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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一个情景，总也忘不掉。去年4月底，
在天坛的双环亭。
去年年初，让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闹得，宅在

家里，好久没去天坛了，以为天坛和很多博物馆图
书馆等公共场所一样，也都关闭了。其实，天坛没
有封闭，一直敞开大门对外开放。相比脆弱而渺
小的人，沧海横流，天坛方显英雄本色，不动声色
地注视着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和我们。我和天坛
拉开长达四个月之久的距离，是我自己造成的，也
就是说是人为的距离。
那天中午，从南门进天坛，一路看见藤萝架上

紫藤开得烂烂漫漫，再疯狂的疫情，也没有阻拦它
们到时候的盛开，显然，它们没有我们人们的顾
忌，比我们要自由豪放得多。藤萝架下坐的人不
多，稀稀拉拉的，但彼此都拉开了距离。草坪上，也有坐着
游人，一样彼此也都拉开了距离。这样的情景，非常独特，
只有此时才见到，让我不由得想起舞台上看到过的布莱希
特话剧的间离场景。
一直走到双环亭，这样的间离场景，最为突出地出现在

我的面前。我看见亭中坐着一对男女，大约四十岁上下。
特别引我注意的是，他们各自戴着口罩，分别坐在椅子的两
头，各靠着亭子的一个红柱子，隔着两个柱子之间这样明显
的距离——那时候，为防止疫情的传播，流行一个词，叫做
“一米距离”。距离，便成为生活的常态，见多不怪，但这样
约会中长时间在一起依然保持着这样远比一米要长的距离
的情景，我第一次见到。
他们两人中间长椅上铺着一块花布，一些零食和他们

各自的保温杯，在上面排列成队。那阵势，有点儿像七夕
喜鹊羽毛搭成的桥，桥两头，分别站着他们二位遥遥相
对。看样子，和我一样，也是多日未到天坛来了，相约在这
里见面叙旧。一定是老朋友了，但也要保持着这样明确的
距离，这是人本能欲望和心理之间的距离，又是主观心理
和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或者说是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灾
难时恐惧与希望的距离。

双环亭是两个圆亭交错，亭中外圈有这样十根红漆圆
柱支撑，柱子之间的距离得有两米多。阔别多日的朋友相
见，居然要有意拉开这样长的距离，让我有些吃惊，也更加
感慨。这实在是疫情闹出的距离。往常一般的约会，哪里
会拉开这样的距离，而且，还严严实实地戴着口罩。隔空对
话，声音自然就大些，悄悄话是不行的了。这样的场面，有
些滑稽，也有些悲伤和无奈，却是2020年春天常见的情景。
看不见的新冠病毒，让人和人之间，即使再亲密的人之间，
也要不由自主地拉开了距离。
我坐在他们的斜对面画他们，一边画一边不住在想，

距离，在平常的日子里，在一般人之间，也是必要的。亲密
无间，只是作为一种修辞，一种幻想或理想的状态的存
在。即使是情人之间的拥抱亲吻甚至更亲近的接触，也
不可能真正做到亲密无间。在人类文明和不文明交织的
驳杂社会里，有社交中的礼貌距离，有美学中的想象距
离，有心理的抗拒距离，也有卑劣人性中的暴力距离，社
会环境中的危险距离，初次接触的陌生距离，思想乃至意
识形态所产生的斗争距离，时间和空间造成的时空距离，
或者亲人之间所谓“一碗汤”的距离，等等。可以说，独木
不成林，只要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人的地方，不会没有距离，

就像再茂密的树林里，树和树之间也会是存在
距离的，不可能毫无缝隙地比肩而立。

只是，眼前这一对戴着口罩的朋友之间这
样尽情交谈之中明显而有意拉开的距离，是我
前所未见的。

读罗兰·巴特的《文之悦》，书中有“边线”一
节。边线，就是边界，就是距离。他从修辞学角
度说：语言结构的重新配置，通常借以切断的方
式来达到。他说有两条边线，一条是正规的、从
众的、因袭的（在我看来，就是惯常情况下的），一
条是变幻不定的、空白的（在我看来，就是非惯常
情况下的）。他接着说，说得很有意思：“恰是它
们两者的缝隙、断层、裂处，方能引起性欲（在我
看来，这里所说的性欲，就是指语言结构的被打

