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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凌晨，在2021赛季网球大满贯美国公开赛女
单决赛中，两大黑马18岁的拉杜卡努和19岁的费尔南德斯
展开青春对决，拉杜卡努直落两盘赢得决赛胜利，一黑到底，
获得个人首个大满贯女单冠军。由此，拉杜卡努成为公开赛
年代首位斩获大满贯冠军的资格赛选手、1977年以来首位
夺得大满贯冠军的英国选手，也是2004年温网以来最年轻
的大满贯冠军。
拉杜卡努夺冠，把C罗回归曼联首秀梅开二度挤下了头

条。而且，不只是英国人，中国人也非常关注拉杜卡努，拉杜
卡努登上微博热搜就是证明。
拉杜卡努夺冠当然是吸

引人们的直接原因，但是后面
的多种闪耀元素更耐人寻
味。从网球整体发展上看，是
后浪不断推进和推动前浪的
必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美
网体现得更为浓烈和酣畅，是
青春风暴的对决，也是女子选
手全面迭代的实现和成功。
显然，拉杜卡努夺冠最令

人感兴趣的是，什么样的原因
和历程让一位名不见经传的
18 岁高中女孩夺得了冠军。
后浪推动前浪的方式或许不
一样，拉杜卡努的成功也许不能复制，但是，有规律可循。这
一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贺词已经提及。
女王在贺词中说：“我向你在美网公开赛夺冠所取得成

功发来祝贺。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取得非凡成就，这是你辛勤
工作和奉献精神的证明。我毫不怀疑你和你的对手莱拉·费
尔南德斯的出色表现将激励下一代网球运动员。我向你和
你的支持者们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拉杜卡努和费尔南德斯的出色表现是辛勤工作和奉献

精神的证明，这就是她们成功的秘诀。辛勤工作和奉献精神
是成功的要素，但并非是唯一的要素，还要加上因才选择。
这一点，拉杜卡努父母对其培养的经历当然可以借鉴。
由于有较好的家庭条件，拉杜卡努可以选择多种爱好进

行尝试。拉杜卡努从小是个害羞的女孩，她的父亲便鼓励她
参加多项体育运动，希望通过运动来锻炼和塑造其性格。从
5岁起，拉杜卡努就学打网球，之后，又尝试其他运动，骑马、
游泳、踢踏舞、篮球、滑雪、高尔夫、卡丁车以及乒乓球等。在
所有这些运动尝试之后，总有一款甚至多款适合她。现在，
拉杜卡努已经是一名有才华的芭蕾舞演员、卡丁车手、游泳
运动员和骑马运动员，但是，网球才是她的最爱和最适合的
菜。也因此，在她选择的运动中，网球取得了最大的成功。
是否适合一项运动或专业，需要尝试，其次需要勤奋和

苦练，所以拉杜卡努除了完成学业，每天网球训练有3到4个
小时。这也可能符合1万小时定律。格拉德威尔的1万小时

定律称，1万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变成世界级大师的
必要条件。但是，人们并没有看到1万小时后面的另一句话
或条件，1万小时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其他研究表明，勤奋固然是必要条件，但是环境、天赋

（才智）和机遇等，也是成功的充分条件。是否适合某一职
业和项目，需要尝试，才能知道是否有这方面的天赋和才
能。拉杜卡努就是在尝试了多种运动项目之后，才在网球
项目上充分显露了其才华和天赋，因而也非常适合这项运
动。显然，这是今天拉杜卡努成功的原因。但是，拉杜卡

努这样的环境他人可能难以
复制，但可以在力所能及的情
况下尝试。
拉杜卡努夺冠更令国人关

注的元素是，她拥有华裔血统
或身份。拉杜卡努的母亲是中
国沈阳人，父亲是罗马尼亚
人。虽然提及这种身份有攀附
和生拉硬扯之嫌，因为拉杜卡
努纯粹就是一个在英国长大的
外国人，但是，中国的元素还是
强烈地体现出来。
拉杜卡努经常随母亲回沈

