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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影中的红色印记（十一）

《在烈火中永生》：一曲浩然正气歌
曹积三

父亲周汝昌曾从顾随（笔名苦
水）先生受业。1940年，父亲入燕京
大学读西语系，次年，父亲始获识苦水
先生，在先生的宋词选读课堂聆讲。
顾随先生家住北平西北城，因

到燕园讲授路程远，不能常至，所以
每讲则三堂课连接。父亲和先生只
有两月授受因缘，便因珍珠港事件骤
起，日寇封闭了燕京大学，学子们遭
到遣散，父亲不得不与先生分别。当
日父亲仓皇离开北平燕园时，长物尽
失，唯平日聆先生所记课词笔记半本
不忍相离，独得贴身携出。
父亲很无奈地回到天津咸水沽

家乡，为逃避汉奸的搜索，遁居在地
下暗室中，几无生趣，于是写下了许
多忧愤激烈的爱国诗词。父亲冒昧
写信给顾随先生，竟蒙不弃，由此鳞
鸿频数，相契日深。
父亲得与苦水先生以书翰往

来，相与唱和兴亡，榷扬今古，气交
神遇，会心于齿德之外，大抵所事以
词为主，诗以外不屑及，父亲以为至
荣至乐焉。父亲曾说：“余竟以一
童子而遇先生，知先生者何人？乃
为当代文宗词林星凤！”父亲将先
生来信依次汇集成册，取名为“好修雅札”。
而先生每有新作，无论长篇短什字句，必抄
示与父亲。父亲则如获至宝，一一录而副
之，也为之取了个名字，叫“倦驼庵诗稿”。
在“诗稿三十三年”中，苦水先生有六首

“用叶生韵”的《晚秋杂感》，接着又有“复用
前韵”六首。至1947年夏，先生又“三叠前
韵”，仍旧是用“叶生韵”，现特选其中两首抄
录如下：

心波荡潏碧溪寒，意绪焦枯朔雪干。

扫地焚香总无赖，当歌对酒愧清欢。

大星自向天际堕，太白休登楼上看。

此调明知少人识，朱弦一拂再三弹。

艰危不信此生休，辛苦那堪咏四愁。

漂泊半生经九死，别离一日抵三秋。

看来归鸟都栖树，立尽残阳更上楼。

目极天涯情未已，何人砥柱在中流。

先生一连三叠“叶生韵”，父亲不知这
“叶生”为何许人也，只觉非同一般，很不寻
常。那时，父亲正准备再次投考燕大西语
系，捧读先生诗作，忆起当年先生赠予的五
首绝句，其末章云：“抱得朱弦未
忍弹，一天霜月满栏杆。怜君独
向寒窗底，却注虫鱼到夜阑。”感
慨万千，于是，提笔尽和六首。这里也选录
其中两首：

丁亥六月初和顾师杂感诗仍用叶女士

元韵

心焰难随意气寒，泪澜不逐墨花干。

当前有句非新得，到此无人是故欢。

一带重云山外结，十年流水镜中看。

依然霜月阑干下，深抱朱弦未忍弹。

脱却尘羁得暂休，尚余难遣是清愁。

一生北土全成错，从入南熏总望秋。

斗室寻凉劳画扇，遥天念远要高楼。

萧条此意如能尽，白浪红阳两不流。

1949年，顾随先生大病一场。8月底，他

在给父亲的信末写道：“死可拼，生
无力，只此六字长在心头。玉言知
我者，必能了此意。”至 1951 年 2
月，先生疾转恶，食难下咽，目光渐
散，自云：周身但能名处即万分痛
楚，非人所堪，唯于大藏经益加彻
悟耳。先生以《南唐二主集》一册
托弟子孙正刚转交父亲。父亲翻
开词集，含泪题下一首《鹧鸪天》，
词曰：
题苦水师病中所贻二主词集

已异维摩病榻禅，愁城说似日

如年。一灯明灭心孤照，四大依违

苦独肩。

生要力，死能拼，华严和泪记

曾看。如今却与南唐卷，秋月春花

仔细参。

1951年11月，华西大学聘父亲
为文学院外文系专任讲师。1952年
4月，父亲挈妇将雏，入四川成都华
西大学执教。至秋天，父亲突然接
到苦水先生手札，大喜过望，欣慨万
千，立即给先生作复并附诗数首，其
中有一首云：
闻苦水师病后欲问未遑忽有书

