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树的天地最能安顿身心。
多少次从树下经过，或目之所及，总

能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不同的声音，
提示人生的是非成败，远离喧嚣，享受
寂寞，尽可能多一些独立思考和自由生
活，心头总也油然回响《Trees》的赞叹：
“这树整日仰望上帝。高举枝叶茂密的
手臂祷告。”

孩提时住闽西深山，屋后山头万木葱
翠，给每个山里娃爬树提供了天然的练手
场。从一树转另一树，从几米高的桃树李
树杨梅树到十几米高的枳椇和野杮树，从
松树杉树到枝蔓横生的樟树、如盖如亭的
古槐，乐此不疲，最自豪世上无树未曾经
我爬。也掏鸟窝、捕蝉，简觉自己成了飞

翔的天使，这树不啻是天梯。有时在高耸
入云的树梢上和小伙伴们比勇敢，一手环
抱中，仰头看磅礴蔚蓝的天空，还一边对
喊，那份招风，那份沉稳不惊和热情奔放，
有如头发迎风飞扬的艺术家。

我觉得自己的心灵，是在与自然的交
会互动中成长的。现在想来，初中毕业离
校时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校园里的油桐
树》，参加工作当年所作《人和树》，即是潜
意识里对自然的感恩和敬畏。榕城多树，
相看两不厌，久居闹市区二十多年后，仍
决定迁往树更蓊郁的郊区。一晃八年，入
住前在院落种下的白玉兰树苗，已身高八
米，冠盖如云，满屋盈香。有朋友来访，常
能采摘数朵白玉兰花回去，一路芬芳。与

白玉兰树一起在后花园长高长
大的，还有樱花树、龙眼树、黄金
桂、黄花梨，闲时侍弄时，听鸟语
花香，看添枝接叶，赏绿叶成荫，
颇能望树息心。风雨雷电中，特
别是台风起兮，注目它们立地挺
身不甘雌伏，枝叶相持，折而不
死，不禁就地现场思考树大招

风、“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悲剧美学意
义。一棵树和一棵棵树构成的世界和大
自然，能引导个人心灵向上，向善，向美，
向阳，丰沛爱意、情怀乃至宽恕，所追求的
崇高不一定“欲与天公试比高”，先以树高
作参照吧，能赋以一点松树的风格便好。

我中学时代的语文课本，陶铸名篇
《松树的风格》必须精读，受到的启迪是
要学习松树“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
甚多”之精神。后来才知，早在延安时
期，毛泽东曾有著名的“松柳之喻”，教育
党员干部既要学习松树的原则性，也要
结合学习柳树的灵活性。小时跟着一生
耿直的父亲在深山老林打猎，挺拔秀气、
各有气象的树常让我绕树三匝，做人应

该把自己也活成一棵树的心得，随着松涛
潜入脑海长驻。

昔我往矣，我之不爬树久矣，业务荒
芜。初三时自兄长从树上重重摔下后，在父
母的严词训斥中，渐渐便不做孙猴子，一如
差点儿沦为水鬼后，一辈子也不会击水中
流，悉尊大人之言。不爬树也好，攀爬近乎
不逊，这半生也从不愿依附任何一棵大树，
对所乘树阴却是感铭五内，对风雨中沦落的
病树不觉悲悯。

经过多少树，看过多少林，写过不少种
树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山中有直树，
世上无直人”，流连中有过多少对树、对年轮
的感叹。如今一同感怀的，还有那些曾带我
或陪我看树的人！

阳光下，窗外有青翠之树巍然屹立，心
里那棵树也还在长，高举茂密的手臂还在
长，给我道不尽的暖意和希望。

浮云游子意，云树之思当有源。把心
拴在一棵叫文化的树上，这辈子安身立命
的基石可能便更牢了，不奢望“把你的名字
刻在不凋的生命树上”，哪怕落叶归根，所
幸不曾辜负。