阳看望姥姥，也从母亲那里耳
濡目染和接受中国文化，因此

对中国文化持有独到的见解。她说：“我认为自信源自内在
的信仰。我妈妈来自中国，中国人都是极有自尊的。他们不
是要向别人炫耀自己，而是发自内心的自信。我十分敬重这
样的文化。”
也许，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成就了拉杜卡努，成为其成功

的另一个充分要素。而且拉杜卡努在本次美网展示出的沉
稳的心态也是这种自信和家庭教育的结果。拉杜卡努表示，
她的沉稳和扎实来自父母从小的锻炼和培养。她以前夏天
经常去沈阳训练，妈妈总是告诫她遵守纪律、尊重他人。父
母也都非常勤奋地工作，给她做榜样。
如果没有自信，无论做什么都只是蜻蜓点水，浅尝辄止，

就不可能有坚持和努力，也会在困难面前退缩，甚至败下阵
来。相反，有了自信，才会支撑拉杜卡努坚持不懈，克服困
难，赢得成功。这在拉杜卡努一边训练和比赛还要一边完成
学业中也体现出来。打球本来就很辛苦，还要完成学业，更
增添了另一份工作量。
在本届美网之前，英国因疫情实行封闭管理。拉杜卡努

不仅要应付英国的A-LEVEL考试，还要参加网球训练。在
A-LEVEL考试中，她的数学和经济学两科都拿到了A。这
也意味着，通过加倍的付出和努力，她在学业、训练和比赛中
都获得了好成绩。
未来的路还很长，拉杜卡努还会努力，而且也会激励所

有后浪，无论是在什么职业和岗位。

樊彬，字质夫，号文卿，天津
人。他是一位搜罗海内碑刻两千
多种且著有《畿辅碑目》的文人学
者。所著《畿辅碑目》堪称金石艺
术的宝库，也是书法艺术的载
体。他的父亲叫樊宗浩，号晓斋，
也是天津一位颇有学识的人，著
有《研圃山房遗稿》。樊彬生于嘉
庆元年（1796年），八岁丧父，少
时即有文名，与邑人梅成栋、董怀新、庆云崔旭、任丘边浴礼、宝坻
高继珩相友善。这些人都是知名的文人学者，樊彬在他们中年龄
最小，却与他们的才气不相上下，当时许多要人都称赞樊彬“有国
士之目”。樊彬屡试京兆不第，先是充当国史馆誊录，继授冀州训
导，再迁湖北蕲水县丞，调钟祥县丞，后权知远安、建始等县。告
归后，侨寓京师，居贫淡泊，至老精力不衰，所与交往者皆一时好
古之士。生平著有《问青阁诗文集》《津门小令》等。
樊彬笃嗜金石文字，曾花费极大精力寻访海内碑刻。历

代碑刻既是书法艺术的精华，又具有“载史存史证史”的作用，
是我国珍贵的文化遗产。樊彬生活的年代，虽已有《金石录》
《金石萃编》等多部金石碑版的著录存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又有不少新发现的碑刻未被收录与囊括进去。有感于此，樊彬
时刻关注各种碑刻的出土新发现，并且迈开双脚，不辞辛劳，踏
遍林间山野，广寻未见著录的金石碑刻，汇集成书，著《畿辅碑
目》二卷、《待访碑目》二卷。
樊彬在是书自序中谈到了他的动机、感受及所著《畿辅碑目》

《待访碑目》的内容和体例。他说：“畿辅古刻，散见诸家著述者甚
多。而近代出土又时有见闻，其埋弃榛莽间者更不知凡几，不有

记载，将使日就淹没，重为可
惜。乃即耳目所及之现有碑刻
录目汇存，自周至元，凡得一千
五百多种；旧籍所书世鲜传本
者，概归待访，附录于后。时独
山莫友芝同客京师，善其所为，
更冀其仿《关中金石记》《山左金
石志》之例，编纂成书。”
“不有记载，将使日就淹没，