来非复常喜寄喜于句慨亦随之

可惜偏枯臂，难书吾道南。

支离君乍可，漂泊我犹堪。

宝尽真无漏，身留即是贪。

此生此愿妄，同上百花潭。

在首句“可惜偏枯臂，难书吾道南”句下，
有小注云：师拟以旧句“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
敢云吾道南”写为联楹为赠。
这条小注说的是什么呢？这就不得不提

到叶嘉莹先生。
叶嘉莹和父亲原本并不相识，1979年秋天，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周策纵教授筹办国际红学会
议，叶嘉莹和父亲都在受邀之列。那时叶嘉
莹和诸位同门正在设法搜集和编辑老师顾随
的遗著，于是她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能共
襄此事。不久，叶嘉莹又给父亲寄来顾先生
手迹影印本——那是1948年春，叶嘉莹在离
开北平之前，先生送给她的一首《送叶子嘉莹
南下》的诗：

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彻底参。

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

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

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

父亲这时才明白，先生一连
三叠“叶生韵”的“叶生”，即是叶
嘉莹。于是父亲提笔给叶嘉莹写

了一封很长的信，似可视为诗中小注的注释：
嘉莹学长：汝昌于学长原无所知，早岁于

羡师诗集中见有“和叶生韵”“再和叶生韵”共

七律八首，迥异凡响，因尽和之。并与师言“叶

生”者定非俗士，今何在耶？师不答。后于五

二年至蜀，于华西大学执教外语系，尔时羡师

大病初起，即手书云：“昔年有句赠叶生：‘分

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云吾道南’，今以移赠吾

玉言，非敢‘取巧’，实因对题耳。”此汝昌自羡

师亲聆语及叶生之唯一一例，心焉识之，不敢

请询也。及今思之，此岂非即指学长乎……

这就是父亲与顾随和叶嘉莹三人间的一
段感人故事。

题图摄影：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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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中秋有感

谢大光

秋到中时月正圆，

天庭寥廓地丰满。

若论天人相合日，

最是中秋两无憾。

春华早谢尚留果，

夏蝉语冰不知寒。

难得四季皆领受，

方知敬重每一天。

诗四首
李靖

中秋

云影湖光两不侵，

风催逸兴满遥襟。

须知明月为君好，

万里泥鸿一寸心。

白露

雨后秋风飒飒凉，

春光过却未能忘。

银瓶贮积荷尖露，

越碗新茶唤客尝。

七夕

天阶碧落度迢迢，

银汉痴牛望玉娇。

最是经年长念念，

相逢一醉遣清寥。

立秋

手倦抛书午梦中，

新藏旧扇感秋风。

诗情恰似闲云鹤，

细雨疏桐仰碧空。

经典影片《在烈火中永
生》系一阕共产党人惊天地
泣鬼神之正气歌，诠释了信
仰的崇高之美和英雄的悲壮
之美。此片创作缘起于蓝。
1961年，于蓝读到小说《红
岩》，激奋之余，便三更灯火
五更鸡地将其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并邀导演水华参与其中。剧本完成
后，他们赶往广东新会，向影界泰斗、
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先生征求
意见。不料，夏衍读罢，说出遗憾，觉
得写的是群像，江姐的笔墨太少，便
问：“你们为什么不重点写江姐呀？”
于蓝应道：“我们觉得书中的每一个
人都值得写，难以舍弃。”夏衍笑了：
“说得没错，可你们咋忘了，一部电影
的空间毕竟有限啊，人多，笔墨就散
喽。”夏衍认为：江姐非同寻常，她既
是共产党员，更是非凡的知识女性，
其斗争经历和为信仰的献身精神，都
具有独特的魅力，应该加强她的戏
份儿。再者，当年，在渣滓洞和白公
馆被关押的革命者中，女同志们十分
坚贞，没有一个人叛变，突出江姐更
具代表性。
夏衍之所思所想，令于蓝和水华

思路大开，为祭奠先贤，弘扬英雄志、

民族魂，他们毅然舍弃了自己的剧
本，恳请夏衍亲自动笔写一出精彩的
江姐故事。夏衍仅用几天工夫就将
剧本《红岩》写出来了，于蓝和水华又
惊又喜。
夏衍得知，水华既要让于蓝饰演

