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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人谈书论画（十九）

王世镗与《稿诀集字》
章用秀

2021年10月11日，著名作家、
京剧评论家徐城北先生在北京去
世，享年79岁。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南京狗
儿巷侧，经常听老作家、老报人李伟
先生聊天。他是宜兴人，民国末年
在《文汇报》服务过。他当时正在撰
写关于曹聚仁、徐铸成的传记，也经
常向我提及张季鸾、王芸生、范长
江、龚德柏等人。后来，我也写过一
组报人旧影系列，被《中华新闻报》
择用，兴趣大涨，也就此看了不少民
国报人的资料。子冈写有《毛泽东
先生到重庆》，她的丈夫徐盈写有
《朱德将军在前线》，都是轰动一时
的新闻名篇。徐盈与子冈育有一儿
一女，女儿叫徐东，儿子叫徐城北。

且先来说说徐城北的父母。出
生于 1912 年的徐盈，是山东德州
人，他原名徐绪桓，1934年毕业于金
陵大学农业专修科。1938年，徐盈
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任上海《大
公报》记者、重庆《大公报》采访部主
任。他采写的《朱德将军在前线》
《战地总动员》等新闻报道，在当年
影响广泛。1946年，徐盈返回北平
后，从别人不太在意的杂乱报纸中
收集日方的经济资料，经过整理写
出以《北方工业》为题的一组通讯，
深刻地分析日本在华北的经济问
题，揭示华北的资源和工业潜力将
成为中国产业革命的重心。此后，他又连续发表
《一个黄金时代的错过》《水泥没有出路》《手工业
玉碎记》《在两大化工集团之间》《一个重工业建设
的梦：记孙越崎九出山海关》等综述性通讯。1948
年，他写就通讯《哪里是工程师的用武之地》，从经
济角度分析国民党蒋家王朝的崩溃瓦解，这也是
在国民党政权退出中国大陆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
新闻作品。1949年后，徐盈历任天津《进步日报》
编委、国务院宗教事务管理局副局长等职。20世
纪80年代后，徐盈担任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
任，主持出版《工商经济丛刊》，留下了大量的近现
代中国工商经济史料。1996年12月11日，徐盈在
北京逝世，享年84岁。徐盈著有小说《战时边疆
故事》《苹果山》《前后方》等，还著有《抗战中的西
北》《烽火十城》《当代中国实业人物志》《北平围城
两月记》《朱德将军在前线》《战地总动员》等新闻
作品集。

子冈，也称彭子冈，她出生于1914年，比徐盈
小两岁，原名彭雪珍，苏州人。彭子冈在十二三岁
即开始写作，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为叶圣陶所赏
识。她在淞江二中读初三时，其作文《我的燕子》
获得《中学生》杂志命题的文艺竞赛第二名。三个
月后，她又以《学校生活日记一则》获该杂志命题
文艺竞赛第一名。此后她又三次参加《中学生》杂
志举办的全国作文比赛，先后夺得亚军、冠军。她
在1936年肄业于北平中国大学，与徐盈一样，也
是在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6年春，彭子冈
在上海沈兹九主编的《妇女生活》杂志担任助理编
辑，创意迭出，多有建树。她曾采访江西革命根据
地，探访囚禁狱中的“七君子”，在上海参加鲁迅的
葬礼，发表新闻特写《伟大的伴送》。全面抗战爆
发后，彭子冈撤退到武汉三镇，进入《大公报》，发
表了大量通讯，当时后方新闻界有“四大名旦”之
说，彭子冈在其中尤为耀眼。1945年8月，她发表
了轰动大后方的新闻特写《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这一期间，彭子冈还写出了大量感情真挚、敏感细
腻、文笔俊逸、极富感染力的通讯、报告文学，如
《官厅少年》《老邮工》《雪亮的眼睛》等。抗战胜利
不久，内战烽烟又起，她任《大公报》驻北平记者，
采写了《张家口漫步》等系列报道，最
先生动具体地介绍塞外这一自古兵家
必争之地。在此以前，她对美国大兵
强奸北大女生的“沈崇事件”和国际间
谍川岛芳子案的报道，都颇有影响，成
为舆论焦点。1949年后，子冈先后任
天津《进步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
1954年后任《旅行家》杂志主编。历