破而重新配置后新的生成）。”距离，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产
生的。缝隙、断层、裂处，都会产生距离。
罗兰·巴特所说的“两者的缝隙、断层、裂处”，在战争

和灾难面前，最容易产生。因为战争和灾难便是惯常状态
的被打破，而成为非惯常状态。如今，这场全球范围的疫
情突发而且长时间蔓延所造成的灾难，远非一场战争所能
比，这样的缝隙、断层、裂处，必然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距
离，哪怕是曾经关系再亲密的人。这里既有社会与自然的
不可知因素，也有恐惧和忧虑的心理潜在原因，同时，还会
有因这场疫情所造成思想认知和判断标准差异乃至矛盾
和罗兰·巴特所说裂处的结果。只是，人又有群居而极愿
摆脱孤独的心理需求，于是，在疫情刚刚趋好的时候，人们
就迫不及待地从闭门宅家中走出来；于是，便有了天坛里
我所见到的并非一例这样的约会，约会中所呈现出渴望缩
短距离而又有不可避免的明显距离，戴着口罩，亲密交谈，
又隔空相望。
我画着这一对约会的男女。长长的距离，并没有阻隔

他们的交谈。我不知道他们在谈着什么，只看到他们的交
谈如同长长的流水一样，绵绵不断。他们的身后已经是春
意盎然，花草烂漫。

金钺（1892—1972），字浚宣，号屏庐，天津
人，著名藏书家、刻书家。清末曾任民政部员
外郎。辛亥革命后，赋闲家居。曾与严范孙等
人筹设崇化学会，任崇化学会董事。一生编刻
天津地方文献数十种，对桑梓文化的保存和传
播作出贡献。

金钺是峰泽堂金氏的后代，其家族亦儒亦商，著名文人辈出。金钺
幼承家学，喜好看书藏书、编书刻书。尤喜好乡里文献，一有空便多方
搜求。津人高凌雯在《志余随笔》中说：“天津有藏书之家，无刻书之
人。近唯浚宣喜为此，网罗旧籍，日事铅椠，十余年未尝有闲。由其先
人撰述推及乡人著作，近刊行二十余种。”金钺编刻的书主要是津门乡
里文献，有《屏庐丛刻》《天津诗人小集》《许
学四种》《金刚愍忠表忠录》《金氏家集》
等。汇乡人著述有：王又朴的《诗礼堂杂
纂》、查为仁的《莲坡诗话》、查礼的《铜鼓书
堂词话》、梅成栋的《吟斋笔存》、杨光仪的
《耄学斋啐语》、华琳的《南宗抉秘》、徐士銮
的《古泉汇考》等。署“民国十三年（1924
年）天津金氏刊本”。这些书均为金钺个人
出资刻印。近代天津学者王守恂的《王仁
安集》先后刊刻四集，皆由金一力承担。金
钺对刻印《天津县新志》尽力甚多，且亲自
参与这一方志的搜集与校勘。伦明在《辛
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对金先生倍加赞颂：
“乡贤著书网罗勤，铅椠连年自策勋。韵事
鲍金今再见，共惊空谷足音闻。”
金钺作为近代藏书家、刻书家乃当之

无愧，其实先生也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著作
家。金钺三十岁以后，诗文创作日趋活跃，
并常与严修、章钰、赵元礼、王守恂、高凌雯
等津门学者诗文往还，不断有著述面世。
民国七年（1918年）他完成了《戊午吟草》，民国十年（1921年）完成《辛
酉杂纂》《偶语百联》，后又相继完成《屏庐文稿》《屏庐题画》等。
《屏庐题画》为金钺自画题辞之书。先生书工八分，善画墨竹。其