重为可惜”，说明了樊彬对即将湮没的古代碑刻的珍惜。“近代出
土又时有见闻，其埋弃榛莽间者更不知凡几”，道出了樊彬著书的
背景及其针对性。莫友芝是清代著名的学者、诗人，此人喜藏书，
博学多通，尤精版本目录之学。《畿辅碑目》得到莫友芝的青睐和
赏识，亦可见此书的意义与分量。
光绪七年（1881年），樊彬卒于都门，年86岁。樊彬在世时，因

家境贫寒，《畿辅碑目》始终无力刊刻。直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
年）才由河北博物院印成铅字本。此时河北博物院就在天津（即今
河北区中山北路一带），这显然是天津人对乡贤著作的珍重。
《畿辅碑目》搜罗的石刻多乾嘉诸名家所未见，具有重要的文

献价值和研究价值。大概是在清代未能刊行的缘故，经查，张之
洞编纂《书目答问》时并未将《畿辅碑目》列在他的这部指导治学
门径的举要目录之中，而是将晚清赵之谦自
刻本《寰宇访碑录补》（先前有孙星衍、邢澍
的《寰宇访碑录》）列入其中。不过，据天津
学人高凌雯讲，张之洞谓会稽赵之谦刊行
《寰宇访碑录补》，什九皆樊彬所辑也（据《天
津县新志》卷二十一之三本传）。

一切与家常餐食有关的器物，我都爱
笼而统之地称为食器。它们次第聚拢来，
成为家里一员，忠实乖灵地服从主人调
遣，分工明确又精诚团结地奉出一日三
餐，给养祖孙数代。岁月无痕滑过，可经
年的老食器却留刻下岁月的印痕，升腾着
温度，默述着故事；弥散的，是家的味道。
每当给老家添换锅碗瓢勺、坛罐箅

筐，父母都会感叹：这些老物件儿跟了我
们几十年，对了脾气、用着上手，不用换。
我硬坚持，父母便将新食器塞起来，说：等
旧的坏了，再用！我知道，父母与那些散
落老屋各个角落的老食器生了感情。
一沟的枣树，死了数棵。爷爷蹲下

来，用枯槁的大手摩挲着枯裂的树皮，老
泪纵横：你们养活了我们全家，打鬼子时
还养过八路军，舍不得你们呀！他默默坐
在树下，一锯，一锯，锯了一上午。又几
天，锯斫、锛凿、拼接、打磨，做了案板、擀
面杖、小凳子数套，分给父亲、叔伯。
我家的那套，还在用。每次回家，母

亲便取出缸内的腌肉、拔来应时的蔬菜，
用略钝了的老铁刀，将枣木案板剁得当当
响，全村人都能知道我家要包饺子。我略
带嫌弃地说：这案板都凹陷了，还剁出了
木屑，该换了。母亲拍拍我：你就是吃着
这木屑肉馅儿长大的，看多壮实！我憨憨
一笑。两块枣木拼成的面案板，接缝处或
存了硬面渣，或透着光，却与擀面杖一样
溜光水滑。两相碰撞，“嘎噔嘎噔”十分悦
耳，甩出张张饺子皮儿。
院中，山里采来的石块、石板架成的

简易餐桌，早被蹭得没了棱角；三把枣木
小凳摆上，面儿凹了，腿儿细了，楔儿松
了，却还稳当；几个磕了沿儿的蓝纹瓷碗、
团花盘子，盛了热腾腾的饺子端上，催开
了父母和我的脸庞。
秋后的高粱，高挺着秆子、穗子，在田

间招摇。放倒，砍穗，收秆，晾晒，又是一
季丰收。父亲挑粗壮的高粱秆，一根根码
在原木特制的箅床上，用麻绳缠好，制成
蒸馒头用的蒸箅、压豆腐用的压箅；母亲
选细滑的高粱秆，一根根用长针细线穿
起，制成放食品用的箅排、盖锅瓮用的箅
盖。褪去高粱粒的穗子，顺溜硬朗，绑成
刷锅用的炊帚；浸泡过的白高粱秆，绵软
干净，编成淘菜用的小筐……高粱穗秆食
器，朴素、耐用，自然环保，很是称心。
每个忙年的腊月，便是这些食器的秀