经磨难坎坷的子冈在1980年突患
脑血栓，导致半身瘫痪，但病重期
间，她在病榻上仍坚持口述《记者六
题》，总结其从业经验。1988年1月
9日，子冈逝世于北京，享年74岁。
子冈的著作还有《苏匈短简》《彭子
冈作品选》《时代的回声》《驰骋疆场
的女战士》等。

说过徐城北父母，再说徐城
北。20世纪90年代末期，在南京的
湖南路与中央路交界处北侧，有一
家书店，江苏美术出版社在此就其
出版的《老城市》系列搞一活动。活
动结束，我应《扬子晚报》谢力之约，
曾写一篇小文章，被他编发。文中
大概有这样意思的话：最应该写好
的是《老北京》，最不好写的是《老上
海》，但写得最好的是《老南京》。为
何这样说？因为老北京的资料太丰
富，而上海的历史太短暂。当时如
是说，是因为仅仅看到了徐城北的
《老北京：帝都遗韵》，实在是觉得不
够过瘾，有点欲言又止言犹未尽之
感。此后，他又继续写了《老北京：
巷陌民风》《老北京：变奏前门》等，
也算是对第一本《老北京：帝都遗
韵》的补充，被称作“《老北京》三部
曲”。徐城北如此家世渊源，但因为
其父母在一次运动中挨整靠边，也
是吃了不少苦头。此后，他返回北
京，做编剧，研究京剧与梅兰芳，则

是后话了。
1942年的抗战时期，徐城北出生于山城重

庆，当时的陪都。他笔名“塞外”“品戏斋”，是中国
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研究员，曾求学于中国戏
曲学院戏曲文学系。他在新疆和河北工作过15
年。“文革”十年间，他曾在全国游走22个省。徐
城北出版《梅兰芳与20世纪》《京剧与中国文化》
等各类著作共四十余册，其中，关于梅兰芳的著述
有“梅兰芳三部曲”之说。

徐城北常与汪曾祺、金克木、沈从文、吴祖光、
黄宗江等人交往。他撰写的《老北京》中，最为轻
车熟路的是关于京剧梅尚程荀四大流派的文字，
他对北京的前门、城南拿捏得尤其到位。他的父
母曾向他谈到老舍挨批斗的一些情况，都是很有
意思的细节。徐城北在书中不断提到姜德明主编
的《北京乎》对他的影响，还有他们家与沈从文全
家的来往，还有菜市口这个地方所见证的人世沧
桑、时代风云。某年，陈凯歌导演电影《梅兰芳》，
多人提到唐德刚关于梅兰芳的文字。实际上，唐
德刚就梅兰芳着墨不多。对梅兰芳研究比较透彻
的，应该还是徐城北。

徐城北的夫人叶稚珊，出生于1948年。她在陕
北的安塞插过队，在中原的太康县做过工，后来供职
于民盟中央的《群言》杂志社，著有《下午茶》《张家旧
事》《沉默的金婚》等。叶稚珊的《张家旧事》是合肥
张家四姊妹中的二姐张允和的口述，张家四姊妹即
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都各有成就。张允
和是周有光的夫人。张兆和是沈从文的夫人。
《大公报》到明年就有120年的历史了，如今还

在香港出版发行，大概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纸
媒了。当年《大公报》的报人之后，也在逐步凋零
了。徐城北笔名“塞外”，也许与其在新疆的经历
有关，也有可能与其夫人叶稚珊曾是安塞插队知
青有点关联。前一段时间，看邱华栋的《北京传》、
祝勇关于故宫的有关文字，又想起徐城北的《老北
京》，就麻烦一位同事在仓库里翻找出来徐城北的
《老北京》三部曲细读。如今，经常跟我提到徐城
北的李伟先生也在去年的3月18日去世了。他原
名李缵绪，笔名韦木，是江南宜兴人，享年95岁。

《稿诀集字》作者王世镗（1868—1933），字鲁生，
号积铁子、积铁老人，因在族中排行第九，故自称王
九。天津人。出身仕宦之家，自幼聪颖过人，禀赋
极高，17岁时所作文章即能熔铸经史，兼擅天文、算
学，闻名乡里。后在科举考试中因他在策问、条对、
天算均有过人之才，使主考官起疑，认为他是新党，
遂遭贬抑。此后王世镗遂致力新学，不再应试科
举，和当时维新派重要人物谭嗣同等常有往来。戊
戌变法失败后，王世镗到陕西省兴安（今安康县）投
奔做官的大哥王世瑛，闭门读书，隐居避世。