所作墨竹为学者画，清雅孤秀，且能以书法会通，因之，《屏庐题画》所收
题辞亦多有见地，而绝非泛泛之言。如“出生即有节，到老总虚心”“樵
风万叶动，钓月一竿垂”“写月移疏影，歌风振爽姿”，多前人所未言
者。王守恂先生甚至将该书与水西庄査礼的画论经典《画梅题记》相
媲美。他说：“査俭堂有《画梅题记》，语涵万象，会而通之，与读书处
世息息相关。屏庐主人以清旷高怀寄寓天趣，将题画汇钞一册，与俭
堂后先比美。”（《屏庐题画》题词）
金钺文化品位甚高。天津劝业场楼上他曾题匾一块“毓文商行”。

他收藏的《魏皇甫驎碑》曾被罗振玉辑入《六朝墓志菁英》一书。此碑原
系清咸丰年间在陕西鄂县出土，后归端方，最后由金钺收藏。1952年
金钺将此碑连同其他珍贵收藏品捐献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文化局向
金钺发了“褒奖状”，称：“金浚宣先生以其珍藏魏皇甫驎碑一块，齐乞伏
君墓志二块，木刻书板四十八箱，天津人士著作八十五册，捐献政府，化
私为公，殊堪嘉尚，特予褒奖此状。”

汉末魏初有个大书法家叫“钟繇”。当今学书的
人，大都会接触这位公元3世纪的书家先贤。我听
到许多人说及钟繇时，都将“繇”字读“由”（you二
声）音。我问为什么读“由”音？他们回答是，我们书
法老师都这么读。
中国字的读音，是汉文字的一个难点。有些字

的读音，连权威性的工具书都统一不了。比如，李白
有一首很火的诗《将进酒》，许多朗诵家、电视台的名
嘴，都把“将”字读“枪”（qiang一声），中小学的教科
书也这样读，语义为“请”的意思。第5版《现代汉语
词典》在（qiang一声）下有“将进酒”词条，但没加书
名号，不是特指。《将进酒》作为古乐府的名称，即如

同宋词的词牌，《辞源》里是读“江”（jiang一声）音
的，即“且”的意思，副词。《将进酒》作为乐府古辞，古
人如何读，如今没有文献可查，所以，很难说哪个读
音正确，而且，两种读音都能讲得通，于是见仁见智，
谁也说服不了谁。叶嘉莹先生坚持读“江”音，还为
此发过牢骚。
钟繇的“繇”字则不同，古人如何读，在古代典

籍中是有记载的。南朝刘义庆的笔记小说《世说新
语·排调》中第2小段作如下记：
晋文帝与二陈共车，过唤钟会同载，即驶车委

去。比出，已远。既至，因嘲之曰：“与人期行，何以
迟迟？望卿遥遥不至！”会答曰：“矫然懿实，何必同
群！”帝复问会：“皋繇何如人？”答曰：“上不及尧舜，
下不逮周孔，亦一时之懿士。”
排调，嘲戏调笑，开玩笑。《世说新语》的《排调》

这一章，专记魏晋名士的不拘礼节，相互调侃的小故
事。以上一段，就是记司马昭等人以对方父辈名讳
相排调。那个时代，本来是不应该在谈话中出现彼
此父辈名讳的，可是他们专要道出对方父亲的名讳，
诚心挑逗取乐。

晋文帝，即司马昭。活着的司马昭并未称帝，他
死后，其子司马炎受曹魏禅让，追赠司马昭为文帝，
此时之称是记事者对司马昭的敬称。二陈，是陈骞
和陈泰。司马昭父亲司马懿，讳“懿”字；陈骞父亲陈
矫，讳“矫”字；陈泰父亲陈群，讳“群”字；祖父陈寔，
讳“寔”字；钟会父亲钟繇，讳“繇”字。以上所讳，包
括同音的字。
以上故事翻译成白话文大意如下：
司马昭和陈骞、陈泰坐车出游，路过钟会家，