《旷真精舍观画录》《瓮虚斋
观帖录》是颇有价值的书画碑帖
著录。作者李友太，字仲白，号
大拙。生于明崇祯五年（1632），
入清时 13 岁。有关他的生平，
《畿辅通志》《天津县志》《重修天
津府志》等均有记述。李浚之辑
《清画家诗史》甲上有《李友
太》。清初学者王又朴撰有《李大拙先生传》，朱
函夏撰有《李仲白传》。现代美术史论家俞剑华
所编《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有“李友太”条，称
他“迂直好义，性嗜金石、书、画，精鉴别，工山
水、人物，著《虚斋观帖录》《虚斋观帖录》”。

李友太博览书史，天性好古。临书无苟笔，结
体方严。曾为清初天津著名文人、诗家
张霔制作砚台。此砚乃端石抄手砚，砚
盖上镌刻篆书“帆斋藏砚”四字，砚的底
部刻有“笨山好游，大拙为制”等行书铭
文。“帆斋”是张霔的斋名，“笨山”是张
霔的别号。砚为明代、清初制式，古朴
典雅，散发着浓郁的文化气息。《虚斋观
帖录》为李友太的法帖著录。

李友太善绘画，且精于鉴赏，凡周秦彝器及历
代金石，宋、元、明人书画，一见即明其真伪，百不
失一。朱函复《李仲白传》里说，大拙“常覃精于金石
之文，凡篆籀分隶，碑碣图书，一切鼎彝古器，考核品
题，摩挲不能去手”。张霔其人，家富有而不求闻达，
与李友太颇多往还，曾赠其句云：“蟠泥楼上学潜夫，

好古情深老鬓须。一度相逢一惭愧，问余新得异书
无。”津门学者梅成栋在《津门诗钞》里说：“栋闻诸
郝石臞先生曰：‘大拙先生工画人物、山水，然不为
人作……有以绢素求者，弗为也。’”这位郝先生对梅
成栋讲：李友太在一次宴集时从墙上揭下一块一尺见
方的粉壁，在壁上画千岩万壑，又画人画马，形态如

生。在场的人争着去抢，不想粉壁摔落在
地，碎成几片，几个人只得各捡一碎片欣
然而归。李友太的妻子徐峦，字烟玉，亦
喜爱文墨，尤擅于绘事，精于白描人物。
曾画观音大士像卖与张霔，用所得的钱救
济穷人。张霔《绿艳亭稿》有“徐峦画观音
大士像”一文专记此事。大拙有二子、一

女。长子取名“狗尾”，次子取名“画鸭”，取“续貂刻
鹄”之意，谓“不足以继其事业而幸不为世用”也。女
名“芝圃”，知书，工绘事。白描人物，不下李龙眠。然
自以女子笔墨不可为世人见，随作随毁，无一存者。也
有的书上说，大拙有一子，名“大让”，自幼好学，颇得
其父真传，擅长草书，熟谙晋唐书家三昧，名重津门。
然性情迂直耿介，不轻易为人挥毫。张霔《晤大拙令子

大让》诗云：“大拙先生生大让，羲之之后复有
之。古书古画读不尽，家传岂但是临池。”《旷
真精舍观画录》乃是李友太的绘画著录。
《瓮虚斋观帖录》和《旷真精舍观画录》

均见于文献记载，但未见原著，然李友太多
年收藏、法帖、绘画，且精于书画艺术，这两
部著录无疑是他鉴赏书画的记录和总结，其
价值和对后世的影响不言而喻。

津人谈书论画（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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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庚垚（1876—1951 年），字云孙，原籍
河北省永清县，民国时期寓居天津的著名
诗人。

刘庚垚是清光绪年间永清县廪生，担任
学堂教员。1923 年至 1926 年，一度担任曹
锟总统府秘书及无极县县长等职务。据
1927 年 3月 26日《北京益世报》载：“署理无
极县知事刘赓垚别候任用，遗缺以任丘县知
事岳有蒿调署。递遗任丘县知事，委曹恩游
（潡）署理。”也就是从这一年起，一直到
1950 年，刘庚垚再次定居于天津（居所旧址
位于今和平区营口道联兴里 6号），以秘书
公职及家馆教师为业。