江姐，还要她兼做这部影片的副导
演，便微微笑道：“于蓝的副导演就不
要做了，还是集中精力，塑造江姐这
个人物为好。”临别，他握着于蓝的手
说：“这可是个新角色，不希望你把她
演成刘胡兰，也不能是赵一曼。”于蓝
问：“那我该怎么演呢？”夏衍只是笑，
把答案留给了于蓝自己。
于蓝带着夏衍的期冀，朝江姐

走去，朝与她一起生死与共的彭松
涛、许云峰、华子良、李敬原、双枪老
太婆……走去，走进了那黎明前先烈
们与末日疯狂的敌人残酷斗争的岁
月；走进了渣滓洞、白公馆；走进了歌
乐山的每一间囚室。她看过敌人行

刑用的每一种刑具，读过了在这里被
杀害的317位烈士的全部资料，在她
的面前，仿佛呈现一脉乱云飞渡时的
巍峨群峰！于蓝在重庆度过了近一
个月的时光。此间，不仅与小说《红
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刘德彬等
人反复交谈，了解英烈们的过往，还
走访了江姐的生活原型江竹筠的生
前战友们。在研究江竹筠的资料时，
读到了她的遗书，看到了她的遗物，
睹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一种神奇
的气场氤氲开来，于蓝不由得泣不成
声。就在那一瞬间，她顿悟夏衍对她
的期望，晓得了江姐是个怎样的革命
者，她是母亲，她是妻子，她更是把一
切都献给她所信仰的共产主义事业
的共产党人。作为知识女
性，面对敌人的屠刀，面对丈
夫的牺牲，面对即将成为遗
孤的孩子，面对革命胜利在
望，自己却要在黎明前就义，

她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淡定、勇
敢和决绝。在她身上，展现出
信仰的力量和为大众勇于牺牲
自己的壮美情怀。威武与柔
情，伟岸与凄美融于一身。江
姐就是江姐，如同红岩群峰之
中的俏丽奇峰直矗云天。

先烈和江姐的足迹，给了于蓝塑造
角色的自信、力量和灵感。于是，我们看
到：在与丈夫离别时那令人动容的革命
柔情；在痛失丈夫后那“不能流着眼泪闹
革命”的铿锵呐喊；在庆贺新中国诞生绣
红旗时对未来的无限憧憬……于蓝没有
辜负期望，在中国电影红色经典时代的
银幕上，塑造了一个真实的共产党人的
艺术形象。影片公映后，江姐成为亿万
观众心目中亲切而崇高的榜样。于蓝也
因其人品和艺品成为现实生活中的江
姐。她前半生演戏，后半生创办了儿童
电影制片厂，为发展我国的电影文化鞠
躬尽瘁，不懈努力。
为使影片更具感染力，该片在周总理

建议下增加了“就义”那场戏；选取叶挺
将军《囚歌》中“在热血和烈火
中得到永生”句，将剧名《江
姐》易为《在烈火中永生》，亦
是周总理的点子，足见他对这
部影片之厚爱。