喊钟会出来一起坐车走。喊完了没等钟会出来，
也不停车继续前行。钟会出来，追了很远才上了
车。车上的人反而埋怨钟会太慢，磨磨蹭蹭，一起

嘲弄他说：“说好了大家一起出游，你怎么
这样慢慢腾腾？大家等你，遥遥无期！”
（“遥遥”，与钟会父亲钟繇的“繇”同音，犯
讳。钟会于是就反唇相讥。由此知，“繇”
读“遥”音。）钟会说：“我是矫然懿实的人，
没必要和你们同群为伍。”（这里“矫”“懿”
“群”,“实”音同“寔”，正是司马懿、陈矫、陈
寔、陈群四名之讳。）

司马昭又问钟会：“你如何评价皋繇？”
（皋繇，又作“皋陶”，“繇”和“陶”同音，读“遥”

音。司马昭再次犯“钟繇”音讳。）钟会回答说：“此人
上比不了尧舜，下比不了周公孔子，但不失为一代懿
士。”（懿，美也。懿士，有德才之人。钟会再犯“司马
懿”音讳，以反讥司马昭。）
由此故事可知，钟繇的“繇”字，在钟繇的时代

是读“遥（yao二声）”音的。尽管“繇”字还有“由”
“籀”另外两个读音，但应都和钟繇无关。所以今
天还是应该读“遥”音。特以《世说新语·排调》所
记为证。
细心人会发现，以上钟会的话里有“尧”字，今

天也读“遥”音，同音也犯忌，他自己掉入犯忌。其
实不然，“尧”字在魏晋时代肯定不读“遥”音，钟会
的话，以上这个故事，就是铁证。汉末魏晋时代，
还没有反切注音，我们不得而知那时“尧”如何
读。到唐末宋初，反切法比较成熟了，有学者为汉
人的《说文》加了注音，也是盲人摸象，多与汉人读
音不符。（见中华书局出版《说文解字·前言》）即便
在《说文》里，“遥”为余招切，“尧”为吾聊切，它们
的声母也是不同的，读音肯定不同。所以钟会的
话没有犯父讳。

在万山红遍、霜叶似火的时节，冬天踏着飘
零遍地的黄叶悄然而至。代表冬天开始的节气
便是立冬。立冬是民间“四时八节”之一，与立
春、立夏、立秋合称“四立”，在古代是个重要的
节日，古人在此日有迎冬之礼、贺冬之俗。举行
这些祭祀仪式，自然离不开美酒。尤其是一些
文人骚客们温上一壶新酿的美酒，约上至交好
友，围炉而坐，把酒叙谈，迎接冬天的到来。

在1180多年前的一个立冬之夜，白居易在
洛阳寓所独自一人饮酒迎冬，形单影只，恰有家
人送来远在泽州任刺史的皇甫曙寄来的信札和
几首诗词。皇甫曙是白居易的好友，二人常在
一起饮酒论诗，并结为亲家。白居易拆开信读
后，感慨万千，写下了《初冬月夜得皇甫泽州手
札并诗数篇因遣报书偶》：“清泠玉韵两三章，落
泊银钩七八行。心逐报书悬雁足，梦寻来路绕
羊肠。水南地空多明月，山北天寒足早霜。最
恨泼醅新熟酒，迎冬不得共君尝。”为不能与好
友品尝新酿的美酒共同迎冬而遗憾，抒发了诗

人思念好友之情。而李白似乎比白居易少了一
些伤感，多了一些率性和浪漫。也在一个立
冬之夜，李白看到因天气寒冷而冻硬了的笔
头，索性坐在火炉前温酒畅饮，直喝得醉眼
迷离，把满院洁白的月光，恍惚以为是大雪
落满山村。酒酣耳热，吟诵《立冬》：“冻笔新
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白，恍
疑雪满前村。”可见这位“酒仙”的豪放洒脱