刘庚垚工于书法。他在 21 岁时，就曾
在永清县书法比赛中获得过第三名。他的
绘画成绩亦可圈可点。《新天津画报》载：
“城南诗社诸老，皆精书画，如李择庐、严台
孙诸氏之书法，与刘云孙、樊筱舫诸氏之绘
事，均高雅脱俗。近来合作扇面甚多，将由
蕴宝斋汇收，即在该店楼上举行展览。”用
“高雅脱俗”四字形容刘云孙的绘画，足见
刘云孙绘画之影响力。

刘庚垚最大的成就体现在他的旧体诗
的创作上。自 1921 年起，他先后加入天津
城南诗社、冷枫诗社、水西诗社等诗词团
体，与严范孙、赵元礼、李琴湘、吴子通、顾
寿人、王伯龙等名流多有往还。

刘庚垚的旧体诗创作，曾受到赵元礼重要影响。1921 年 11 月 13
日，城南社雅集后，赵元礼邀请刘云孙到家中作客，并向其赠送了他的
《藏斋诗集》。刘赓垚“赋长歌以纪之”。诗作被收录在《城南诗社集》
里。“云孙有诗不轻作，常恐通人笑浮薄。自得藏斋数卷诗，维摩说法
天花落”，道出了因受赵元礼的鼓励，刘庚垚开始从事旧体诗创作的心
路历程，并表示“我读君诗识君意，羡君倜傥无与俦，仰天一笑三千
秋。待得明年七十二沽春水暖，十里波平一叶舟，愿鼓双楫同君游”。

关于刘庚垚的诗作特点，赵元礼在《藏斋诗话》中曾这样评价过：“城
南诗社已故之诗友不计外，今之时与赓和者，则顾君寿人之典雅，王君逸
塘之博洽，周君熙民之笃挚，高君彤皆之沉链，杨君味云之朗润……刘君
云孙之浓郁，李君琴湘之遒隽，陈君诵洛之警拔，济济一堂，于今未坠。”
他还举刘云孙的《过水坡渡口》为例：“满地黄花认水坡，北来我又渡黄
河。年年争战民财尽，放眼中原老泪多。”认为该诗“有喷薄之气，故
佳”。又云孙《过娘子关》云：“雄关高与万峰齐，回首并州落日低。浩瀚
浑流来眼底，乱山排到井陉西。”赵元礼评价其“亦有盛唐气派，以其无蹈
空之字句也”。

赵元礼去世后，作为师友，刘庚垚专门作《追挽藏斋二章》以示悼
念。其一：“城南诗社水西庄，陈迹微茫付梦乡。两地招魂招不得，萧
萧风雨又东阳。”其二：“别有辛酸只自知，检寻旧札与遗诗。他年纵有
惊人句，散帙追酬宗却谁。”“散帙追酬宗却谁”，道出了二人之间亦师
亦友的关系，更能看出赵元礼对刘云孙诗风形成的重要影响。

20世纪 30年代，陈诵洛担任天津县县长，他是城南诗社最年轻的
“帅哥”，一度主持城南诗社工作。刘庚垚非常器重这个比自己年龄小
很多的师弟，把他作为自己旧体诗创作上的“知音”。除经常一起参加
诗社雅集外，他们二人还经常在一起小酌。1921年，刘庚垚作《玉壶春
小饮赠诵洛先生》，其中有四句诗云：“玉壶不惜留君醉，买尽江南十斛
春。漫谱冰弦一曲琴，喜从弦外结知音。”二人之间的友谊溢于言表。

