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谚说：“七九河开，八九雁来。”还
说：“七九河开河不开，八九雁来雁准来。”
早春，冰雪还未完全消融，大雁作为报春
的信使，便从南方翩翩飞来。村南那片沼
泽洼淀，水深不过半米，大雁一伸脖子就
能摸到水底的地梨、草根，又有浓密的苇
丛隐蔽藏身，环境幽静，水草丰茂，食物充
裕，每年招引不少大雁来此觅食、歇脚。

旭日升腾，朝霞映在水面，波光晃动，
烟霭缥缈。一只只大雁昂首挺胸，脖颈间
反射着五颜六色的亮光，忽忽闪闪，显得
文静而又安详。大雁体态不同，羽色各
异，又分鸿雁、豆雁、黑雁、灰雁、白额雁等

十多种。它们欢聚一堂，和睦相处，或结
伴嬉戏，或相互追逐，或交颈摩挲，或撅着
屁股一头扎进水底觅食，千姿百态，异彩
纷呈，把个恬静的湖面弄得极富诗情画
意。当红霞满天，或斜阳西下，一只只大
雁呼地腾空而起，在天空自由盘旋，边飞
边叫，“咕嘎”声响成一片，盘旋一阵，便滑
翔下来，戛然落入水中。白天
觅食、游荡，入夜露宿浅滩。

古书说，雁乃禽中之冠，被
视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俱
全”的灵物。它们春天北去，秋
天南返，从不失信。飞行时，或
为“一”字，或为“人”字，总是由老雁引领，从
头到尾依长幼之序排列，壮雁飞得再快，也
不会超越到老雁前边，更不会“加塞”，充分
体现礼让恭谦之意。雁阵之中，若有老弱病
残者自己不能啄食，身强体壮的绝不会弃之
不顾，而是养其老送其终，尽显仁者之心。
大雁不仅有仁爱之心，更有情爱之义，被称
为“爱情鸟”。雌雄相配，向来是从一而终，
若有一方逝去或离散，另一方从此便郁郁寡
欢，不再寻找配偶，直至孤独终老。

大雁失去配偶，就成了雁奴，担当起
警卫的职责。大雁对爱情的纯洁与忠贞，
从雁奴身上也可得到充分体现。过去，我

对这样的说法总是半信半疑，后来经历一次
亲身体验才信服了。

有一年的开春。一次，我夜过七里海，月
色朦胧中，发现不远处的浅滩上，新出现一个
个小土包。凭经验，我断定那是一群新来的大
雁。于是蓦地想起“雁奴辛苦候寒更”的故事。

几十年前，家乡人还没有爱鸟护鸟意识，
一直延续着祖辈传下来的打雁习俗。春天一
听到雁叫，就在大雁落脚的地方埋伏好，然后
撑着用芦苇伪装好的小船，从四面八方将散落
的大雁往一处慢慢轰赶，待大雁达到一定密
度，就准备开枪射杀。那时就听猎人讲，大雁
夜间睡觉时，孤雁在旁边站岗，发现险情立即

鸣叫报警，唤醒众雁，赶快逃
避危险。猎人利用这一习
性，清晨大雁还在熟睡时，先
用香火朝空中一晃，守更的
孤雁发现了火星，便大声惊
叫起来，群雁被唤醒，察看无
事，又安然入睡。猎人再次
晃火，孤雁再次报警，众雁再

看，仍无异常，以为孤雁“无事生非”，怒而啄
之。而后即使猎人再晃火，孤雁再叫，众雁也
不再理睬。猎人就可乘其放松警惕时将其射
杀。古书也说：“雁宿于江湖沙渚中，动计千
百，大者居中，令雁奴围而警察捕者。”眼前的
雁群里有没有雁奴呢？它真的会报警吗？

出于好奇，就想试一试，重演一下过去猎人
的故伎。我让朋友在远处划火，故意
惊觉雁奴，自己偷偷摸到沙滩附近观
察。果然，火光一亮，雁奴便鸣叫报
警，众雁惊醒，察看无事，又归于平
静。朋友再次点火。雁奴忠于职守，
再次报警。此时，它是否被“怒而啄

