣服了，多金
贵呀！”

前年中秋，看过圆月，我做了一个梦。梦到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可以到月球上买房，不仅没
有限购，而且价格便宜。一开始，我想买套四百
平方米的，而听说邻居买了一套八百平方米的，
于是脑袋一热：咱买一千平方米！有个叫智叟的
老头问我：“你怎样到月球上去？”我说：“像嫦娥
一样，飞上去呗！”

那一年，也是这样一个中秋，也是这样一轮
明月，时任密州知州的苏东坡，想起了弟弟苏
辙，想起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遂在“欢饮达旦”
之后，写下了一首千古佳作：“明月几时有？把
酒问青天。”他梦到了“天上宫阙”和“琼楼玉
宇”，也欲“乘风归去”，但又害怕“高处不胜
寒”。只得慨叹：“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
缺，此事古难全。”

按照今天的观点，苏东坡的人生态度，似乎有
些过于消沉。人活着，就得有追求。即便“不胜
寒”，即便“古难全”，也得奋力抗争，迎接挑战。

秋实（中国画）季家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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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梅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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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一马换三羊》第
12—14集 小红极力劝说
巩父与自己一块儿开小吃
摊，巩父答应了这件事。小
红高兴地走出来，但被高波
拦住。高波告诉她：大为被
水泥厂开除了，到处坑蒙拐
骗，还把自己生意搅黄了。
小红半信半疑，来到水泥厂
找大为，厂长告诉她大为自
己主动辞职了，还证实了大
为之前的副厂长是冒充的。
小红憋着气回到家，强迫马
志军打开了上锁的房门。她
发现了大为和志军做生意的
秘密…… 天视2套 18:25

■《梅花儿香》第46、
47集 刘铎发现马超已经不
受控制，看到时机成熟，他终
于走到台前正式掌控大局，
接手了绿色世纪。程有信在翻
找过去的资料时发现了一张
孤儿院的照片，照片中的场景
一下子唤起了他儿时在孤儿
院生活的片段记忆。当他试
图再回忆起些什么的时候，
却一下头痛欲裂昏倒在地。
梅花赶紧把程有信送进医
院，医生告诉梅花能完全恢复
程有信记忆的最好方法就是
通过最深刻的经历刺激他的
大脑……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今天
案子的原告刘先生，本想买
块名表犒劳自己，可没出一
个月手表却坏了两次，与柜
台沟通退货被拒绝后，他将
卖他手表的公司告上了法
庭，讨个说法。

天视6套 18:00

■《非你莫属》王俊
杰，今年24岁，来自安徽。家
里经济条件不好，他希望早
点分担家庭压力。王俊杰曾
一天把公司的一款保鲜膜
产品卖了五六万件，最高十
几万件，打出了榜单爆品。他
此次求职产品运营的岗位，
很多企业家都对这位有五
年电商运营经验的小伙子
感兴趣，他究竟会选择去哪
个企业？天津卫视 21:20

■《最美文化人》在
当今中国，有这样一对平
凡而伟大的夫妻，他们的
爱情朴实无华，他们的亲
情感人至深。他们以海岛
为家，与孤独为伴，把自己
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
祖国的海防事业。他们就
是“时代楷模”王继才和他
的妻子王仕花。本期节目分
享的就是根据这对守岛夫妇
的事迹创作的现代京剧《楝
树花》。本剧的两位主演——
京剧名家王平和吕洋分享
《楝树花》台前幕后的故事。

天视2套 20:00
1992年，陈省身辞去所长职

务，担任名誉所长。所长由胡国
定继任。副所长有三位：杨忠道
(美籍)、葛墨林、周性伟。1996年
周性伟任所长；2004年 1月起由
张伟平任所长。

南开数学所设有理论物理研究中
心，由杨振宁主持，葛墨林处理日常工
作。这一方向上的工作十分出色。
1992年曾经召开盛大的“理论物理与
微分几何”会议。杨振宁和葛墨林主
编的 Braid Group, Knot Theory, and
Statistical Mechanics 影响很大。其中
威腾的论文，使得陈省身—西蒙斯理
论的研究进入新阶段。