张同书是著名诗人陈石遗的弟子，是一位国学造诣颇深的教育
家、诗人。他是雄县瓦桥关人。因为是同乡，故与刘庚垚关系非常密
切。1927年，张同书曾作《九日小集云孙寓庐》一诗，概括了二人之间
的友谊。诗曰：“宿酲犹未解（谓前夜真率会），折柬又相招。此会知谁
健，同来远市嚣。秋光蓟门树，诗思广陵潮。莫负杯中物，能将垒块
浇。”刘庚垚邀请张同书到家中作客，说明二人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

刘庚垚在天津诗坛愈加活跃。城南诗社的重要活动，他几乎都没
有缺席，并且事实上刘云孙在城南诗社里同样担任着很重要的“秘书”
角色。城南诗社曾假致美斋举行例会，参加活动的诗人有姚品侯、陈
葆生、刘云孙、陈子勋、黄洁尘、童曼秋、张聊公、曾公赞、孙正荪、石松
亭、王禹人、张梯青诸人。按照例会决定，城南诗社将于旧历的三月初
三日举行上巳修褉活动，“当由刘云孙先生即席拟具小启，通知社友，
届期莅临”。

除参加城南诗社外，刘庚垚还参加了著名的冷枫诗社。据杨轶伦
的《沽上吟坛鸟瞰》一文载，冷枫诗社发起人为张异荪、王禹人、杨轶伦
等。以成立时正在秋季，故取古人“枫落吴江冷”之句，将其命名为冷
枫诗社。起初采用轮流值课办法，其后以社友日多，乃公聘已故赵幼
梅先生为导师。赵幼老逝世后，乃另聘高彤皆、李择庐二先生为祭酒，
并举办有奖征诗活动，四方俊彦，争以佳作相投。社友达三十余人，诗
坛名流，如刘庚垚、胡峻门、郑菊如、李一菴、徐镜波等皆先后加入。

冷枫诗社曾假法租界同仁堂药店小楼雅集，到会者李择庐、胡峻
门、黄洁尘、徐镜波、曹烜五、刘庚垚、杨嗣箴、杜彭厂、张靖远、杨绍
颜、康仁山、杨轶伦、石松亭、王禹人、王宸如、张异荪等，并举行春节
团拜。可见，刘庚垚在冷枫诗社里同样十分活跃。

美味肘子是老天津宴席的重要菜品，
满汉全席里有，四大扒中也有。许多天津
人认为大席面上若没有肘子、炖肉之类的
菜品，有不管饱的意思，肘子如此也就成
了主家表示诚意的压桌菜、看家菜，天津
也俗称“挡口”的。

天津厨师将肘子做出了百般花样，
比如传统的烧肘子、虎皮肘子、扒肘子，
时下的水晶肘子、凉拌肘花等，口味繁
多。烹制虎皮肘子一般选用后肘，大料、
葱段、姜片、料酒、酱油、盐、白糖等作料
一应俱全。所谓的“虎皮”源自火烤，将
肘子的肉皮慢慢烤煳后用温水泡透，再
将煳皮刮去、洗净，这时的肘子表面呈金
黄斑驳如虎皮的样子。入高汤用文火煮

至七成熟捞出，在肘子上切十字花刀，然
后添加少许高汤和作料再煮一个小时左
右待其熟烂出锅。肘子还要在炒勺中完
成精心的烹调，加蒸制时溢出的原汁，加
高汤，使之不断入味，最后淋过淀粉来个
大翻勺把肘子熘入盘中。虎皮肘子皮糯
酥软，肉烂如豆腐，肥肉不腻，瘦肉不柴，
真叫人口水涟涟。不仅如此，天津天合

居大厨魏天成掌灶烹制的回锅肘子等也
是旧年的一道名菜。

再有，作为中国北方最热闹的水陆
枢纽，老天津海河边、运河畔的码头林
立，装卸繁忙。这里每天忙碌着大量的
重体力劳动者，他们的一日三餐必须要
吃足吃饱，大饼卷肘子是他们经济实惠
的上佳选择之一。街边的酱肉铺、小食