之”呢？因看不真切，不得而知。我不忍再三惊
扰众雁安眠，更不忍心看到雁奴被啄。试了两
次，只是想验证一下故事的真实性，便带着几分
不安匆匆离去。

而今，家乡人早已不再打鸟捕鸟，“人鸟
共家园”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爱鸟护鸟已经
成为一种社会共识。打雁的事也已过去几十
年了，然而，雁奴的报警声依然时时从我记忆
的彼端响起，那凄凉的鸣叫声似乎成了一种
绝唱，深深触动着心灵深处，每每想起那情景
就“别有滋味在心头”，无时不在提醒我们远
离杀戮，自觉保护鸟类，保护野生动物，不要
再人为地制造孤雁啼鸣。

陈省身先生的好友吴大任是我的远
亲。1997年吴先生病逝后，我常去看望吴
夫人，她和陈省身当年也是同学。上世纪
90年代末，陈先生回到南开定居。吴夫人
知道我常写南开人物，便鼓励我去拜访陈
先生，写写这位数学家。但我认为自己对
数学很外行，怎能写数学家呢。

后来，我却不止一次写陈先生，这得从
参加1999年10月17日南开大学八十华诞
庆典说起。庆典上提到四位引以为荣的杰
出校友，他们是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和
曹禺。其中两位已离开人世，吴大猷当时
卧病台北处于昏迷状态，已年近九旬的陈
省身先生受邀出席。当陈先生出现在贵宾
席上时，全体与会者见到他的勃勃英姿，立
即报以雷鸣般的掌声。陈先
生发表了简短而动情的演
说，那鼓舞人心的话语，一次
又一次赢得师生的热烈欢
迎。那天，我初次领略了大
师的不凡气度。

没过多久，也就是2000
年1月12日，陈先生家中遭遇
不幸：同他相伴相随六十余
载的陈夫人心脏病猝发，在
睡梦中离世。事情发生得如
此突然，陈先生的精神受到
很大刺激。六天后他获得外
籍人士在华永久居留资格。
当我在电视上看到，略显憔
悴的陈先生接过荣誉证书时
的激动神情，不禁被他的赤
子情怀所深深打动。

我从图书馆借来一本
《陈省身文选》，书中有许
多回忆文章，使我了解到
陈先生充满戏剧性的经
历，写了一篇小稿《陈省身
先生的回国梦》。

稿子寄出前需请陈先
生过目，那是我第一次拜访
大师。这位享誉世界的数
学家平易近人，睿智幽默，
使初访的晚辈并不感到拘
束。告辞时，我得到两部赠书：《陈省身文
选》和另一位数学教授撰写的《几何风范·
陈省身》。陈先生在两本书上都签了名。

回到家，我对《陈省身文选》内容已
较熟悉，便急忙读另一本。那部小传五
万多字，涉及不少数学专业问题，普通读
者会感到有些枯燥。因此，我萌生了一
个念头——写一篇适合一般读者阅读的
陈省身传记文章。

后来，我向陈先生说了自己的想法，
并说自己不懂数学。
“写数学家传怎能不懂数学？你还是

别给我写传了。”陈先生说得很直率。
“我虽不懂数学，但写您的经历，写您

的生活，也能吸引读者。”由于陈先生为人
随和，胸怀大度，所以我说话也比较随便。

自从向陈先生“夸下海口”，我决心要完
成这篇传记文章。除了深入研读《陈省身文
选》，我还拜访了吴大任先生的夫人以及与
陈先生共事的胡国定先生，终于写成一篇两
万字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准备寄往北京的
一家大杂志社。寄出之前，我将稿子送去请
陈先生审阅。当他审阅完毕我去取稿时，他
说：“你把我写得这么好，我很惭愧！”

听到大师说“惭愧”二字，让我一时竟
不知说什么好，再次被他的谦逊、他的人
格魅力所感动。

稿件寄到杂志社后，编辑
很快来电话通知将于近期采
用，并说将作为重点篇目放在
头条。后来果然作为头条重
点推出，但其间发生了一个不
太愉快的插曲。

过了几天，编辑又来电话

让我找陈先生要两张彩色近照，准备上封面，
并说越快越好。我马上打电话告诉陈先生。
他说：“等我找到合适照片再给你去电话！”三
天后陈先生来电话让我去取照片。我到了宁
园，正值他的女儿陈璞从美国来探亲。陈璞帮
我从陈先生的大量照片中挑选了两张，一横一
竖，供编辑选用。我立即将照片寄往杂志社。

