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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走进了冬天，人们在酷寒冰冷里徘徊，然
而童年的冬天却情趣盎然。记忆中的冬天比现在
冷得多，雪很大，冰也冻得结实，但冰天雪地中却
有很多童趣和欢笑。冰钓、吃冰溜子、“挤蹦”，还
有我最喜欢玩儿的冰爬犁，年幼的我和小朋友在
冬天里有玩不完的游戏和故事。
玩冰爬犁最有趣，年少时，我总缠着父亲给我做这

玩具，一冬天要损坏好几个。父亲总会满足我，用几
块木板钉在一起做个平板，下面是两个有一定距离
的平行木条，在木条的最下面安两根铁丝就成了。
我和小朋友相约来到陡坡上，拿着各自的冰爬犁，坐
在上面自行往下滑，越滑速度越快，滑到底端时，简
直就要飞起来。我十分享受那种感觉，我觉得，玩冰
爬犁最能给我遐思和乐趣。有时候，会从冰爬犁上
摔下来，我们就一骨碌身，在地上打几个滚，还呵呵
地笑个不停。这种游戏惬意极了，小朋友都爱玩儿，一
放学就来到陡坡上，一玩儿就是大半天。冬天里，等小
河的冰冻结实了，我们就去平滑的冰面上去玩。我总
是双手把冰爬犁拿到胸前，助跑一阵子，然后放到冰面
上侧身坐上去，大喊大叫地往前滑，别提有多高兴了。
“挤蹦”非常热闹，天冷的冬日里，小朋友经常聚

在我家院子里玩“挤蹦”。大家背靠墙站成一队，个
子高的站在墙角，一喊“开始”，墙角打头的那个人就
全力往外顶，其余的则使劲往里挤。“挤蹦”异常激
烈，体力差的被挤得“蹦”出来，赶紧跑到最后面再往
前挤。墙角打头的那个高个子，不多时也被挤出来，
下面的人再顶上来接替他。我个子矮，力量不足，常
常被挤掉鞋，便喘着粗气败下阵来，但心里格外高

兴，还“咯咯”直笑。我继续玩“挤蹦”，不一会儿就没
了队形，人都挤成了一堆，有的还被踩疼了脚，但不
会有人抱怨，直到没了力气，游戏才停下来。休息上
片刻，新一轮的“挤蹦”又开始啦，最后都筋疲力尽
了，我们方才作罢。别看“挤蹦”玩起来简单，却很过
瘾，游戏一结束，小朋友身子暖和了，一个个也便没
了心思，于是得意洋洋地各自回家了。

小时候，我对转拉情有独钟。这小东西，虽然做
起来简易，它却让我很痴迷，童年的冬天颇有乐趣和
色彩。转拉小拳头大小，类似于陀螺，最底端嵌着一
个圆滑的小钢珠子，上面是重如小石块的圆形小铁
圈，中间为一个中空的木线轴。小转拉真是好玩儿，
用一段结实的细线缠绕在线轴上，再把一个细木棍插
入线轴保持平衡，猛地拉动细线，它就会转起来，而且
越转越快。因一拉就转，我们那个地方便很随意地
称之为“转拉”。冬天里，我几乎天天都想玩转拉，除
非在教室里上课没时间，一下课，就跑到院子里结冰
的地方玩儿上一会儿。钢珠子与冰面摩擦力小，转
拉在一个地方不挪窝地转，转动的速度比陀螺还
快。有时冰面不平整，它会一边转，一边自行移动一

下位置。我和小同学一边玩儿一边喝彩，小转拉好
像看懂了我们的心思，越转越欢了，还“吃吃”地发出
响声，我们陶醉得像快乐的小蜜蜂。一会儿上课铃
响了，我只好不情愿地把转拉收起来放进衣兜里。
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边到处结的都是冰，我和几个小
同学麻利地掏出转拉，有说有笑地又玩儿起来。这
次我们都憋足了劲要搞一次比赛，让转拉同时转动，
看谁的持续时间更长。我们一边比赛，一边拍手
叫好，兴奋极了。还没玩儿过瘾，就到冰冻的河
面上去玩，玩儿起来就什么都忘了，只有高兴和
愉悦。转拉这小玩具，虽简易小巧，只一个小拳头
大小，却可美美地让我快乐一冬天。