摊以及挎提盒的小贩卖热肘子、热大饼、热
饽饽的比比皆是，食客如云。天津人喜欢
吃大个的肥肘子，生肘子每个三四斤重才
叫棒，炖得又酥又烂的肘子肉用新烙的大
饼一卷，肥美汁多，穷苦的伙计们吃上一顿
真比过大年还要美。

肘子是大荤，亦可变大素。素菜、素席
是天津饮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中后
期，以大胡同真素楼、藏素园等为代表的天
津素席、素菜已经很有名气了。素菜所用的
原材料皆为天然植物性食品或其再制品，如
五谷杂粮、新鲜蔬菜、各样菌菇等。比如用
山药烹制出的“扣肉”，用豆腐烹制的“扒鸡
块”，以及素仿的酱肉、扒肘子、海参等，色香
味形质皆可乱真。

林间（中国画） 郑二岭

■《芝麻胡同》第12、
13集 郭秉聪听说严振声
和牧春花的事成不了了，
在街口等着牧春花。郭秉
聪不小心说漏嘴，说今晚
吴友仁要在大观楼对付严
振声。牧春花担心严振
声，换了装，偷偷拿了严振
声藏在俞家厨房的枪……

天津卫视19:30

■《一马换三羊》第
30—32集 志军没有钱给
员工们发工资，决定宣布
公司倒闭。但这时物资公
司的小陈突然拜访，来找
志军签挂历合同，他说因
为对方港商要求必须签
志军的公司。这时，艾大
妈告诉志军，那位香港富
商约他去宁州饭店。志军
来到饭店，原来这个香港
富商竟是艳华。艳华告诉
志军自己不走了，以后就
在宁州大干一场……

天视2套18:25

■《湄公河大案》第
11、12集 蒙洪与江海峰
及缅甸警方碰面，直接告
诉了他们坎里拉的藏身地
点，并详细解释了自己与
坎里拉的关系和在丛林中
见面的缘由。江海峰相信
了蒙洪，与其他专案组成
员及貌昂一同商议诱捕坎
里拉的计划……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一套房
产牵扯出两份遗嘱，究竟是
何原因？兄妹各拿一份遗
嘱争遗产，到底谁是谁非？

天视6套18:00

■《非你莫属》金泽，
今年24岁，毕业于沈阳药
科大学中药学专业。因为
家人的传统观念，她在毕
业两年后也没有正式进入
职场，还用这段时间照顾
了奶奶。此次，她又带着
妈妈来求职。此次来《非
你莫属》的舞台，金泽想寻
求一份新媒体管理的岗
位。企业家认为她孝顺，
但是心理负担过重，所学
的专业、工作经历跟求职
岗位不匹配。她此次能否
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30

■《最美文化人》有一
种精神具体表现为：扎实苦
练，无所畏惧，顽强拼搏，同
甘共苦，团结战斗，刻苦钻
研，勇攀高峰——这就是女
排精神。而我们今天探访
的《最美文化人》人物，就是
在工作与生活中贯彻女排
精神并怀揣着一颗追梦赤
子心的中国女排前队长，奥
运冠军——魏秋月。

天视2套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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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胡国定还回忆过一件小事：
1986年，邓小平要接见陈省身夫妇
的前天，他们从天津来到北京，住
在燕京饭店。饭店的早餐特别贵，
油条一根5元钱。陈省身夫妇饭量
不大，觉得下楼到餐厅吃必须叫两
份早餐。于是陈夫人叫人把一份早餐
送到房间里，两人合用就算完了。陈夫
人的原则是，能省则省，只为心安。结
果，胡国定在早餐室白等了许久。

南开数学研究所的负责同志对笔者
说，陈省身先生和夫人已经立下遗嘱，将
自己的遗产由一分为二(分给两个子女)
改为一分为三，加上了南开数学所这个
在陈先生心中的新生儿。这是陈夫人在
世时，就已经商量好的。陈省身并非富
翁，遗产不会太多，但经多年积累也不是
小数目。他对南开数学研究所的感情，
已经转化为一种亲情。这种亲情又何止
是对南开，也是关心天津和中国，寄情于
中华民族的未来。