不料几天后编辑来电话却告诉我：“我们
的主编要换封面照片，不上陈省身那幅，打算
用一个女影星的照片。”

我一听就生气了，没想到这个高雅刊物
竟然也如此媚俗！我说：“你们怎不考虑好
就叫我找陈先生要照片？惊动了老先生，如
今你们又改主意了，让我夹在当中如何交
代？照片是他女儿亲自挑选的，这样给人家

印象多不好！”
对方虽然道了歉，说自己

实在无能为力，只能服从安
排，但仍强调杂志也要适应
“市场需求”啊，等等。最后她
答应寄样刊时写一封信，向陈
先生解释，承担责任。

不久样刊来了，一共4本，
给我两本，让我转交陈先生两
本，并附上退回的两张照片和
一封说明换照片原因的信。信
的内容强调封面印刷对图片
的清晰度要求极高之类的
话。我很恼火——用美女来
吸引读者眼球还会找借口。
杂志封面上是一个外国女影
星，我得向陈先生解释，这让
我感到既为难，又愤懑。

我的先生见我这般不愉
快，便宽慰道：“你放心吧，像
陈省身先生这样的人是绝对
不会计较这些的！”虽然我也
相信大师的襟怀，但不管怎么
说这终究是件令人不悦的
事。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
去给陈先生送杂志、信和照
片。来到宁园，我十分抱歉
地向陈先生说明封面照片的
事。他一面听我说，一面拿

起杂志，注视着封面上的那个女影星，笑
道：“她很漂亮，她是比我漂亮呀！”

我听后也忍不住笑了，一切不快就被大师
一笑所化解。随后他把照片递给我：“这就送给
你作纪念吧！”这样我便得到了两张珍贵照片。

当精装本《陈省身文集》隆重推出，陈先
生的秘书来电话告诉我，说陈先生送我一本，
已经给留起来了。我连忙去取，陈先生看见
我就笑着说：“见到你我很高兴！”老先生待人
如此慈祥，让我感到十分温暖。翻开书，扉页
上的题词是：“龍飛存 省身2002七月。”大
师如此亲切的题词令我再次动容。

2003年岁末，陈先生出资两万元，亲自构
思、设计、印刷了一套题为“数学之美”的挂历。
我得知后便向陈先生提出要一本，他爽快地答
应了。我去取时，秘书将准备好的挂历交给我，
只见挂历用一根精致的丝带系着，在曲别针别
着的纸条上有我的名字，这是先生的手迹。

打开挂历，发现陈先生通过奇妙的设计
使深奥的数学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用通俗
的形式展示数学的深邃与美妙。为了构思和
设计挂历，他投入了不少心血。这是92岁的
数学大师送给朋友们的一件新年礼物。

当这本2004年挂历翻到12月时，陈先生
却突然离我们而去。望着已成为“绝唱”的珍
贵挂历，大师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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皓月从海上悄然升起，湛蓝的海水
有节奏地拍打着海岸，一如那大地母亲
的温柔。法国杰出作曲家、钢琴家、指挥
家德彪西所作的《大海》，又在我耳际响
起。涛声所至，愁云渐散，心境渐如海天
一样辽阔与平静。这是中外交响乐中一
首倾情写大海的名曲，也是一支极富诗情画意的交
响素描，常被人称为“交响诗”。