冰溜子最常见，这极平凡的东西亮闪闪地挂
在屋檐下，对我很有吸引力，我特想得到它。有的
小朋友就让大人去摘，我总是拿着一根细竹竿，一

个个把它们弄下来，结果摔得七零八落。后来我想
了一个办法，让母亲做了一个小布兜，再把小布兜系
在竹竿上，等雪水又在屋檐下结成了冰溜子，就把它
们一个个套进去，一使劲就完好无损地把冰溜子弄下
来了。后来，小朋友都效仿我这办法。冰溜子拿在手
里很喜人，晶莹剔透又滑滑凉凉的，我忍不住放进嘴
里“咯嘣嘣”地嚼起来。吃冰溜子的滋味不是很爽，但
心里高兴，毕竟想要的东西弄到了手。我和小朋友
会在屋檐下疯玩儿上一阵子，直到把所有的冰溜子
一个个都弄下来，在脚底下玩儿成一片碎渣。
到曾经的岁月里走一走，把童年的生活片段捡

拾起来，童年的冬天美丽多姿又富有情趣，让人遐思
不尽，品味无穷。 题图摄影：常 虹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近年来，在
我生活的盘锦市乡间，时常见到优雅轻盈的白鹭飞来
飞去的倩影。倚河傍海的盘锦大地，也因此陡增了几
许灵秀与生机。白鹭的名字，我本不陌生。童蒙时代
随家父诵读典籍，幼小的心灵里就填充了诸多的“白
鹭”。除杜甫的“白鹭”外，还有李白的“白鹭下秋水，孤
飞如坠霜”，陆游的“一片雪从天际来”……随年事渐
长，又谙知了白鹭属鹭科白鹭属，在我国有20种之
多。在北方，我们所见到的大多是小白鹭，它们
周身洁白无瑕，嘴尖长，习惯栖息于河岸、海湾、
稻田、沼泽、池塘间，食小鱼、蛙、虾及昆虫等。
我国传统文化中，崇尚白鹭久矣。由于白鹭全
身如雪，体态修长，飞翔姿态若书页翻动，显得
浪漫而抒情，古往今来，常被作为坚贞高雅、卓
尔不群的文人象征。江西吉安赣江江心有一小
洲就以白鹭命名，南宋淳祐元年，朱熹的再传弟
子，吉州太守江万里曾在此创办白鹭洲书院，著
名思想家、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曾在此就读。
尽管从幼年至青少年时代，我对白鹭就心向往之，

但是真正与白鹭谋面是最近十几年的事。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我奉调到辽河三角洲腹地盘锦工作。工作
期间，时常在不同的季节深入乡村搞调查研究，抑或是
参与编制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记得有一年仲春时节，
我与机关几位年轻干部到一个乡镇了解村屯生态建设
情况，行进在乡路之上，见眼前一片平坦开阔的水田之
中，两台插秧机正在耕作，耳畔传来隐隐的马达声。令我
惊奇的是，就在缓缓行驶的插秧机身后，刚刚播插过的绿
莹莹的水田秧苗之上，竟有三两只洁白如雪的鸟儿翩翩
飞舞着。“会是白鹭吗？白鹭是怕惊扰的飞禽，怎么会伴着
机器的声响蹁跹？”这念头在我脑中也只是一闪而过。类
似的场景，在过往的经历中还有过几次，但终因公务倥偬
而“眼前有景道不得”，事后便渐渐淡忘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退休的年龄。退

休之后别无他好，每日里读书、写作、采风、散步，倒也
安排得枝枝蔓蔓，有板有眼。几年前也是仲春里的一
天，我与几位文友到毗邻大辽河的一个乡镇采风。此
地属大辽河下游，河道浩瀚而宽敞，由于地势低洼，河
水入海之前在河滩地上调皮地拐了几个S形的弯，形

成几处大小不等的“半岛”，每个“半岛”面积不足两平
方公里。优越的水土条件，使得几处“半岛”之上波光
水影，林木挺秀，风光旖旎。在一个叫“绿水湾”的“半
岛”上，文友们赏桃花流水，听千里莺啼，各有一番滋味
在心头。当时，我正凝神观看不远处水面上一对戏水
的鸳鸯，倏忽间空中的鸟儿渐渐多了起来，那些鸟浑身
素白如玉，时聚时散，像煞蓝天之上的朵朵白云飘忽不
定。陪同我们一起采风的当地一位女作家L女士快活