葛墨林，1938年生于北京。理论
物理学家。1961年毕业于兰州大学
物理系，1965年兰州大学理论物理研
究生毕业，留校工作。1986年，应杨
振宁和陈省身之邀，自兰州调来天津，
成为南开数学研究所教授，并任副所
长兼理论物理研究室主任，刘徽应用
数学研究中心主任。早期从事基本粒
子理论、广义相对论研究，之后长期集
中研究杨—米尔斯场的可积性及其无
穷维代数结构、杨—巴克斯特系统、量
子群及其物理效应与应用和处理量子
多体模型的新方法等。

2003年，葛墨林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他是陈省身在世时，南开所
唯一的院士，因而成为陈省身在所内
的主要助手之一。

南开数学所在进入21世纪之初，已
经拥有一批优秀的数学家。龙以明、张
伟平、陈永川、扶磊等中青年数学家，已
经做出了具有国际水准的工作。龙以
明、张伟平应邀在2002年的国际数学家
大会上作45分钟报告，是展示南开数学
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为了聘请和培养南开数学所的人
才，陈省身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以上这
些优秀学者的成长，都和陈省身的关怀
有密切关系。

龙以明是南开数学所的学术带头人
之一，他出生于1948年,1981年毕业于南
开大学数学系，获硕士学位。1987年于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数学系获博
士学位。1988年在瑞士苏黎世联邦高等
理工学院数学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
随后回南开任教。从事非线性哈密顿系
统和辛几何的研究。曾获得第七届陈省
身数学奖、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和第三
世界科学院数学奖等奖项，2007年当选
中国科学院院士，2008年当选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院士。陈省身曾花费了许多精
力，用特殊的渠道，给少数优秀的数学家
以某种方式给予鼓励，包括经济上的支
持。龙以明是其中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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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优秀学者云集

刘崇德从1994年开始，呕心沥
血，废寝忘食，攻克一个个常人难以
想象的难关，对《九宫大成》进行了全
面校译工作。在王莘的提议下，孙
光钧与刘崇德合作，1997年，由天津
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刘崇德主编、孙
光钧再整理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宫谱校
译》，将原书中的工尺谱全部转换为今天
国际上通行的五线谱。这不仅使“天下之
宝”得以继承和传播，也为重写中国音乐
史带来新的契机。后来，孙光钧从天津音
乐学院调入天津师范大学担任艺术学院
院长，并在师大建立了九宫大成研究中
心。2002年8月，“中国九宫大成学暨中
国首届词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师
大隆重召开，来自中国、韩国、菲律宾、俄
罗斯等国的专家学者与会并作相关演讲，
而王莘作为该学科倡导者的身份参加了
研讨会。一个跨学科的从文化学角度研
究九宫大成学的春天已经到来。
1982年岁末，王莘应邀到广州出席中

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会。经过十多年的
“停摆”，这是音乐家协会恢复活动后的第一
次重要会议，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活
动在广州流花湖宾馆举行。虽已进入冬季，
广州仍是花团锦簇，绿树葱茏，阳光明媚。
比阳光更明媚的是人心，比南风
更清爽的是人情。那些经过战火
硝烟的考验，又经过“文革”的音
乐家，不是师生，便是老友，久别
重逢，欢聚一堂，自有说不尽的
话，道不尽的情。都是性情中人，

微醺时，还会唱上几句。王莘当然也沉溺其
中不能自拔。他的血压本来就高，在天津时，
他只要一想写东西，到医务室一伸胳膊，一量
血压，医生就得给他开假条——尽管有药物
控制，他的血压仍居高不下。俗话说：“烟酒
不分家。”他的烟瘾本来也挺大，“文革”之初，
他与儿子相约一起戒烟，儿子当他面不抽，背
后却偷着抽，他知道后不高兴了，说：“你都当
兵了，就不要再抽了。难道你一个小烟鬼还
不如我这个老烟鬼有毅力吗？人要有自制能
力！”而今，他的烟戒了，酒却没戒。说到酒
量，王莘自认为还能喝一点，这次南下广州，
“酒逢知己千杯少”，觥筹交错中，不觉有些耳
红心跳。席间，他悄悄告诉身旁的王惠芬：
“我怎么感觉右脸有点麻木呀？”“那还用说
吗，你喝了那么多酒，应该全身都麻才对！”妻
子心疼他，不想让他过量饮酒，但面对当时热
闹的环境氛围，劝也劝不住。“不对，我的手也
没感觉了……”妻子这才警觉起来，赶紧找来
保健医生。医生看了看王莘：“您喝了多少