和丰富的想象力，笔墨之下流露出
诗人的思乡恋乡之情。

古代的天子迎冬更重视仪式感，
要的是“范儿”。立冬日，皇帝率领三
公九卿大夫，身着黑衣，所乘车辇装
饰也都是黑色的，来到北郊举行祭
祀仪式，迎接冬日到来。郊迎回来
后，皇帝还要赐群臣冬衣，褒奖表彰
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们，慰问抚恤

其活着的亲属和孤寡之人，以鼓励民众抵御外
敌或贼寇的侵袭与掠夺。当然也有诸如南朝
陈后主之类骄奢淫逸的主儿，迎冬时，侍臣们
争相向皇妃献上用雉羽制成的毛裘，
君臣不理朝政，醉生梦死。李商隐写诗
讽刺道：“侵夜鸾开镜，迎冬雉献裘。从
臣皆半醉，天子正无愁。”
天子有迎冬之礼，百姓有贺冬之

俗。忙碌一年的人们，秋收冬藏完毕，
迎来了冬闲，要在立冬这天，以新收获
的时令佳品向祖灵祭祀，以尽为人子孙

的虔诚和孝敬，以求祖先在天之灵保佑平安，祈
求上天赐来岁再是丰年。作为一家之主，也要
犒赏全家人一年来的辛苦劳动，人们更换新衣，
往来庆贺，一如年节，所以北方在立冬日有吃饺
子的习俗。白居易有“迎冬兼送老，只仰酒盈
尊”的诗句；范成大亦有“衔杯乐圣千秋节，击鼓
迎冬大有年”的咏唱。
立冬时节，正是高粱、稻谷等酿酒原料晒干

入库之时，因此也是酿酒的大好时节。《诗经》
说：“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
寿。”意思是说，十月收割了稻谷，用此在立冬酿
酒，到春天才能饮用，用春酒来求长寿。陆游
有“十月可酿酒，六月可作酱”的诗句。用五谷
杂粮发酵酿出的酒，纯净透明、醇馥幽郁、绵甜
甘爽。顾禄在《清嘉录》中记载，立冬过后，乡村
田园人家会用草药酿酒，称为“冬酿酒”，有秋露
白、杜茅柴、靠璧清、竹叶青、十月白等品种。清
代文人蔡云的《吴歙百绝》中有诗云：“冬酿名高
十月白，请看柴帚挂当檐。一时佐酒论风味，不
爱团脐只爱尖。”

我们的距离
肖复兴 文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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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冬与酒
郑学富

由于阵地狭小，交战双方都只
能逐次投入少量兵力，在猛烈的火
力下，双方伤亡惨重。志愿军第四
十五师在 7个昼夜激战中歼敌
7000 人，自己伤亡也高达 3500
人。一面曾被志愿军某部八连插
在上甘岭主峰阵地上的红旗，纵79厘
米，横134.4厘米，红色丝绸质。旗面被
战火硝烟熏黑，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弹
孔，白布剪贴的“英勇前进，将红旗插到
解放的阵（地）上”字样仍清晰可见。它
是那次残酷战役的历史见证。1958年
11月，这面战旗曾在第二次全国青年
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展览会展出，之
后由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收藏。

上甘岭战役是对以坑道为主干的志
愿军坚守防御体系的严重考验。志愿军
及时改变战术，撤入坑道，以坑道斗争与
小分队反击为主要手段。这次战役，充分
显示了坑道在敌军优势火力下进行防御
作战的巨大作用。如五九七点九高地共
有3条大坑道、8条小坑道和30多个简易
防炮洞。志愿军始终控制着3条大坑道和
5条小坑道。位于1号阵地下的一号坑道
是最大的坑道，全长近80米，高1.5米，宽
1.2米，左右各有一个叉洞，顶部是厚达35
米的石灰岩。据记载，1952年4月，志愿军
开始在五圣山、西方山一线挖掘坑道，至7
月底共挖掘坑道306条，共8800米。这把
工兵锹是志愿军在上甘岭战役挖坑道时用
过的，锹头已磨去大半。锹上錾有“US
AMES 1944”字样，应为志愿军缴获的战