地告诉我说：“那是白鹭呀，天气晴好时，它们有时数百
只聚集在一起，在空中形成白色的鸟浪呢！”啊！在我
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真的是白鹭的乐园呀！
走出“绿水湾”，文友们游兴未尽，又朝另一个名为

“鹭岛”的“半岛”进发。沿途，大面积水田插秧已基本
结束，在仲春暖阳的照射下，刚刚插过秧的水田波光潋
滟，一碧万顷。蓝天碧水间，常有几只白鹭蹁跹。“白鹭
虽属候鸟，每年都要南来北往飞来飞去，但这里的白鹭
每年都有增加。由于这里的村民们亲近、喜欢，时时关
爱着这些小精灵，白鹭也早已把人当成自己的朋友，主
动与人亲近，有时甚至会落到人的肩头撒娇呢！”身旁
的L女士不无骄傲地诉说着。踏上“鹭岛”，文友们无
不发出感叹，眼前不到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漫漫的
一片绿海，密密麻麻的槐树、杨树、白蜡仿若耸入云表，
阴翳蔽日，让人如同走进原始森林。细看每一棵树上，
都挂满了精致的鸟巢。L女士介绍说，“鹭岛”，正是因
为这里生活着上万只的白鹭而得名。由于三面环水，
且树高林密，吸引越来越多的白鹭来这里繁衍生息，年
复一年，遂成“鹭岛”。仲春，正值鸟类哺育幼子之际，
浓密的绿树枝条间，一只只成年白鹭穿梭着飞来飞去，

为自己的宝宝衔来食物，而无数幼崽从巢中伸出头来，
张开尖尖的小嘴嗷嗷待哺的样子，煞是让人怜爱。“快
看，还有喜鹊呢！”循声望去，在穿梭忙碌的鸟妈妈中，
真的穿插着多只喜鹊的身影。对此，L女士作了精彩
解说。由于“鹭岛”这方水土优雅恬静，不单是白鹭，喜
鹊也十分看好，并争相来此筑巢，为此，这里还曾发生
过惨烈的鹭鹊之战呢！起初是白鹭来这里千辛万苦筑
起许多温馨的窝巢，并孵化出幼子。但因白鹭属候鸟，

每年11月份入冬前，便纷纷南迁。而喜鹊属留
鸟，白鹭南飞后，一些懒惰的喜鹊尚未搭好自己
的窝巢，于是便“鹊占鹭巢”。但是好景不长，翌
年三月中旬，白鹭纷纷飞回故地，见自己的旧居
被喜鹊抢占，就在周边盘旋，不停地呱呱叫着，
意在宣示主权，赶走喜鹊。而此时喜鹊也已在
巢中孵化了幼子。于是偌大的“鹭岛”之上随之
爆发了鹭鹊争巢之战。争斗的结果自然是双方
都毛飞血出，各有死伤，有的连巢中的幼子都倾
巢落地摔死。村民见此情景，无不痛心疾首，又

无计可施。后经请教鸟类专家，终于想出良策。他们
就地取材，利用当地的芦苇做原料，按白鹭和喜鹊身
材，编制成无数筐形的鸟巢，里面又塞进些许稻草，悬
挂在高低不等的树杈之上，作为白鹭或喜鹊的“机动用
房”。如此这般，每年春天不管白鹭还是喜鹊，或先来
或后到，都有了自己的安居之处，日久天长，鹭鹊竟成
了朋友，每日清晨，它们站在自己的窝巢边，隔着青枝
绿叶或呱呱或喳喳地互相问好呢……
“世界上有许多不同的语言，却有一个相通的声音

叫‘妈妈’”……这首童声合唱《地球妈妈》是不久前
在我国云南昆明召开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
会第十五次会议生态文明论坛的开始曲。稚嫩的童
声，温婉的旋律，深入浅出的歌词无不让人为之动
容。地球原本是所有生物的共同家园，亿万斯年，正
是“地球妈妈”无私的哺育，才使得宇宙中的这一村落
虽历尽浩波，却依然周而复始，四季更迭。人类进化为
生物中最先进的物种，理应妥善处理好自己同自然界
其他物种的关系，建立起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生命共
同体，让这艘满载生物的“方舟”在浩瀚宇宙中，鼓满风
帆，行稳致远。