德彪西的这首《大海》，以其音乐语言来表现大
海的波光水色，以及海浪的嬉戏和对话。全曲分三
个乐章，分别呈现了海的不同侧面和不同现象。

第一乐章《海上，从黎明到中午》，表现的是地
中海从清晨到中午各个不同瞬间的光和色。

乐曲由低音逐渐上升，我的思绪也渐渐回到几
十年前第一次看大海日出的情景。

1983年盛夏，我随南京市作协一行20多人去浙
江体验生活。半个多月中，我们先后停靠杭州、富
阳、宁波、奉化、绍兴、舟山、沈家门。在普陀山的三
天中，几个文友商议去看日出。那天我们凌晨三点
多就起床了，迎着海风漫步走上百步沙上的六角
亭。海在白天是那么的平庸，一入夜便显得神秘
了，我们披风临海静静地等候着海上日出。等待的
时刻是难熬的，时间似乎过得特别慢，黑暗中，我们
闻着带着海腥味儿的凉爽海风，听凭脚下的海浪一
次次地拍击着海岸，爬上沙滩。忽而，夜幕渐逝，微
光隐露，波光粼粼的海面映出淡淡的光辉；忽而，在
波浪涌动的海平面上，天际掠过玫瑰色的朝霞，旭
日冉冉上升，放射出万道金光，在阳光的映照下闪
耀着晶莹的浪花。那片刻无所思无所想直愣愣地

望着红日的感觉真令人沉醉，海上日出就是这样沿
着它熟悉的轨迹日复一日地轮回着，这感觉与在泰
山看日出迥然不同——前者以海作背景，后者则是
以雾霭为底色。

当太阳升到一杆高的时候，我们走下六角亭，看
到成群的人涌向沙滩，浅灰色的海水波纹里，缀满
了密密麻麻的脑袋、五颜六色的泳装，这是天然的
海滨浴场。

正在我入神回想的时候，乐曲进入第二乐章《波
浪的嬉戏》。这段乐章着力表现迷人的大海飞溅着充
满活力的白色浪花，那浪花时而涌聚成峰，时而又跃
起泡沫，它们相互追逐着，拥抱着，竞相前进，展现出
一幅活泼欢快、五光十色、千姿百态的海浪嬉戏图。

作曲家为了表现这一意境，极力用弦乐器、竖
琴、木管等乐器表现海水的喧哗。小提琴奏出明快
的旋律，又宛如海浪的欢笑和嬉戏，经过反复的回
旋，音乐才逐渐平息，在竖琴的泛音中慢慢地消逝。
德彪西在这里调动了所有的乐器，完美地表现了海
浪在绚丽的阳光下跳跃、翻滚和碰撞，恍如进入他营
造的艺术领地里。

第三乐章《风与海的对话》，是最具画面感的一段
乐章。德彪西采用木管和弦乐器代表大自然中的“风
和海”，它们的起伏跌宕比拟为一问一答的特殊交谈，

于是在激烈的风暴与呼啸的海浪声中，似
乎感觉到风和海进行着一场惊心动魄的对
话，整段乐章铜管乐器大声呜叫，气势夺
人，音乐刚健有力，扣人心弦。

在乐曲中，我的思绪又飞到久远的
年月。

1976年11月，唐山大地震后不久，我因业务上的
事出差天津，顺道赴塘沽的天津新港。那天北风呼啸，
天空飘落鹅毛大雪，路上的雪像污泥，而树上、屋顶上
的雪则如洁白的花絮，世界黑白分明，我在渤海湾的新
港码头远眺大海。

这回我真正看到了大海那凶猛的一面，它借着风
势，卷起一个浪头，足有十几米高，然后重重地掼下，
“啪”的一声，海的声音是很沉重的，四周顿时鼓起团团
白浪，那远处一个接一个的浪头正互相追赶着，容不得
有片刻的喘息，然后又卷起一个浪头，“啪”的沉重地落
下，又涌起团团白浪，如此这样循环着。我似乎听到海
的咆哮、海的呐喊、海的欢呼，好像是千军万马的厮杀，
那力量是巨大的，那气势是雄壮的。大海不曾有过瞬
息的静止，它永远跃动不已的是那浩瀚又坦荡的生
命。我就这样入神地看着，全然感觉不到纷纷扬扬的
雪花落在我的脸上、脖颈上那种凉飕飕的滋味。

大海，时而平静温和，时而桀骜不驯。一百年前，
德彪西创作了交响素描《大海》，让我们在他的乐曲中
共享那一刹美妙的印象。

德彪西最喜欢大海，视大海为知心朋友。我想起
了杨朔的《雪浪花》、普希金的《致大海》和海明威的
《老人与海》。热爱会产生不朽的艺术，我们是同一
片大海的海浪。

12满庭芳
2021年11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美术编辑：卞锐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第
四
九
五
一
期

《
对
不
起
，我
们
错
过
了
你
》：

一
个
英
国
劳
工
家
庭
的
镜
像

刘
燕
凌

周末
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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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忘雁奴报警声
于增会