回国定居，是陈夫人在世时就定下
来的，相关的手续早就在办理中。对陈
省身的回国定居，天津市外事部门自然
会加以特殊考虑。按照中国的有关规
定，外籍人士在华居留的最高待遇是给
予永久居留权。凡获得这一资格的外
籍人士将在出入中国国境，及在中国境
内居留、旅行时享有最优惠待遇，配偶
和子女也同时获准在华定居。

据媒体报道，2000年1月18日，天津
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举行仪式，授予陈

省身等四名对天津经济、科技、教育领域作
出突出贡献的外籍人士永久居留资格。

他们是：情系祖国和天津科教事业的
国际著名数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南开
数学所名誉所长、美籍华人陈省身教授；

远涉重洋，引导国际著名企业来天津
投资建厂的外国企业家、日本丰田汽车公
司董事兼亚太地区负责人长谷川康司；

韩国LG株式会社专务、乐金电子
(天津)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晋邦；

爱心无限、捐资助学，为中国助残事
业来往奔波的日籍国际友人、天津视障者
日语培训学校理事会理事长青木阳子。

2000年1月25日，天津市公安局负
责人将陈省身教授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
证书，亲自送到南开大学内陈老的住所。

这时，陈夫人刚刚去世不久。陈省身
把悲痛埋在心底，继续做着他自己想做的
事情。为了中国的数学事业，他还要继续
奋斗，义无反顾。3月17日，陈省身和科技
部长徐冠华在天津科技馆小会议厅会见。
他们谈话的主题是“如何留住一流人才”。

徐冠华问陈省身有什么建议，陈省身
直言：“你们科技部对数学研究的经费应该
多支持——全国性的，不止限于南开。”徐
冠华笑着说：“你的建议‘含金量’很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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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永久居留资格

基金会全称“王莘歌曲创作奖
励基金会”，基金会主席王莘，副主
席王斌，秘书长王惠芬，副秘书长
石瑞生。基金会的宗旨有三：一、
奖励优秀歌曲创作；二、奖励从事
基础音乐教育人才，尤其是农村音
乐教师；三、奖励音乐学院贫困学生。
接着是征歌、评选、颁奖，一切按

部就班。评选是在王莘家的地下室进
行的。评委都是天津音乐界重量级人
物，评委会主任是肖云翔。入围作品，
一件一件筛选，十分认真。在此期间，
还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小插曲。据石瑞
生回忆：“在我们征集的歌词中，有一
首《我家住在杨柳青》，我和王老都为
它谱曲了。评选时，我把我写的歌给
大家唱了一遍；问到王老时，他告诉我
说，你的歌采用了杨柳青民歌风格，与
歌词内容更贴，更有地方风味，我一听
你唱完，就把我的歌谱撕巴撕巴装兜
里了！”结果，石瑞生作曲的《我家住
在杨柳青》，经刘玉婉演唱后，在全国
36家电视台播出，风靡一时，同时荣
获了首届“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
一等奖。首届“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
金会”颁奖会在中国大戏院举行。这
是一次音乐界的盛典，不仅
天津市有关领导出席道贺，
时乐蒙、刘炽、陈强等王莘在
延安鲁艺时期的老同学也专
程从北京赶来助兴。战争时
期曾任《晋绥日报》编辑的石

坚，对当年王莘在晋察冀边区创作的歌
曲《战斗生产》，记忆犹新，兴之所至，竟
当场带领边区老同志一起引吭高歌。歌
声中，王莘仿佛又回到1943年秋，日寇
对冀察冀边区实行“铁壁合围”式大扫
荡，根据地人民一面灵活机动地打击敌
人，一面组织抢收秋粮的情景。当时担
任华北群众剧社副社长的王莘，配合斗
争写出了歌曲《战斗生产》。没想到这么
多年过去了，石坚仍记得这首歌的歌词
和曲调，足见老一辈革命家对红色传统
的珍视与传承，也表明一首好歌，是不会
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销声匿迹的。
说到时乐蒙、刘炽、陈强，艺术爱好