王世镗学习书法十分刻苦，坚持临池三十年之
久。其楷书取法《爨宝子》《爨龙颜》《石门铭》等碑，
曾集大爨对联八百副，以备挥洒；其隶书
学《石门颂》等汉碑，得其飘逸之气，此外
他对陇南汉碑也多取法；其章草取法《月
仪》《急就章》《出师颂》以及“二王”法书，
并对早期法度较严的今草也同样致力甚
深。著有《书诀》《论草书今章之故》《王世
镗先生翰墨》等。
《稿诀集字》意在订正前人《草诀百韵歌》。世

镗原著有《增改草字诀》，其后加以删定，易为今
名。歌诀凡108句，计1540字。系从《急就章》《月仪
帖》《怀素千字文》《智永千字文》《出师颂》《三希堂
法帖》《淳化阁帖》《十七帖》《书谱》等二十种草书字
帖中选辑而成，其书兼收章草、今草，五字一句，有
韵可读，便于记忆，伴有注解释文，说明字体变化规
律，以及篆书、章草、今草的结构关系，对学习草书
者指出正确途径，以免流落为“野狐禅”。原石刻现
陈列于陕西汉中博物馆内，有拓本流行。
《稿诀集字》在中国书法艺术领域占有重要地

位，甚为书家赞叹。当时，有
个叫卓君庸的福建人，得到
一套《稿诀集字》刻本。他将
这套刻本去掉标题款识，用
蓑衣裱重装成册，伪托旧藏
明人所书，以珂罗版印行出
售，并在名人题跋中，反诬王
世镗将“晚明人书”“改易数

十字遂窃为己有”。王世镗闻知此情，非常气愤，却一
时无法申辩。说来也巧，王有个侄婿叫周伯敏，周恰是
于右任的外甥。一日，周将卓氏印本拿给舅舅于右任
看。于细细观赏，但见书者行笔劲健，气势相连，凝重
含蓄，且所言精当，竟爱不释手，连声叫绝。当他得知
此实为王世镗所书而王又受诬莫辩时，即告周伯敏致
书劳问，不久又电邀王世镗赴南京一晤。

王抵达南京，于相见恨晚，尽出所藏，供王研究。
王也因此得以纵观近代新出土之汉晋竹木简流沙遗
文，融之于笔端，使其书法更臻妙境。他曾为于手书
《先伯母房太夫人行述》，融汇古今，淋漓酣畅，为其生
平力作。又为于手书《重定章草草诀歌》六章，稿成之

日，叹曰：“持此足以报于公之知遇矣！”
不久，“离奇章草案”真相大白，曾为卓

氏印本题跋的几位名人，觉得当初有污王
先生之名，深感不安。有人劝王世镗对卓
氏提出诉讼，王笑曰：“此斯文之事，奈何对
簿公堂，且如无此印本，我亦无缘得会于先

生。”于深为王之高风大度所动，遂赋诗一首：“多君大
度迈群伦，得毁翻欣赏鉴真。一段离奇章草案，都因爱
古薄今人。”应该说，于、王的结识和交流，他们之间的
相互砥砺、相互启迪，对中国的文字简化与改革是有一
定推动作用的。

1933年11月4日，王世镗先生在南京病故，终年65
岁。于右任将其葬在了南京牛首山，与名书家李瑞清
（清道人）的墓地相邻。李是张大千的老师，王是于右任
的好友。于为失去他所推崇的知音和挚友深为痛悼，特
作挽诗一首：“牛首晴云掩帝京，玉梅庵外万花迎。青山
又伴王章武，一代书画两主盟。”章武是天津地域的古称，
“王章武”点出了王世镗，也道出了王的家乡——天津。