周末
文丛

上世纪50年代，天津承德道人民图书馆楼下

大厅西侧的报刊阅览室，一排排整齐的倾斜的书桌

上，摆放着各种报纸和杂志。其中有一本像《人民

画报》大小的杂志，就是《漫画》月刊，每期封面是一

幅精彩的彩色漫画，内页文图并茂，以讽刺漫画为

主，关注国内外时事文化政治、风云变化，但更主要

是配合中心任务发表一些批评漫画。

漫画作者有老一辈漫画家丰子恺、叶浅予、

张光宇、张仃、华君武、廖冰兄、丁聪、张乐平、米

谷、蔡振华、方成、李賓声、江帆、英韬、苗地、韩羽

等。更年轻些的漫画家，如于化鲤、肖里、毕克

官、詹同、陈永镇、缪印堂以及农民画家陈跛子和

业余漫画家刘庆涛等，在不同时期均有优秀漫画

作品在《漫画》月刊刊出。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漫画》月刊能够团结诸

多著名漫画家创作发表这么多质量高的艺术作品

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该月刊有位自身技艺功

底深厚、德艺双馨、爱才惜才的主编，他就是德高望

重的大漫画家米谷。

米谷，当代著名漫画家，学名朱吾石。1918年

生于浙江海宁斜桥镇，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

1937年抗战爆发后即赴延安参加革命。解放战争

期间创作发表大量漫画。1950年创建《漫画》月刊

并任主编。“文革”中受到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

残。1986年去世。主要漫画册有《米谷漫画选

1947—1949》《米谷漫画选第二集》《在天翻地覆的

时代里——米谷政治漫画集1946—1950》和《米谷

漫画集1946—1964》。

1960年，我创作的漫画《变迁》在《漫画》月刊

上发表，时年19岁，也是我唯一一次与《漫画》月刊

结缘。

1985年，我随漫画家蓝建安去探望米谷先生，

当时他因脑溢血已全身瘫痪在床八年，谁也不识。

只痛惜一代漫画巨匠遭此不幸，痛哉……

《漫画》主编米谷
左川

书法是一种充满个性色彩的创造性劳
动。古人云：“言，心声也；书，心画也。”“夫
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
心而应于手。”“书虽一艺，与性、道通。”“作
字如人然。”古人所论种种，择其要者，当是
“书如其人”“书贵有神”。这在很大程度上
应视为书法之本质，或谓书法最基本的理念
与特征。
书法是人的气质、素养与审美

的综合反映，可达情之至微。不同
的学养、才情、思辨、功力，不同的阅
历、性格、气度、习惯，写出的字亦各
不相同，各有分野。豪放、豁达、细
腻、拘谨、懦弱、委琐等不同气质、不
同性格的人，其书法肯定会有明显
差异。
好的书法是功力、技巧与精神、

气格的统一。书法无疑是要讲求功
夫和技巧的。人们常说，字要有筋、
骨、血、肉，即是功力的表现，所以千方百计
在笔下寻求这种效果。然而，书写的骨力，
在很大程度上是高雅精神、气质的反映，是
人格和情感的外显。它既依赖于书写技巧
与功力，又受制于书者的情志修养和精神风
范。缺少了这种精神与修养，其审美修养制
导下的笔力、风骨就难以达到。

一幅书法佳品，不仅要注重书写的创意
与特色，还要十分关注到其所表现的文字内
容与涵义，如古典诗词、格言警句、人生感悟、
楹联骈语等。事实上，人们欣赏书法作品，不
仅沉醉于笔墨世界，也玩味于这个世界所表
现的文字内涵。如果书体刚劲、险峻，而内容
平淡无奇，品之无味，或者内容与书写风格相

左，甚至出现误引、置反、集病等硬
伤，必会使欣赏者大倒胃口。

学习书法，要善集诸家之长，不
可拘泥于某家某派。学古是为了跳
出古人，有自己之面目。临帖要先
似后不似，先无我后有我，先熟后
生，先求形似后求神似。意在笔先，
字据心后。

书法贵在参悟。依据书画大家
林散之的体验：参是走进去，知其堂
奥；悟是走出来，创作自己的风格。
参是手段，悟是目的。参的过程中

有渐悟，积少成多，有了飞跃，便是顿悟；悟之
后仍要继续参，愈参愈悟，愈悟愈参，境界高
出他人，是为妙悟。
本人是书法爱好者，近年来参与了书画

界一些笔会与展示交流活动。上述各点，作
为一些粗浅的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教于书法
界同仁及各界朋友。

书
法
随
谈

张
峻
屹

鲁国人季文子，
学问尚可，就是私心
太重。他有句名言：
行事需三思。
三思而后行，本

来没错。但是，因为
季文子私心太重，行事三思，使他变得特别世故。季文子，“小
算盘”打得啪啦响，精于算计，爱占便宜，不吃亏。每行一事，三
思再三思，反复权衡利弊，见义难为。
孔子对季文子的为人处世看不惯。孔子这样说，遇事想多

了，就会产生顾虑，往往会把自身的利害得失摆在前头，办事就
必然委琐退缩。所以，这样的三思不要也罢。最初一念是本
真。我看，思一次就可以了！
孔子又解释说，遇到做坏事的，第一反应应该是，必须制

止。如果三思，就可能产生顾虑：制止，对方会不会伤害我？算
了，还是少管闲事为佳。
由此可见，利害祸福当头，越“思”就越“私”。
最初一念是本真。

最初一念是本真
武宝生

老 新

餐厅是陈省身和客人聊天、
谈话的地方，其利用率比客厅还
要高。许多事情是在餐桌上谈完
的。比如胡国定来，多半是共进
早餐。陈省身的用餐，过去由陈
夫人安排菜谱，后来则由熟悉的
保姆确定。