场。蒸箅架在铁锅中，经过火烧水蒸，奉
出暄腾、喷香的馒头、包子、年糕，晾于箅
排上；在其与高粱秆接触的一面，自然烙
上箅排的纹路，道道凹凸起伏的箅子印儿
清晰、亲切。压好的豆腐，卧在压箅上，柔
白细嫩；切条儿油炸至金黄，蘸盐码于瓮
中，用箅盖盖好，炖菜以用。摊好的煎饼，
叠成方形，摆在箅排上晒干摞好。破了
补，坏了换，一批批高粱秆老食器用下来，
彻底将土地、庄稼、三餐、农人，紧密连在
一起，相伴昼夜寒暑，不离不弃。
年岁愈长，愈发想常回家看看，吃顿娘

做的饭。母亲塌腰佝背，与帮厨的父亲默
契配合。用磨短的铁铲，翻烙几张油津津、

黄澄澄的葱花饼；用磨细的长擀面杖，擀一
顿柔长筋道的手擀面；用磨成月牙儿的铝
勺，搅动那口老铁锅，慢熬一锅甜香的南瓜
红豆玉米糁粥；用磨得光滑的饸饹床，轧一
次红薯榆皮面饸饹，爽爽地来上两大碗解
馋……猛地发现，只有经年的老食器，才能
做出母亲的味道，盛满家乡的温暖。
慢慢的，父母老了，心气儿淡了，有些

老食器渐次被时光贴上了封条。菜种少
了，那些曾腌满酸爽泡菜的坛子、罐子，都
闲弃在院角、墙角，落入枝叶，沾了泥垢；
时代变了，那些曾被村里人抢占的石碾、
石磨，曾被颠晃摇摆筛出面粉的粗细面
箩，曾被家人捂着烧烤土豆、花生的火盆，
曾被端在手上舀水舀米舀面的天然葫芦
瓢，曾被捧在手里盛水盛饭盛汤的搪瓷
缸、铝饭盒，都退出了舞台，孤独落寞地散
落村里，或永远消失……
一道道食器，或是自制,或是买得，或

是祖传,或是新置，或是朴拙,或是精致，
皆为每家日常生活的必需。
老食器，沾染着烟火，沉淀着岁月，相

伴着成长，安放着乡愁，更寄寓着我们对
良好家风的传承，对完满人生的期许，对
美好生活的追求，对心上老家的守望……

咸宁桂花，闻名遐迩。桂花开时，十里香风，
沁人心脾；桂花落时，纷纷扬扬，点点滴滴，如一场
梦幻花雨。
历朝历代，文人墨客对桂花的吟诵数不胜数，桂花

树下的才子佳人，望花痴迷，又怎能不情动于衷，情意绵
绵？且不说桂花清雅可人，香浓远溢，堪称一绝；更有中
秋时节，桂花绽放，薄云浮水，把酒对月，赏花听泉，是何
等的雅事乐事开心事。“寂寞嫦娥舒广袖，吴刚捧出桂花
酒”，这花，这酒，这情分，该是人间天上注定了的。
清雅灵性的桂花，因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知

觉，便演绎出了别样的人间况味。
咸宁桂花，品种繁多，有月月桂、四季桂、银桂、金

桂、丹桂，等等。虽说是四季有桂，但唯八月最盛。八月
丹桂，飘香满城，香得令人灵魂出窍，香得教人无我忘
我。这幕阜山下的桂乡，这美丽的香城泉都，无论是街
道、庭除，还是山中、水畔、村野，随处可见桂树的踪影，
一株株、一行行、一片片，让人心生欢喜，教人迷醉流
连。盛开的桂花，典丽含蓄，素雅清淡，浓香馥郁，成为