明永乐二年（1404），朱棣下令在直沽设卫，理
由是“直沽，海运商舶往来之冲，宜设军卫”，并赐名
“天津”。永乐十三年（1415），大运河全线贯通，从
此天津开始成为运河北端重要的商货集散地。在
明、清两代，随着大规模漕运的形成、“海禁”的开
放，以及陆路交通的发达，进一步奠定了天津城市
作为区域性商业中心的基础。北大关一带成为繁
华商埠，南北土特产品在这里交易并运往华北各
地。四方商贾沿南运河两岸的侯家后、估衣街、北
门外、针市街、竹竿巷临河而居，常住人口大量增
加，商业贸易得以发达并日渐繁荣。此时的天津旧
城地域，聚集了四方富豪商贾，被称为老城厢。

提起天津老城厢，著名作家、文化学者冯骥才
曾说：“老城厢作为天津的摇篮，蕴藏着浓郁的民
俗民风和文化艺术精华，堪称天津城‘活化石’。”
明清大宅门又正是这“活化石”里最具代表性的一
部分，聚集在老城厢的这些大户人家的家族兴衰，
对当时天津的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杨力女士所
著《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全书36万字，包含
138幅珍贵图片。杨力女士作为老城厢大宅门东

门里晋益恒杨家的后代，以“抢救挖掘残存的天
津明清宅门历史，为子孙后代留下这个城市的记
忆”为写作动力，用十几年的时间实地考察，查阅
文献资料，走访大宅门后人，将很多不为人知的
历史片段汇集成此书。她抓住家族史这个切入
点，写出了眀清时期天津盐商、粮商、典当商、海运
商、酿酒商、绸布商、杂货商等37户大宅门落户天
津的缘起，以及这些家族后来的兴衰，如东门里晋
益恒杨家、蒲州王家、怡怡堂郭家、聚顺堂解氏、二
道街景州店刘家、广茂居王家、老夫村龙震家、大
狮子胡同粮商冯家、六百年殷家、王襄家族、西头
贺家楼后高家、亦政堂冯家、南小道子王家等。还
在书中介绍了出自这些大宅门的文化先贤，如乾
隆时期才子杨一崑，爱国诗人华长卿，诗人王莲

品、王仁安，旅行家金玉冈，书法家华世奎，画家王
玉璋、金梦鱼，甲骨文专家王襄等，通过这些先贤
的艺术风格、思想境界、人物性格及他们对天津文
化的影响，丰富了该书的文化内涵。杨力女士还
以女性独特的视角，运用大量描述大宅门内的衣、
食、住、行、婚俗、丧俗、民俗等生活细节的文字和
百余幅老照片、老宅院图，将天津老城厢的宅门生
活生动立体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从家族兴衰可以窥探时代面貌，《天津老城厢
大宅门实录》带领读者穿越时空，领略天津这座城
市沧桑变迁，感受其北方经济文化中心的历史内
涵，体会其包容性和地域文化特色，同时也为研究
清代天津建筑风格留下可视的资料，为研究明清
天津人口迁徙、经济发展特色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为子孙后代留下城市记忆
——读《天津老城厢大宅门实录》

吴琼

雪中拜谒吉鸿昌雕像

塞上抗日收多伦，英雄豪气震乾坤。

堂堂伟业铭千古，踏踏马蹄敌万军。

民族大义扛铁臂，家国情怀惠子孙。

壮士一骑横刀立，大雪披肩向黄昏。

重阳登九龙山

九九重阳登九龙，人间仙境入空濛。

秋雨过后峰更秀，山岚吹来鸟啭鸣。

龙泉洞深清几许，揽月亭高踏云层。

一声雁阵飞天际，满目青山初转红。

雨中公乐亭

独乐寺外公乐亭，仆碑着雨细无声。

等闲辨得先民字，依稀铭记苍生情。

岸柳已老观鱼乐，荷稻吐翠知水滢。

何处朗朗传诗韵，五子登科做山名。

读张伯苓先生《摆渡》

箭杆河边草青青，摆渡日月两岸明。

风雨同舟见肝胆，艰难共济辨阴晴。

渡口浪急知品性，堤长方晓大道行。

乡愁一曲流传久，险滩过后秋水平。

诗四首
金学钧

秋来红（中国画） 季家松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中
国派团参加了赫尔辛基第15届夏
奥会，第一次在奥运会场升起了五
星红旗。但后来由于当时国际奥
林匹克委员会坚持的错误立场，中
国奥委会为维护国家主权，于1958
年宣布断绝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直
到1979年中国才恢复了在奥林匹克运
动中的合法席位。时间来到1984年，
还是在洛杉矶，中国体育健儿的身影终
于再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上。这一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航船已经乘风破浪行
驶了6个年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让中国
的国力早已不能同日而语。这一次，中
国派出了前所未有的由353人组成的
大型代表团，其中225名运动员参加16
个大项的比赛。这是中国重回奥运大
家庭后的首秀，因此备受瞩目。