有时保姆会来问陈省身想吃什
么？陈省身幽默地说：“我想吃龙骨，
你能烧么？”其实他的菜谱并不复杂，
主要是中餐，比较清淡。菜盛在盘子
里，用公共的西式勺子分食。有时到
餐馆买些菜来，比如烤鸭。重要客人
来了，也到外面餐馆请客。天津几大
餐馆的经理和名厨,都认识陈省身。

卧室在楼上，有生活秘书帮助他
使用电梯。房间宽敞明亮，墙上挂着
母亲的照片。两个构造简单的书架分
列东、北两面。卧室的陈设很简单。
到处堆满了各种文件、杂志和书籍。
每天保证9小时的睡眠。书桌上有
书，也有零食，无非是开心果、栗子、饼
干之类。陈省身牙齿很好，所以咬得
动。他喜欢在卧室看各种各样的报纸
和闲书。书架上的书很杂，除了数学
书，还可以看到《红楼梦》、古典诗词、围
棋、金庸小说、医学等书。一位记者发
现靠床的书架上有阿来的《尘埃落定》，
相当新。茶几上则放着《嘉兴市市情小
册子》，《张爱玲文集》放在饼干桶上，里
面夹着张纸条。(丁峰：《秋日访宁园》，
《读书时报》2002年3月20日)

一楼有客人的卧室，二楼也有客房，
里面是宾馆式的装修，有专人负责收
拾。这些房间里，住过许多名人，包括阿
蒂亚、格里菲思等。杨振宁自然也住
过。数学家刘太平夫妇，也曾住在这
里。无数的朋友，也往往住在这里。因
为很方便、卫生、简单、随意。

进入 21世纪，更多的著名华人科
学家如杨振宁、林家翘、李政道、丁肇
中等相继回国兼任职务，于是也造了
一些小楼。小楼的建设和装修，自然
要比早先建造的宁园要好。实际上，
十几年过去，房子本来也应该维修
了。大家劝陈省身重新装修一下，他
坚决不肯：“过几年再说吧！”他也许要
等到“南开国际数学中心”建成之后，
再来考虑个人的家居。

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陈省身在中国
居住的时间越来越长。在美国的时候，
又常常到休斯敦，住在女儿陈璞、女婿朱
经武的家里。这样，自己在伯克利“小
山”的住宅渐渐不大长住了。

1995年，随着陈省身的年龄朝着90
岁靠近，比他小4岁的夫人郑士宁也过
了80。究竟在哪里居住是一个需要选
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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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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园的生活

王莘还给石瑞生布置了一个
“硬任务”：到社区去、到学校去、到
工厂去，深入生活第一线，为最基
层的群众写歌，写接地气的歌、鼓
舞人心的歌，“八荣八耻”的歌，反
腐倡廉的歌……总之，国家提倡什
么就写什么，百姓需要什么就写什么。
有人说，现在已是流行歌曲的天下

了，尤其年轻人，喜欢港台歌星，喜欢邓
丽君，您提倡的那些歌，已经不合时
宜。听到这样的言论，王莘很生气：“没
人坚持，我坚持！别人的事我管不了，
管我的学生，叫他们写好歌，总是可以
的吧！”是啊，一个好的成熟的艺术家，
应当有自己的格调、自己的操守，而不
能一味地追风、媚俗。石瑞生也力挺老
师：“作为一个草根音乐人，我听从老师
的教诲，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理！”
有一次，天津盲校校长邀请王莘

为他们写一首《盲校之歌》，王莘欣然
允诺，当即让王惠芬用轮椅推着他，到
盲校体验生活。在盲校，他看到盲童们
天真活泼，与正常孩子没什么两样，只
是看不到外面的缤纷世界。但他们的
内心并不寂寞，感情并不贫乏，他们需
要的是树立信心，战胜自我。于是，他
与石瑞生合作，谱写了一首
《战胜自我·盲校之歌》。 还
有一次，河北区新开河街办
事处写了一首《婚育新风进
社区》，想请王莘谱曲。王莘
写歌，对歌词作者从不问出