利品，是美国1944年生产的工兵锹。锹柄一
面刻“工 二三一 五十一个汉子 二十一个”，
一面刻“一三二团二营五连战士张国良”。

通过战役的实践，志愿军摸索出一整套
坑道战术，主要是“少、近、狠、快”。少，是指
使用兵力少，一般以一两人对付敌班进攻，
以小组对付敌排进攻，以班对付敌连进攻；
近，是指将敌放到20米至30米的近距离再开
火，既能使其猛烈炮火失去作用，又能给敌人
以沉重打击；狠，是指对突入阵地的敌人力争
全歼，使其产生恐惧；快，是要求从坑道跃出
快、战斗结束回撤快，反击距离不超过100米
为宜。这样可以节约兵力，减少伤亡，完成防
御任务。志愿军依托以坑道为主干的防御体
系，解决了在敌人猛烈火力下减少伤亡，保存
有生力量的难题，有效地削弱了敌军在技术
装备上的优势。即使在暂时失去表面阵地
时，守备部队仍能以退守坑道来配合二线部
队实施反击，抗击敌军进攻，充分证明了坑道
在以劣势装备进行坚守防御中的优越性。
志愿军守备部队在地面部队配合下，在20多
天的坚持中粉碎了敌军用轰炸、爆破、燃烧、
烟熏等毒辣手段破坏坑道的企图，终于在10
月30日夜决定性的大反击中与反击部队里
应外合，全歼守敌，恢复阵地。10月30日这
一天的炮战规模之大堪称志愿军战史之最。

30坑道战术的成功运用

屏风画，指经过装裱后贴上屏
风框架的画作。《后汉书》记载了桓
帝时的“列女屏风”，《三国志》也记
述了东吴画家曹不兴为孙权画屏
风的掌故。当时是用粗的麻纸、布
或帛等在书画背后复裱一层，以起
到加固和保护作用。后来，因从旧屏风
上拆下的书画需要保存，就发展成真正
意义上的装裱。宋代往往有画意不全
的绢本立轴，是从屏上拆下再装之故；也
有边上注有“某画第几幅”等字样，说明
是由残缺屏画改装的。中国书画装裱
形式分为卷、轴、屏条、册页、对联、扇面
等，其中“屏条”指用书画裱成条幅来装
饰壁面，宋代开始流行。画身狭长，多为
四尺或五尺宣纸对开。屏条单独挂的称
“条屏”（屏条），四幅并排悬挂的称“堂屏”
或“四季（春、夏、秋、冬）屏”。亦有四幅以
上的，明清时多至12幅至16幅，并排挂在
一起，中间不露出墙壁。成双数的完整画
面，称“通景屏”或“通屏”，又称“海幔”。通
景屏的每一条屏条，要求裱的长短、宽窄、
镶料都一样。一般都用一色浅米色或浅
湖色绫绢装裱，通常尺寸比立轴要短。张
挂通景画屏时，必须顾及次序。
书画屏风愈加受到收藏界重视，主

要是受中国书画始终引领文
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的影响。
2002年，在香港苏富比秋季拍
卖会上，一组现代书画大师张
大千的泼彩朱荷屏风，由1000
万港元开价，最后以1800万港

元落槌，连佣金共达2022万港元，刷新了
近现代中国书画拍卖的世界纪录。泼彩朱
荷屏风运用了张大千晚年最擅长的泼彩半
抽象手法，创作于1975年3月，地点在其美
国加州的寓所。他选用的泥金绢六屏屏风
是20世纪60年代末委托日本“喜屋”特别
订造的。此屏风并非一般上贴金箔，而是
铺足金泥于绢上。张大千选用材料讲究，
购置此屏风就花费了20000美元。在众多
花卉题材中，张大千偏爱荷花。他先画花
蕊，再添叶，以墨打底，不足之处添墨修饰，
最后写朱荷、勾金，颜色逐层添上。屏风完
成后，张大千安排在香港展览，1978年，又
送到韩国汉城（今首尔）参加张大千画展。
此后，此屏风曾几经易手。张大千泼彩朱
荷屏风拍卖的成功，固然主要得益于画家
超凡的绘画才能和极高的社会知名度，但
同时也不能不归功于画家对屏风形式的重
视和对屏风选料的讲究。
中国书画屏风曾屡创天价。2004年5