1984年7月28日，洛杉矶举行了
盛大的奥运会开幕式，共有140个国
家和地区参加。29日9时05分，本届
奥运会的第一个比赛项目——男子自
选手枪60发慢射比赛在普拉多射击
赛场正式开始。该项目当时还没有设
立决赛，所有运动员必须在两个半小
时内、分6组打完60发子弹，按总成绩
高低决出胜负。37个国家和地区的
55名选手参加了此次角逐，虽然苏联
和东欧一些传统射击强国缺席，但参
赛的欧美射击好手仍然不少。几乎没
有外国记者关注40号靶位上身着红
色运动上衣的中国选手许海峰。

由于初次参加奥运会，许海峰边打
边调整心态。前两组打得非常顺利，都
是97环，第三组打到第8发时，打了一个
8环，他自我感觉不太好，便到赛场门口
休息了半个小时。返回赛场后他的状态
依旧不算稳定，第三、四组都只打了93
环，第五组状态有些回升，打出95环。打
最后一组前，赛场上只剩下许海峰一个
人了，吸引了后面所有观众和记者的注
意力。众目睽睽之下，他的精力有些分
散。第六组一开始接连几发环数都不
高。于是他干脆坐下来休息片刻，以便
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倒计时还剩21分
钟时，他再次起身，先空枪预习了4枪，待
感觉好后重新装上子弹。决定性的最后
3发子弹，前两发打了一个9环，一个10
环。当许海峰还剩最后一枪时，场外所
有的人都在凝神关注，因为瑞典名将已
经打完，总成绩是565环。较量就在这最
后一枪上。这发子弹，他几次举枪又放
下，许久才击发，最后打出了9环！比赛
结束后，由于当时还没有采用电子靶，等
待人工计数的过程十分漫长。当裁判长
宣布许海峰最终核定的成绩为566环时，
本届奥运会的第一个冠军诞生了！另一
名中国运动员王义夫获得第三名。

43 许海峰赢了

《红楼梦》中描写的如意，作
为一种物件，源于古人挠痒的工
具。背痒，手不可及，以搔杖挠
之，可如人意，感到舒适快意，所
以雅称“如意”。搔杖因多以竹木
削成人指爪状，故又称爪杖，也就
是俗称的“痒痒挠”，或者叫“不求人”
“搔手”。它替人搔痒痒能够恰到好
处，尤其被老年人喜爱，因此又得到
“老人乐”“老头儿乐”的别号。

迄今为止发现的制作年代最早的
如意实物，是1977年出土于山东曲阜
鲁国故城遗址的战国牙雕搔杖。它残
长约40厘米，直柄，饰有三角云纹，杖
首如一只指甲突出、屈指作抓痒状的
手掌，上饰卷云纹，柄端雕一兽头。其
形状与现在俗称的“痒痒挠”无异。

如意具有的“痒痒挠”功能保持了
很多年。曾有记载，唐代书法家、诗人
虞世南正在家里推敲诗句，忽然觉得
背痒难忍，急忙抓起一柄犀如意往衣
领里一插，抓抓搔搔好一阵子，搔到了
痒处，痛快是痛快了，可遗憾的是打断
了构思，随口吟了一句：“妨吾声律半工
夫！”沉吟片刻，自言自语说：“这倒不失
为好句。”再如信奉佛教的唐明皇，有一
天又要去功德院敬神礼佛，捐
款施物，谁知路上背痒难熬，
几个宫女连忙上前，伸出玉手
直往“龙”背上摸，可就是挠不
到痒处。正在无计可施的时
候，陪侍一旁的金刚三藏从袖

中抽出一把七宝如意，唐明皇一见，连声
高叫：“好，好，好！”前些年，从五代前蜀王
建的墓葬里发现了一柄银如意，长45厘
米，头部就是手，五指弯曲。东邻日本也
有如意，就是唐朝时传过去的。日文将如
意写作“孫の手”，一看这名称，就不难联
想到如意的实用功能。
“如意”之名，初见于晋代。在当时