李桓英是世界著名的麻风病防治专
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北京
热带医学研究所研究员，今年100岁了。
近日，这位老奶奶级别的人物说，她还要
“再工作10年”。活到100岁，还希望能再
工作10年，这要有多大的眷顾，上天才能
把这样的幸运和成就敬献给她！
姑且不论在专业的贡献，能活到100岁

就已经是一种巨大的成功和幸运了。中国
现在的人均预期寿命是77.3岁，需要注意的
是，这是指现在出生的人如果没有意外在未
来能够活到的年龄。而李桓英
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的人，就
已经长命百岁，不能不说，这既
是遗传的造化，也是后天科学工
作和健康生活修行的成就。
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

国公民，即便多数人能活到65
岁以上，生活质量大多会普遍
下降，不是全身多处有病，就
是部分或全部失能。中国社
会科学院在2008年至2011年
对八千多名中国老人进行的
一项研究表明，65岁老人的平
均余寿约为16.04年，预期完全
自理、轻度失能、中度失能、重
度失能的时间分别为10.11年、
4.42年、0.88年和 0.63年。按
照国际通行标准，吃饭、穿衣、上下床、上厕
所、室内走动、洗澡6项指标，1到2项做不
了的，定义为轻度失能；3到4项无法完成
的，定义为中度失能；5到6项做不了的定
义为重度失能。
仅仅是轻度失能就意味着丧失了工作

能力，李桓英不仅能工作，还要在百岁后再
工作10年，既是奇迹，更可能是生活对其
奉献社会和他人后的隆重回报，让她能在
这样的高龄下健康地生活和工作。
世界上也有很多高龄老人在不知疲倦

地工作，澳大利亚也有一位百岁老人大卫·古
道尔，是珀斯的伊迪丝·考恩大学的教授和
研究人员。他喜欢打网球，一直打到了90
岁；在业余时间表演舞台剧，直到视力开始
下降才停止。2018年他104岁之前，还以
名誉研究助理的身份在大学工作。
百岁老人已经不易了，李桓英在百岁

时还能工作，还打算再工作10年，李桓英
是非常幸福的人。幸福就在于，不只是在

百岁的时候还能生活自理，不欠社会，不拖
累他人，更能为社会贡献并服务于他人。
如果了解李桓英的工作状况，就更能

理解她的幸福。治疗麻风病不是端坐在大
医院舒适的房间中问诊治疗，而是要艰苦
跋涉于全国有麻风病的偏远地区。40年
来，李桓英的足迹踏遍云、贵、川边远地区
7个地州、59个县镇。多年来，李桓英不是
在诊断和治疗麻风病人，就是在诊疗麻风
病的路上。她用脚步丈量着全国防治麻风
病战线的长度，不断破解麻风病防治的关键

难题。全国几乎每一个麻风村
都有她的匆匆步履。她会步行
在偏僻难行的深山，还会乘船坐
车，忍受舟车劳顿，更遇到了两
次车祸，两次翻船，都全身而
退。因为，上天知道，她是在救
苦救难，不忍心让她受到伤害。

李桓英工作状况更困难的
是，很多麻风村和外界几乎没
有路可走，她只能攀援羊肠小道
前行，而且时常把身体倒悬在河
面上坐索道过江，前往偏僻的麻
风村。倒悬在河面上坐索道过
江，这是很多男子汉都不敢做的
事，但是对于李桓英却是轻车熟
路。她60岁、70岁时在这么做，
80岁时还在坐索道过江，直到94

岁还在这么做。后来，由于年龄，她不再坐索
道了，但是去麻风村诊治病人并没有停止。
只要认准了是造福于他人和社会的

事，就会矢志不渝、一以贯之。这应当是李
桓英和其他不只是百岁老人的坚持和信
念，也是他们能够长寿的重要原因之一。
诊治麻风病，李桓英坚持了一辈子，这不仅
是一种信念，也是一种幸运，而且对李桓英
的付出有了更好的回报。
任何工作都需要专业知识，诊治疾病，

更需要一辈子的专业和经验积累，这些积累
越弥久，能力就越强，诊治病人就越成功，正
如久藏的老酒，越年久，越散发出浓郁的芬
芳。能用专业知识长久服务于人，而且随着
时间的推移，也越显示出炉火纯青的技能和
医术，这既是李桓英的幸运，也是病人和其
家人的幸福，更是全社会的福音。