一座城市最好的点缀，也成就了桂花之城、桂花之乡。
一座城，兴于桂花，盛于桂花，因桂花而有了灵性；

桂花呢，生于斯，栖于斯，因城市而愈显俊俏妩媚。
若得空闲，穿行在温泉、咸安的城中街道，路边总

会飘来幽幽的桂香。若是下起了秋雨，那一簇簇绽放
在枝头的嫩黄色小花团，依然会惹人忍不住探过身子
把鼻子埋在了花团里，嗅上一嗅。那浓浓稠稠的花香，
沁人心脾，花点伴雨点打在伞上，身上，在心湖漾起一
圈圈涟漪。这仲秋时节的丹桂，香濡的雨水，静中有
动，动中有情，情里含香，香中有甜，让人顿觉岁月是如
此宁静、灵动、温馨、美好。
一个人，若是追逐桂花香气的心开始活络，不妨选

一处心仪之地，走出户外，接受这座城市最熟悉的花
香，接受一份得天独厚的人生抚慰。
星星点点的咸宁桂花，不仅花香沁人心脾，还足以

创造出曼妙的味觉享受。它可以做成润喉的桂花羹、
糯香的桂花糕、清醇的桂花酒等，你若有心尝一尝桂花
美食，沉睡的味蕾就会突然苏醒。
桂花学名木樨花，关于木樨花，《红楼梦》第八十七回

有这样的描述：说话间透过一阵清香来，众人闻着便问：这
是何处来的香风？这像什么香？黛玉道：“好像木樨香。”
探春笑道：“林姐姐终不脱南边人的话，这大九月里的，哪
里还有桂花呢？”《红楼梦》也写过“木樨清露”。第三十四
回写道：袭人看时，只见两个玻璃小瓶，却有三寸大小，上
面螺丝银盖，鹅黄笺上写着“木樨清露”……回到院中，宝
玉方醒。袭人回明香露之事，宝玉甚喜，即命调来吃，果然
香妙非常。
桂花可食，更可装点扮靓人生。明代高濂先生在

《遵生八笺》中就提到过：“白木樨盛开时，清晨带露，

用杖打下花，以布被盛之，拣去蒂、萼，顿在净器内，新
盆捣烂如泥，榨干甚，收起。每一斤，加甘草一两，盐
梅十个，捣为饼，入磁坛封固。用沸汤点服。”又及女
士爱用的桂花头油，《红楼梦》第二十八回蒋玉菡就有
过这样的叹惋：“女儿悲，丈夫一去不回归；女儿愁，无
钱去打桂花油。”
天光下的淦水，泛着粼粼波光，桂花的馨香，飘溢

于有些沁凉的黄昏背景下款款的风中。我每每走在下
班的路上，走在一天中心境被淋漓畅快地释放的时分，
便从心底感谢造物的安排，让我有缘在这一方土地上
长长久久地生活。桂花是这座城市的精魂，让这座城
市有了馥郁的体香，于流水般的光阴里，这座城市的馨
香，总是如期而至，披在我们身上，让生活在这里的每
个人，忘不了这座城市满满的香甜。
一树桂花，可以芬芳一座城市；一树桂花，也有潜

力造就一座城市。应该说，这样的看法不只是我一个
人的吧！
桂花开也好，谢也好，总以漫天花雨，香一座城，醉

一方土，漾起生活的馨香。在簇新的时代，生活在香城
泉都的人，泡着温泉浴，吃着桂花糕，品着桂花酒，闻着
桂花香，所拥有的幸福指数，又岂能有不攀升高扬之理？

拉杜卡努摘冠，

美网见证后浪的推进规律

张田勘

津人谈书论画（六）

樊彬访碑“有国士之目”
章用秀

老食器

张金刚

一树桂花一座城
程应峰

清晖（漆画） 陈云君

按照原定计划，陈省身夫妇
在取得永久居留权之后，于4月返
回美国。安排停当以后，9月返回
天津定居。现在，陈夫人不在了，
陈省身只好自己一人回去收拾。

已在美国居住了几十年，好
大的一份家当，整理起来相当费事。
好在有陈璞帮忙，到了9月事情总算
大体了结了。

2000 年 9 月，陈省身准备回天
津。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举行招待
会表示欢送。来自美国一些大学的学
者以及陈省身的家人、朋友共九十多
人出席了招待会。总领事王云翔在会
上讲了话。讲话的还有美国数学研究
所所长埃森巴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数学教授奥斯曼，哈佛大学教授丘
成桐，香港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郑绍
远，以及南开数学所所长周性伟。最
后，王云翔总领事向陈省身赠送了“数
学泰斗，华人典范”的纪念牌。