王嘉撰述的《拾遗记》中，涉及如意的文
字有两段：吴主孙权见到潘夫人画像，非
常高兴，以“虎魄如意”抚案即折；孙权之
子孙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虎魄”即
“琥珀”，一种植物树脂的化石，性脆，硬
度极低，摩擦带电；“水精”即“水晶”，一
种呈六方柱状的石英石，性寒。“虎魄”和
“水精”皆不是制作搔杖的佳材，由此推
论，王嘉在这里除了彰显帝王生活的奢
侈外，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如意发展到此
时，已不再仅仅是搔痒用具了。另据《晋
书·王敦传》记载：“每酒后，辄咏魏武帝

乐府歌，以如意打唾壶边节，壶
边尽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
新语》也记载：“王处仲每酒后
辄咏‘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
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如意打
唾壶，壶口尽缺。”

28 如意源于痒痒挠

听到有人呼唤，张大妈微微
睁开眼睛，嘴角动了动，声音沙哑
地问：“你是谁？”大娟妈把嘴紧贴
在张大妈耳朵边，怕外面的敌人听
见：“我是大娟的妈妈。”张大妈动
了一下，问：“谁，大娟妈，你怎么在
这儿？”大娟妈刚想回答，忽听门外有开
锁声，随之进来一个盐警，送来两碗稀
粥，盐警问大娟妈：“你认识她？”大娟妈
没有犹豫：“认识。”盐警紧接着问：“她
是谁？”大娟妈把头一抬：“穷人！”盐警
听了嘿嘿一笑：“什么穷人不穷人的，我
告诉你，她是个女共产党，姓张，大家都
叫她张大妈。”说完，盐警出屋把门锁上
了。大娟妈觉得这个盐警有些奇怪，
他是来探话的，还是告诉信儿的呢？
当她端过粥碗的时候，发现碗里比往
日多了一块咸菜。晚上送饭的还是那
个盐警，送来了两碗粥、一壶水，临走的
时候，他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扔
在了大娟妈面前，看了张大妈一眼，转
身走了。等门锁好，大娟妈把这布包
打开，原来是几粒食盐。大娟妈明白
了，她忙把粥喝了，又给张大妈喂完了
粥，把食盐放在碗里，化开，给张大妈洗
擦伤口。在后半夜，张大妈清醒了不
少，向大娟妈说了事情的经过。

张大妈被押到三水镇盐警大队部，
两天没进行审问。第三天，去了个女人
劝张大妈，让张大妈讲出盐民游击队的
活动情况、三水镇共产党的埋伏地点。
花言巧语，这个女人连哄带劝，结果张

大妈还是啥也没说。接着，雷紫剑亲自出
马，仍是劝说无效，这才动了刑，张大妈在
三水镇已经被关押4天了。后来把话说长
了，大娟妈说自己最不放心的就是女儿。
张大妈问：“大娟多大了？”“21岁了。”张大
妈想起瑞祥今年也23岁了，这才提出两个
孩子的亲事……大娟妈把在盐警队监狱
里遇见张大妈的前前后后，对董满仓说了
一遍，董满仓抽着旱烟，认真地听着。大
娟妈最后问：“满仓，瑞祥去哪儿了，我怎
么没有见到他？”董满仓含笑回答：“瑞祥
去执行任务了。”大娟妈知道，所谓执行任
务，就是去办重要的事，也就不好再问了，
但作为父母，总要把儿女的事情挂在心
上，她接着问：“你们哥俩儿给参谋参谋，
大娟跟瑞祥合适吗？”董满仓点了点头，心
想张大妈身受重刑，关在监狱里，还关心
着战士们的婚事。于是，他对大娟妈说：
“大婶，你看如果行的话，再跟瑞祥说说，
然后部队上再商量商量。”大娟妈高兴地
说：“我看行。”董满仓知道，游击队里大部
分人都没有结婚，大队长严志诚如今不也
是单身吗？现在可不是想这个的时候，等
打完了蒋介石再说吧！有一件事，使董满
仓感到意外，昨天突然接到情报，说严志
诚大队长已经进了盐滩……

129 儿女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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