月15日，近代书画大师吴昌硕的
花卉十二屏风在中国嘉德春季拍
卖会近现代书画专场上以1650
万元成交。这一数字大大超出了
此前所有吴昌硕书画作品在中外
公开拍卖会的成交价格。

15 书画瓷板也做屏

柜上的座钟打点了，整整敲了
12下，苗万贯才想到时间不早了，
他要赶紧吃饭，然后去盐警大队
部，看看这“请帖”是吉凶，还是祸
福。雷紫剑请苗万贯，的的确确是
有原因的。旧历年已经过了，眼看
春晒就要开始，一年一度的产盐旺季能
错过吗？李大麻子往天津一跑，盐滩上
的事儿都到雷紫剑手里了，何况他自己
还有那么多盐滩呢，必须得抓紧操办。
年前，按着特派员的吩咐，雷紫剑逮捕了
三水镇的一些居民和盐工，要找出盐民
游击队来，可结果是连个游击队的影子
也没找到。特派员交代说：目前，三水镇
国军甚多，他自己不便出面，一切事情请
交由雷紫剑斟酌办理。真是岂有此理！

无独有偶，前天，雷紫剑接到天津
盐业专员公署的委任状，委任雷紫剑为
三水镇盐区总指挥，总辖三水镇盐区的
军政大权。这样一来，倒是满足了雷紫
剑的野心，但也感到不安：“这是什么时
候？火烧腚眼子了，叫我去捂，我受得
了吗！”雷紫剑知道，这里边不是有特
派员的手段，就是有李大麻子的活动，
存心把自己抛出来，要看我姓雷的洋
相。看吧，不干这可是上边的命令，违
抗命令个人要吃亏的，况且春晒季节已
到，祖上留下来那么多的盐滩啊！盐得
晒，这是钱啊；滩得管，这是命令。盐滩
得把守，工人得放出来，许多许多的棘
手事，都堆在了雷紫剑面前。他为这
事，也曾求救过三姨太，可是这个女人

却含笑不语，被雷紫剑问急了，她才说；
“特派员最近要去天津，答应给盐警队调
过来一部分兵力。”

雷紫剑没有办法，他只能顺从。当雷
紫剑面对这张委任状发愣的时候，宗大头
给苗万贯送帖子回来了。“报告！”宗大头
在屋外的这一嗓子，使得雷紫剑马上停止
了胡猜乱想，用手一拉帽檐，朝外面回了
一句：“进来。”宗大头进到屋里，向雷紫剑
报告了他去请苗万贯的情况。“他下午来
吗？”雷紫剑眯缝着眼，坐在椅子上问。
“他下午来。”宗大头恭恭敬敬地回答。雷
紫剑慢慢地把眼睛睁开，他看了看宗大
头，顺手把桌上放的那张委任状拿过来，
往宗大头的手中一递：“大头，你看看这
个。”宗大头往委任状上瞥了一眼，吃惊地
说：“大队长……不，总指挥，我得向你祝
贺！”雷紫剑含笑看着宗大头说：“你这个
小队长当得日子够久了，干得也不错。这
样吧，我提升你为中队副……”宗大头还没
容得雷紫剑把话说完，两脚一碰，“啪”的一
声，打了个立正，刚要说话，雷紫剑冲他把
手一摆：“不，等一下。”宗大头愣住了。雷紫
剑大声说：“我任命你为盐警大队第二中队
中队长！”宗大头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
这不是做梦吧，竟然一下子连升两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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