陈省身在天津继续着他的事业。
渐渐地，生活又恢复平静。以下是一
些记者的报道。

一年来，他在天津生活得很好。他

说他是个很幸福的人，因为到了89岁的

年纪，思维仍然敏捷，还能做数学研究

的事业。他渴望中国在21世纪成为世

界数学大国。陈省身教授虽然已经年

近九旬，但精力充沛，耳不聋，眼不花，

爱看书，喜交友，还经常喝一点酒，很会

生活，是位十分热爱生活的老人。

我们看望陈省身教授的那天，正赶

上他在家请老友、吴大任的遗孀陈受鸟吃
饭。陈老问：“目前天津市60岁以上的

老人有多少？”“126万。”“那么100岁以

上的老人有多少？”“大约130人吧！”“那

90岁以上的呢？”“那就很多了。”我们回

答道。陈老说，我也算是其中的一位啦，

接着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陈省身的生活紧张而有序。他每天
早晨6时起床，晚上10时睡觉，其余的时
间是数学、科研、看书、写作。他说：“我爱
看书，什么书都看，当然主要是数学书，但
文学、历史和其他方面的书我都看，很杂；
中文的，外文的，一看上书就什么也顾不
上了。”陈老的食欲也很不错。他说：“老
人要随心所欲，我爱吃，什么都吃，也讲究
吃，我不提倡单吃素食、绝对淡食，老虎吃
肉才会有劲儿嘛！”陈老还喜欢饮酒，白
酒、葡萄酒他都喜欢喝，他说这对身体有
好处，“无非要注意点度就是了”。

这时，陈受鸟插话道：“人家都说陈省
身是个美食家。”见陈受鸟插话，陈省身说：
“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我和她的先生吴
大任也是好朋友，可惜他先我们而去
了。”陈受鸟说：“我和大任与陈省身先生的
友谊，到现在已经有70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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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在天津生活得很好

后来，有位戏剧导演看中了陈
强，说他长得像地主老财，适合演反
面角色，便把他调入鲁艺戏剧系。
他饰演的第一个角色，便是歌剧《白
毛女》中的恶霸地主黄世仁。所以
陈强与王莘等故友一见面，便半是
埋怨、半是自嘲地笑言：“你看，要不是当
年那家伙看我像地主，把我调离音乐系，
我和你们一样，也成了中国响当当的大音
乐家了！当年在鲁艺音乐系，你们写过歌
吗？没有吧！可是，我写过……”说着，他
便用纯正的陕北民歌腔调唱了起来：“山
药蛋呀吗，哒呀嘿，打日本呀吗……”唱
罢，他接着说：“从那开始，老一辈人叫我
黄世仁，小一辈的叫我南霸天，我成了过
街老鼠，差点儿挨了战士的枪子儿，连小
孩子都朝我扔过石头……”一席话，逗得
大家捧腹大笑。
在颁奖环节，有关领导和嘉宾分别

向一、二、三等奖获得者颁发了奖状和奖
金。引人注目的是，基金会还特别奖励了
五名乡村小学音乐教师、六名音乐学院
贫困学生，令他们感激涕零，也充分体现
了基金会对基础音乐教育的重视与扶
持。基金会的歌曲创作评选活动坚持
了三届，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王莘又
赋予基金会工作新的内涵：帮
助太行山区贫困孩子上大学。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上世纪90年代末，平山遭遇
水灾，王莘闻讯，亲自组织了
一个民间艺术团赴平山慰问