愿李桓英这样的百岁老人越来越多，
如是，人间既值得，所有人也有福。

题图摄影：高浣心

《海藏先生书法抉微》是津人张谦撰写的
一部书学专著。张谦本名国威，字靖远。他
本是大律师，1937年毕业于北平朝阳大学，获
法学学士学位。嗣后在天津从事律师工作，
大律师张国威早已名噪津沽。新中国成立后
他任职于天津汇文中学，也曾在天津中西女
子中学等单位工作。晚年为天津市文史研究
馆馆员、天津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天津市老年
书画研究会理事。

张谦是一位书法家。他的书法功底深厚，
苍劲浑厚。笔姿既美，骨气亦重，字画间不仅
显现出筋力和张力，又能见笔锋和笔意。余明
善先生看了张谦的作品，感慨良多。他说：“张
先生的书法有‘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气
魄，像他这样功力的人已经不多了！”
张谦对近人郑孝胥（号海藏）的书法研究

有素，有人称他为“郑迷”。他曾藏有郑的书法
作品1200余件，故取斋号“千郑楼”，且撰写《海
藏书史》《海藏书典》《海藏印鉴》等多部。《郑逸
梅选集》里有一篇《郑海藏之唯一知己》谈到张
对郑书的推崇。文章道：“国威津沽名士也，私
淑海藏凡十有五载，泼墨挥毫，无日不临摹，久
乃得其神韵，所作可乱楮叶，且搜罗海藏手迹，
不遗余力。先后所得，记五百余帧，晴窗多暇，
辄出展玩，琳琅满目，蔚为大观。”
郑孝胥其人，在近代史上声名并不很

好。他曾为溥仪投靠日本牵线搭桥，后为日

本人做事，为国人所不齿，但他的书法艺术成
就确是无可抹杀。郑氏工诗，善画松，于书法
造诣尤深，其书豪放大度，堪称一代大家。沙
孟海《近三百年的书学》中称：“可以矫正赵之
谦的飘泛，陶浚宣的板滞，和李瑞清的颤笔弊
端的，只有郑孝胥了。他的早年是写颜字苏
字出身的，晚年才写六朝字，他的笔力很坚
挺，有一种清刚之气。对于诸碑，略近《李超
墓志》，又像几种‘冷唐碑’，但不见得就是他
致力的所在。最稀奇的是：他的作品既有精
悍之色，又有松秀之趣，最像他的诗，于冲夷
之中，带有激宕之气。”
张谦1941年所著《海藏先生书法抉微》专

论郑孝胥书法，包括“海藏先生论书精义”“海
藏先生课徒评论类辑”“论海藏先生四体书
法”等。书前有章一山、杨味云、金邦平、李琴
湘、向仲坚、金息侯、张君寿、吴杰民、严台孙、
叶葱奇等名流所作序或题诗、题辞。南皮张
厚璋在序中说：“天津张君靖远研究海藏先生
书法有年，搜集妙墨数百种，楷草篆隶，无一
不备，按年排比，精心研求，并采先生论书诗
文题跋，详参互证，探本溯源。复本其研究之
所得，躬行实践，历十余寒暑，故能独传先生
书法之秘。张君近将先生书法致力之所在，
如碑帖之选择、临池之方法、作书之心得，条
分缕析，详加推阐，成《海藏先生书法抉微》一
书。”作者张谦在该书《弁言》申明：“本书专论
海藏先生书法，不及其他，至于先生政治文
章，非著者所习，姑付阙如。”
可以说，张谦研究郑书是很有眼光

的，就书学而言，《海藏先生书法抉微》是
有一定价值的，今天我们也应把这本书列
入书论的范畴。

章用秀先生的系列文

章“津人谈书论画”至此刊

发完毕。下期开始刊发聂

鑫森先生的系列文章“老眼

读诗”。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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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人谈书论画（二十二）

“书法抉微”
不可小觑

章用秀

冬日童趣
董国宾

●

许铭伯是19世纪的“60后”，
比鲁迅大15岁。鲁迅和许寿裳
（许铭伯的弟弟）同为“80后”（鲁迅
生于 1881 年，许寿裳生于 1882
年），二人是海归派，日本弘文学院
的同学。

1912年，蔡元培出任南京临时政
府教育总长。蔡元培是著名的自由主
义者，他上任后，便开始延揽人才。蔡
元培对推荐鲁迅的许寿裳说：“我久慕
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
函敦劝，早日来京。”