《大海》絮语
徐廷华

本周推介的电影《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由英
国导演肯·洛奇执导。片名的本义是英国快递公司服
务单上的一句话，就是说如果收件人不在家，快递员就
会把写有这句话的卡片留在信箱里或是贴在门上。
这句话也点明了主人公的职业。影片里的父亲，来自
工业革命的故乡曼彻斯特。他原本是个努力的建筑
工人，却受到金融危机的波及，无法继续贷款买房。好
不容易找了份看似能自己做主挣点钱的工作，结果这
个选择却让他和家人陷入了更大的危机之中。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英国经济和就业造成了
严重冲击，迫使很多家庭在失业的同时还面临着高
额的负债。肯·洛奇正是以这样一个社会背景，创
作了本片。他执导的大部分电影在各大电影节收
获众多好评，但却都不卖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上世纪80年代，很多英国导演都已经在好莱坞
崭露头角，也有人劝肯·洛奇干脆去美国寻求拍片机
会，但他却坚持立足本土，拍摄英国人自己的故事。
没机会拍故事片，他就去做纪录片。但无论是表现
英国工会运动被抑制，还是讲述英国矿工大罢工的
影片都石沉大海，那真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段时

间。如今英国的影视环境也在发生着改变，肯·洛奇的电影不会再被电影
院拒之门外，但老人家可不会就这点追求。他和发行商一起选择各种社
区中心、体育酒吧或者任何可以聚集几个人观看的地方，并且以1英镑或
者1美元这种非常低的价格向观众发放DVD碟片，让那些生活在贫困社
区的人可以看到他的电影，谈论他们的感想，诉说自己的经历。肯·洛奇
说，这种对话太有价值了，是每一个创作者都向往和需要的。

肯·洛奇就是这样一位导演，一直在坚定自己内心的
一种信念。他镜头下的主人公也是如此，但凡能干活就
不会去领国家的失业津贴，不过这份不屈的硬气又会给
他们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让我们一同去探寻答案。

11月27日22:08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对

不起，我们错过了你》，11月28日15:30“佳片有约”周日

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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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一起游乐。同游琉璃
厂、陶然亭、万生园，又去西华门内
游传心殿，观历代帝王像。国庆日
休息时，至琉璃厂观共和经念会，
“人多如蚁子，不可久驻，遂出”。
有一次午后还同游农事试验场。

他们互相请客。许铭伯邀饭、招饮
得多一些，不是在会馆，就是在广和居，
少数几次就在杏花春、新丰楼。吃了人
家几顿饭，周树人不好意思，便回请了一
次：“晚邀铭伯、季巿饮于广和居，买一鱼
食之。”你来我往，饭是吃了不少。其中
有一则邀饭值得多说几句——鲁迅日
记1915年10月31日载：“星期休息。午
许铭伯先生邀饭，赴之，季巿、诗荃、世
英、范伯昂、云台同坐，午后归。”坐中除
鲁迅外，聚宴的都是许、范两家的人。许
铭伯的妻子范寿钿，是范寿钟、范寿铭的
姐妹，即范文澜的姑母；季巿，即许寿裳；
诗荃，即许世璿，许铭伯的次子，其妻范
文滢，字秀莹，是范文澜的三妹；世英，即
许世瑛，许寿裳的长子；范伯昂、云台，即
范文济、范文澜兄弟。这是鲁迅与许、范
两家的共同交集。

有些饭局，是师出有名的。比如
家有喜事、出差、饯行、还乡等。铭伯
的公子订婚，自然也是绍兴老乡间的
大事，“晚至同丰堂就宴，诗荃订婚，季
巿代铭伯招也，同席约十余人”。过了
一些日子，“晚铭伯先生招饮于新丰
楼，因诗荃聘礼也，同坐共九人”。然
后，“午后访铭伯先生不值，以书券二

枚置其家，为诗荃贺礼”。“书券”是什么
东西呢？民国《女子月刊》投稿简章中
说：“投寄之稿，一经揭载，本社均酌奉现
金或书券及本刊，作为报酬。”可知书券
是可用于购书的有价通用证券。以“书
券”作为贺礼，极为高雅。