者一定不会陌生：时乐蒙是大型音乐舞
蹈史诗《东方红》的主创之一，还写过《歌
唱二郎山》《长征》等歌曲；刘炽的代表作
有《我的祖国》《英雄赞歌》《让我们荡起
双桨》等，曲曲皆为经典。至于陈强，则
是个“半路出家”的电影演员，主演的《白

毛女》《红色娘子军》家喻户晓。
为何说他是“半路出家”呢？原
来，王莘与时乐蒙、刘炽、陈强早
在延安时期便相识了，当年，他
们都是人民音乐家冼星海的学
生，同在延安鲁艺音乐系学习。

102 奖励创作

姓任的盐警小队长惊得“啊”了
一声，把左手举了起来。张小虎敏
捷地摘下小队长腰间的手枪，命令
说：“走，见队长去！”这个盐警小队
长仍是不明白，镇长家里怎么又出
了个队长呢？他疑惑地打量着张小
虎。张小虎说：“我们是盐民游击队。”盐
警小队长不相信：“别逗了，镇长家里怎
会有盐民游击队？”那个战士用力一拧胳
膊，盐警小队长只好顺从地走进屋去。
在正房屋里的西间，有李大麻子一家5
口人，这个三水镇的土皇上，听了严志诚
对他交代的政策，将老婆、孩子、儿媳妇
一家，全叫到这间西屋，只想保住性命。

正房屋里的东间，是李大麻子的
寝室，屋里摆设很古怪，还装着电话
机，炕上坐着一个老妇人，是李家做饭
的仆人，炕边上是长工和药店的杨老
先生，严志诚坐在他们对面，正在和颜
悦色地聊天。房门一响，张小虎押着
盐警小队长进来：“队长，这是送上门
来。”严志诚看了看这个盐警小队长，
身上披着油布雨衣，一只胳膊被拧在
背后，一只胳膊搂着前胸，拧着身子站
在自己面前。盐警小队长进屋就举目
寻找李镇长，一看没有，目光正好和严
志诚碰到一起，严志诚厉声问：“你来
这里干什么？”这个家伙还挺横：“我，
我来找李镇长。”严志诚问：“你是干
什么的？”这家伙满不在乎地说：“我是
盐警大队部的值勤小队长。”

严志诚一声冷笑：“告诉你，你现

在被俘了！”盐警小队长吃惊地愣在那
里：“你们——”严志诚说：“我们是盐民游
击队，你要放老实些！”盐警小队长一听，
猛地一个转身，把胳膊从那个战士的手
里抽出来，跨步奔向门口。严志诚起身，
一把抓住他的后背，往里一带，盐警小队
长摔了个仰面朝天。白师傅顺势上前，
一只脚踩在他的胸口上，从腰间抽出大
斧子，在这小子面前一晃：“好小子，想跑，
老子今天宰了你！”盐警小队长见到明亮
的斧子在面前一晃，立刻吓坏了，一个劲
儿地求饶。严志诚看着盐警小队长说：
“只要你老老实实，我们是优待俘虏的。”
跟着又对白师傅说，“白师傅，让他起来。”

白师傅把脚抬了起来，在这小子的
腰上踢了一脚：“起来，看你还敢跑！”盐警
小队长战战兢兢地爬了起来，两只眼仍
在滴溜滴溜地转着。白师傅把大斧子又
在他面前一晃：“看什么？低下头。”盐警
小队长吓得脖子一缩，脑袋低下了：“是、
是。”严志诚问：“你到底是干什么来了？”
盐警小队长立刻回答：“我是奉了雷大队
长的命令，来找李镇长。今天坨地里的
马架子被拆，说是一个姓严的领头闹事，
雷大队长怕是盐民游击队的严……严大
队长进了三水镇。”

80 抓个正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