演出。出发前，大家自愿捐款购买了三
个集装箱的方便面随团运抵平山，以解
灾区人民的燃眉之急。演出期间，王莘
听说太行山区很多娃子因缴不起学费，而
被大学拒之门外，这使他顿生焦虑、感同
身受。遥想当年，自己便是因为家贫，缴
不起学费，才被迫放弃学业，前往上海打
工的。他深知这些娃子只有走出大山，才
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有机会成为国家未来
的栋梁。巧的是，这些娃子中，就包括战
争时期他在曲阳的老房东的孙子。当年，
妻子怀孕想吃东西，无奈之下，“偷食”了
房东的山芋。虽然只是几块不值钱的山
芋，但多年来王莘一直心怀愧疚。
如今，“还债”的机会来了。他当即

与家人一起，筹措了八千块钱，亲自前往
曲阳捐给老房东的孙子。谁知此行却在
当地引起轰动：天津来了位大作曲家，给
上不起大学的娃们捐钱来了！消息一传
十，十传百，《河北日报》《河北画报》等媒

体竞相采访报道，无意间把声
势搞大了。结果，上至县委书
记，下至机关干部、农民企业
家，纷纷慷慨解囊，奉献爱心，
几天工夫，便解决了全县几百
名大学生的学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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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志诚继续追问盐警小队
长：“雷紫剑打算怎么办？”盐警小
队长说：“今天夜间要清查户口，
害怕打电话走漏风声，就叫我赶到
镇长家，给镇长打个招呼。”“什么
招呼？”“让镇公所协助。”“协助什
么？”“户口册。”“几点行动？”“凌晨四
点。”“怎么行动？”“挨户搜查。”“还有
吗？”“报告长官，就是这些。”严志诚这
一连串问话，姓任的盐警小队长一直是
立正回答，但他的眼睛仍在偷偷地朝四
下观看。严志诚问：“你说的全是实
话？”“报告长官，我一句假话也没有。”

严志诚悄悄地向白师傅递了个眼
色，白师傅明白严志诚的意思，他猛地
往前一步，一把将这盐警小队长后脖
领子抓住，往怀里用力一带，这小子就仰
在屋里那把太师椅上，他把斧头往这小
子脖子上一放：“说实话，不说实话就宰
了你！”姓任的盐警小队长害怕了：“我
说、我说。雷紫剑从三水镇车站，请了一
个营的交通警察，帮助盐警队一同清查
户口。”他感觉到脖子上的斧刃冷冰冰
的。严志诚站起身来：“交通警几点出
发？”“三点二十分从盐警大队部出发。”

听到这一突发情况，严志诚预计到
眼前的危险处境，不仅是在李大麻子家
里这几个人，更重要的是留在三水镇的
那些同志，还有干活儿的乡亲们，必须
粉碎敌人的这次行动。想到这里，他又
向这个盐警小队长，反复叮问了清查户
口与车站交通警察出发的时间，心里盘

算着一个新的作战方案。他对白师傅说：
“让他把军装脱下来。”白师傅把手一松，
手里的大斧子一晃：“脱。”盐警小队长立
刻把雨衣和军装脱了下来：“脱、我脱。”严
志诚上前和张小虎一起，把这个盐警小队
长捆了个结结实实，把他搭到了厢房里。

屋外的小雨仍在不停地下着，房檐
滴水落在地上，在这夜深人静的夜里，“滴
答滴答”的响声显得很清脆，清凉而带着
雨气的夜风吹进屋里，使人去掉了倦意，
感觉清醒。在三水镇盐警大队部里，每
间屋子的电灯都亮着，那些困乏疲倦的
盐警都佝偻着身子，抱着大枪坐在床铺
上打瞌睡，有的竟然还发出了鼾声。披
着雨衣、掖着手枪的盐警小队长宗大头，
不停地在各屋串着，嘴里骂骂咧咧的：“要
执行任务了，还睡觉，真像死猪一样！”

今天的雷紫剑是戎冠束带，穿着带刺
马针的大皮靴，踩在地板上发出“嘎吱嘎
吱”的响声。他抬头看看窗外的细雨，侧
耳听听宗大头的喊骂，他的眉头不觉皱了
起来，这一切都好像预示着不顺似的：严
志诚如果真的在三水镇，他一定扎到了济
公祠那一块儿，那可是工人居住的地方，
怎么找呢？见了面也不认识啊！突然，他
想到了一个人，马上朝外面喊：“来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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