于是，鲁迅就做了教育部的佥事。
后来，孙中山妥协，袁世凯迁都北京任
大总统，教育部随即北迁，鲁迅和许寿
裳自然跟着这个硕大的饭碗到了北京。

鲁迅进教育部乃至进入北京教育
界都是由于蔡元培的引荐，老三周建
人在商务印书馆也是蔡安排的，一直
到鲁迅病殁，蔡元培是尽了没世不渝
的友谊，他是周氏兄弟的命中贵人。

此时，许家老大、许寿裳的亲哥哥
许铭伯已在北京站稳脚跟，住在山会
邑馆，自然有责任、有能力也有热情接
应鲁迅一行。也许正是北京有老乡接
应这一点，坚定了鲁迅北上的信心。

许家弟兄四人，老大是许寿昌，即
许铭伯（1866—1921），曾任财政部佥
事、盐务署会办等职；老四是许寿裳。
鲁迅和这弟兄二人关系都很好。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浙江人之间互相帮助、
提携、推进的特点很突出。

1912年5月5日傍晚7时，鲁迅到了
北京，同行者还有许寿裳、蔡元培之弟蔡
谷卿和许寿裳的侄子许世璿（许铭伯的
次子）。当晚，鲁迅宿于长发店，放下行
李，第一件事便是连夜到山会邑馆（绍兴
会馆）访许铭伯先生，大有“拜山”之意。

究竟鲁迅给许铭伯带了什么见面
礼，史料无载。倒是许铭伯给鲁迅的见
面礼，被他记录下来了：“得《越中先贤祠
目》一册。”（专志，一卷，一册，清代李慈铭
撰，光绪十一年［1885］北京刻本）在距离故
乡十分遥远的北京，两位彼此陌生的绍兴
人，由一册和故乡有关的旧书建立了友谊。

第二天上午，在许铭伯的关照下，鲁
迅即移入山会邑馆。自此以后，鲁迅与
许氏兄弟成了山会邑馆中的邻居，彼此
走动频繁，乡谊日醇。

科举时代，为方便当地举子进京会
试，各省均设会馆，少的有二三处，多的
有二三十处。绍兴会馆在菜市口南半
截胡同路西，从前称作山会邑馆，是山
阴、会稽两县人所共有的，宣统年间废
除府制，将山阴会稽合并，称作绍兴县
后，这里也就改作“绍兴会馆”了。馆内
房子很多，许氏兄弟住在嘉阴堂，鲁迅
住在藤花馆。

1 一册旧书建立友谊

紫禁城中，皇子举行“洗三”仪
式，自然少不了如意。如道光十一
年（1831）皇四子奕詝洗三，皇太后、
皇后、和妃、祥妃等都送如意为贺。
皇帝对皇族、大臣、亲信的赏赐也多
用如意。雍正皇帝曾赐给怡亲王
允祥如意，并作《如意歌赐怡亲王》：
“彩云冉冉鸾鹤翩，鸾鹤背驭双神仙。
南极西池环佩联，双双同庆帝胄贤。
手执如意来当前，篆刻蝌蚪黄金填。
晶莹上下星文缠，瑶台此日喜气偏。
琅琅更听仙语传，唱随偕老如和弦。
既指山海为岁年，复言日月同团圆。
煌煌带砺眷便便，子孙永保福且绵。予
因仙语嘉喜骈，为尔歌只如意篇。”

除皇帝外，皇室其他成员也将如意
赐赠相关的贵族臣僚。在《红楼梦》中，
元春省亲时赏赐给家里人礼物，因身份
最高的是贾母，所以唯独贾母得到了如
意。满族贵族晋谒尊长时，有“递如意”
的礼仪，元春给贾母如意也可能与之有
关。贾母得了一个金如意、一个玉如
意。后来元春还给了贾母一个香如
意。这说明当时在像贾府这种钟鸣鼎
食之家里，如意已经成为一种很流行的
贵重物品了。由于如意被赋予了单纯
而明确的吉祥寓意，因此不仅
在宫中，而且在整个上层社
会，对如意的态度皆几近痴
迷。在很多场合，人们都要手
执如意，借如意的祝福来驱除
不祥。