酒？”“我也不记得了，见了老朋友，
疯掉了……”“我给您打一针吧！”
打完针，医生出来对王惠芬说：“我
给他打了一针睡觉的药。”“好好，
赶紧让他睡觉吧，省得一个劲儿
在那儿闹腾！”

95 久别重逢

张伯符来到济公祠前，他把两
手往腰间一叉，朝四周看了看，然
后把脖子一扬，大声喊着：“昨天那
工会是人选的吗？当镇长的也不
能一手遮天，昨天那个结果不能算
数。他苗万贯是干啥的，当咱们的
理事长，不行！”张伯符这么一喊，好多
人都围了过来，该上工的都没有走，那
些冒充工人的便衣也靠拢过来。

严志诚仍坐在济公祠前的台阶上，
看看这个张伯符究竟要干什么？果然，
张伯符真的提到了河下的马架子。只见
张伯符两手在空中比画着，嘴里高声喊
道：“河下的马架子是干啥使的，他们要
用它装船，用马架子装船，咱们工人干什
么？没有活儿干都喝西北风吗，哪家没
有几口人啊……”张伯符还没说完，背后
就有人喊起来：“对，咱们把马架子砸
了！”张伯符刚接着说了半句话：“只要他
姓苗的不下台，咱们……”就见人群里“呼
啦”一下子，闯进四五个人，手里都提着短
枪，这时再看宗大头，已经戴上盐警帽子，
往跟前一站，枪口对着张伯符：“不许动！”

四周的人群立刻闪开了。张伯符
一愣：“宗队长，这是干什么？”宗大头把
眼睛一斜：“请你到盐警大队部去一
趟。”张伯符两眼一直说：“啊？为什么
跟你们走？”宗大头一阵冷笑，冲着那几
个拿枪的人说：“动手，不用客气。”开
始，张伯符还要支棱，等到后来，嘴里一
个劲儿地哀告：“朋友，轻点、轻点！”从
街西口跑过来一队端着大枪的盐警，他

们押着被捆了个结实的张伯符走出街口。
济公祠前的人们纷纷议论，有的说：

“张伯符为工人办事，镇长挤他，盐警队抓
他。”有的猜测：“这张伯符这么干，他究竟
是谁的人呢？”也有些人只是静静地看着，
在等待严志诚的命令。此时的严志诚仍
坐在济公祠前的台阶上，心里盘算着这场
斗争如何进行。原计划是：当张伯符提出
拆马架子的时候，大家就怂恿他到坨地里
的河下码头。那时候，张伯符想不干也不
行了，等大家把马架子一拆，就瞧着张伯
符和李大麻子狗咬狗了。可是现在情况
突变，还没有拆马架子，宗大头就带人把
张伯符逮走了，从现场情况看，张伯符被
捕的确是狗咬狗的结果，敌人对于我们的
行动，还丝毫没有察觉，如果知道我们就
在三水镇，决不会有今天这样的行动，而
是要全力以赴地对付盐民游击队。尽管
这样，这场狗咬狗也影响了我们的对敌斗
争，打乱了我们的行动计划。这马架子要
是拆了，我们一定会暴露，如果不拆的话，
白师傅那几个人怎么办？三水镇的群众
又将如何发动？严志诚一拉身旁的苗瑞
祥：“马架子今天一定要拆除，拆完后由我
把白师傅带出三水镇；你带人隐蔽好，留
在这里负责保护乡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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