处，不管专业或业余，老叟或小童，只要
内容健康向上，鼓舞人心，从不拒绝。于
是，他与石瑞生合作，不但为《婚育新风
进社区》谱了曲，还为之设计了“女声表
演唱”“手持竹板欢快喜悦的说唱风格”，
结果在社区表演后，受到居民的欢迎和
称赞。他们想不到，像王莘这样的大作
曲家，居然能带病为基层群众写歌，其高
尚的人格魅力令人感动和仰慕。
王莘的一生，热爱生活，热爱自然，乐

观向上，求知欲强，即使患病之后，也未停
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步伐。在妻子
陪同下，他一次次拖着病体，到全国各地
参加会议、观摩采风，足迹遍及东三省、四
川、广东、山东以及革命圣地延安、西安八
路军办事处和家乡无锡荡口……不仅是
故地重游，也当作一种康复训练。
1993年，他在参加20世纪华人音乐

经典系列活动中，与冼星海的女儿冼妮
娜、“西部歌王”王洛宾久别重逢，不禁百

感交集。冼星海是他走上音乐
创作之路的导师，从延安鲁艺
一别便成永诀；他用导师送他
的自动铅笔，写出了传世经典
《歌唱祖国》，完成了导师的愿
望和嘱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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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进“德仁堂”药店的三个人
中，冲在最前面的是“仁义盛”木匠
铺的白师傅，他从腰间抽出一把明
晃晃的斧子，往柜台上一按，又纵
身跳过柜台，将还没反应过来的李
大麻子一把抓住，斧子往上一举：
“动，动我就劈了你！”严志诚走过柜台，
冲着杨老先生一点头：“老先生，借您的
地方使使。”回头又对白师傅说，“把他
带进去！”白师傅一拉李大麻子的肩头，
把他推进挂着“藏珍”字样门帘的诊室
里。严志诚和张小虎也跟了进去。

这间诊室并不大，里面搭着一张
床，一个小桌和两把椅子，这里是杨老
先生给人看病的诊室。李大麻子不知
被什么人推进屋来，哆里哆嗦地在那儿
站着，头也不敢抬。张小虎拉过一把椅
子，往墙角那儿一推：“坐下。”李大麻子
低着头连声说：“是、是。”战战兢兢地坐
在椅子上，心说：完了，这回才真是完
了！“你认识我吗？”白师傅大声问。李
大麻子慢慢地抬起头来，撩开眼皮一
看，好家伙，迎面问话的这个人，白小褂
没系扣，露出那黑紫色的胸膛，手里提
着一把明晃晃的斧子，旁边站着的这位
还握着一把枪，坐在椅子上的那位体格
魁伟，一张脸膛剑眉阔目，两眼放出利
刃一般的光，真是不怒而自威呀！
“啊……啊……”李大麻子啊啊了

两声，他面前提着斧子的这人，他是越
看越面熟，忽然想起来了，这不是王胖
子木匠铺的那个姓白的木匠吗？他看

准了，这才结结巴巴地说：“认得、认得，
你不是‘仁义盛’的白师傅吗？有事好商
量，有个缺了欠了的，兄弟我还能出把子
力气。”他以为这几个人不是耍钱输急了，
就是穷得过不下去了，先拿钱把他们应
付走，回头对警察和盐警队一说，你姓白
的还出得了三水镇，有些事还不是我说
了算吗？但他也觉得奇怪，干活的工人
哪里来的手枪啊？管他呢，先试试再说。

想到这里，他的气也粗了，胆也壮了，
慢慢地把腰板也挺起来了：“要用多少钱，
兄弟我马上从药店取出来，交个朋友嘛！”
白师傅一听，哈哈地笑了，手里的斧子在
李大麻子面前一晃：“想用几个臭钱就收
买我们，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李大麻
子吓坏了，这么锋利的斧子总在面前晃，
可不是闹着玩的，碰着一点儿就够呛，下
面的话他硬是没有答上来：“你……”白师
傅把胸脯一挺说：“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我白廷金参加盐民游击队了，今儿个的马
架子就是我们拆的。”李大麻子愣住了：
“啊！”他的金丝眼镜差一点儿从鼻尖上掉
下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白师傅朝坐在
椅子上的严志诚一指，“这位就是盐民游击
队的严大队长！”李大麻子张着大嘴又“啊”
了一声，从椅子上出溜下来，瘫坐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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