清宫玩赏如意早已成为时尚，实际执
掌国家大权近半个世纪的慈禧太后自然
不能例外。现代学者唐鲁孙在《清宫古老
的吉祥玩物》一文中，引内廷太监“梳头
刘”的话说：“慈禧有四柄心爱的如意，一
柄是吉林长白山里的一只冬荣瑞草，又名
灵芝，天然长成一柄如意，面现云纹，柄呈
赤紫，计龄当在千年以上。一柄是沉香木
的如意，夭矫坚峻，刻削蟠屈，据说置之座
前，可以消痰顺气，如有闷胀岔气，用之揉
搓胸膈，立刻舒畅自如。一柄是长不逾尺
的翡翠如意，产自云南尖山，通体璇碧，斐
斐有光，炎炎盛夏，插架高拱，满室清凉。
另一柄是顺治九年满榜状元麻勒吉呈献
的，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一直陈
列御书房多宝格中。这柄如意颜色黝黑，
既非金石，又非角木，夏日蚊蚋不侵，如有
凶杀噩耗并能事先示警。慈禧垂帘，这柄
如意就成了老佛爷宝座旁边的爱物了，可
惜庚子年拳匪之乱，洋兵在内廷骚扰一段

时期，等（慈禧）从西安回銮，这柄
旷世奇珍也就下落不明了。”

清宫重视如意的习惯，在
清朝灭亡后仍有遗痕。这在当
代作家刘心武1980年发表的小
说《如意》中即有体现。

36 玩赏如意成时尚

根据白廷金的供认，游击队党
委经过讨论，这才决定由严志诚带
人进入盐滩。严志诚乘船夜间进
入盐滩，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又把
董嫂从三水镇叫出来，交换了双方
的情况，交代了游击队党委对这次
行动的部署，等将一切安排就绪，才考
虑如何进入三岔口据点，与宗大头接
触，把敌人在盐滩上的屏障拆除掉。春
晒的盐滩，别看正是太阳暴晒的产盐旺
季，但一早一晚还是有些凉，盐滩上的
工人仍然离不开棉袄。严志诚头戴一
顶旧草帽，把那灰色军服的裤腿，挽到
膝盖以上，身上披一件破棉袄，手里拄
着一把小铁锨，站在盐滩的沟埝上边，
迎着海风，朝四下里仔细地查看。远处
的风车在转，近处的卤水在流，眼前这
片结晶池里，淡黄色的卤水灌得满满
的，被微风一吹，水面上闪着一片片细
小的波纹，波纹下面的卤水里，伏卧着
一层结晶的白盐，卤水的晃动好像这层
白盐也在晃，衬着早晨刚刚升起的太
阳，显得那么神清气爽，从微微的海风
里也能闻到盐卤的香味。

严志诚回头对身旁的老高说：“老
高同志，罢工的计划安排好了吗？”老高
放下铁锨回答：“安排好了，就是日期还
没有定。”严志诚说：“只要把三岔口据
点拿下来，镇里、盐滩一齐干，不怕他雷
紫剑不慌手脚，三水镇这几个团的中
央军如果留下来，就是咱们的胜利。
我们这次进滩，给地方党又增添了不

少麻烦。”老高一本正经地说：“大队长，你
可别这么说，这不都是党的任务吗？那天
你没有看见大家的情绪吗？”其实，严志诚
方才说的，完全不是客套话，而是实情。
地下党是在敌人控制的盐滩上活动，除了
组织群众、担负交通，完成盐滩党委的任
务外，还要开展一次全盐区的大罢工，而
且游击队又有二十多个战士进入盐滩，需
要依靠地下党进行隐蔽、活动、战斗，每个
人都是穿着军装、带着武器呢！

为了完成这次任务，严志诚说服了游
击队党委的每个成员，迎着海滩的晨风，他
想着行动计划。这是冒险吗？自己是盐民
游击队大队长，应该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
这时，老高靠近他的身边：“大队长，进三岔
口据点，我跟你一起去吧？”严志诚问：“为什
么？”老高说：“两个人我觉得总比一个人
强。”他把“强”字说得特别重，认为严志诚不
该冒这个险。严志诚自信地笑了：“我认识
宗大头，宗大头并不认识我，苗万贯不在这
里，这是一个条件；宗大头急于要联系，想了
解我们的内幕，这是第二个条件；如果老刘
能及时赶到的话，从中这么一证明，我想再
狡猾的宗大头，他也会相信的。至于危险
吗，不能完全排除，但我们共产党人为了人
民的解放事业，是无所畏惧的！”

137 自担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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