有一次，许铭伯要去黑龙江，饯行的
饭竟一连吃了三天：

1913年12月13日，“铭伯先生将赴
黑龙江，晚在广和居饯之，并邀协和、季
巿，饭毕同至寓居，谈二小时而去”。看
样子这是鲁迅请客。第二天是14日，星
期休息，“晚铭伯、季巿招饮于寓所，赴
之，席中有俞月湖、查姓忘其字，范云台、
张协和及许诗苓，九时归”。这是许氏兄
弟请客。第三天是15日，“晚协和饯许铭
伯先生于玉楼春，亦赴其招，并有季巿，
夜归”。这是张协和请客。我请一顿，你
请一顿，他请一顿，这一过程，就叫“三饯
许铭伯”，人际关系在此过程中摩擦出了
情感的火花。

绍兴会馆中的人情味儿是很浓的，
一家的事情就是大家的事情。比如周建
人来到北京，要走了，许氏兄弟便出面饯
行：“晚许铭伯、季巿在广和居饯三弟行，
诗荃、诗英亦至。”两家关系好得不一般。

4 “三饯许铭伯”

有一柄黄杨木雕如意，精致
有余而略失苍古，其不露刀痕地
雕成瘿瘤柄首和枝蔓缠绕的柄
身，在盘曲的枝蔓间圆雕象征智
慧和知性的灵芝。此柄如意颇具
巧思，但非文人情趣，应是士大夫
的文房清供。景泰蓝三镶如意在清代
比较盛行。如一柄清代的如意，柄首、
柄握、柄端三处为金镶和阗白玉，柄身
为景泰蓝。其烧制工艺细腻、精致，器
型规整、标准，图案典雅、富丽。

金铸如意，可以乾隆万寿大典的
一件瑞器为例。这柄如意以金铸一株
虬曲的老硬桃枝，上结两桃，一为玉琢，
一为碧玺雕，桃叶若临劲风，紧贴于枝，
为珐琅烧成。白玉桃上镌“乾隆御玩”
四字，填金隶书。工艺熔铸金、珐琅、镶
嵌于一体，工料俱佳，侈美奢华，属于清
宫造办处珐琅作的呕心之作。还有一
柄乾隆年间的纯金如意，通体金黄，手
柄上用绿色松石镶嵌“万年如意”四个
字，光华璀璨，尽显皇家气派。

不同材质的如意，有不同的用途。
金属质地、镶嵌有较大整块白玉或翡翠、
一尺多长的如意，是陈设在厅堂里供观
赏用的，《红楼梦》中宫里赏赐贾母的金
玉如意，当属此类；翠玉质地、
稍小一些的如意，是拿在手中
把玩的；还有一些特殊质地的
如意是插放在花瓶里的，取的
是“平安如意”之意。在中国
传统器物中，如意的造型是十

分独特而明晰的。明清之际学者方以智
《通雅》引《音义指归》云：“如意者，古之爪
杖也。或骨、角、竹、木作人手指，柄三尺
许。”如意既然由痒痒挠发展而来，其最初
的造型，包括其长度、弧度、各部位比例等
方面，就与人的手指、手掌、手臂等部位密
切相关。虽然后世如意的形制变化不一，
出现了带钩式、直柄式、灵芝式、随形式、犀
角式、云叶式、穿插式、三镶式等，单柄首就
有葵瓣、云头、莲花、灵芝等不同样式，但如
意的轮廓始终没有脱离开搔杖的雏形。

在长期的形制演变过程中，如意吸收
了笏板、灵芝等器物的形状特点，至宋代基
本定型，到清代乾隆时期已经完全定型。
应该说，集中国古代如意造型工艺之大成
的清代宫廷如意，其各部分的比例是协调
的，主线条的曲折度是优美的，相关的装饰
是适当的，因此其基本造型是成功的，适应
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习惯，具有浓郁的民族
风格。根据不同材质的特点以及不同的实

际需要，如意的造型会出现一些
变化，而且细节的变化非常丰富，
但其基本造型还是比较明确的，
使人容易辨识、接受和喜爱。制
作和装饰如意的所有工艺，都没
有影响如意造型的独特性。

39 造型独特而明晰

本来，宗大头是想问，信号发
出，关系接上，为什么当天不来，过
了好几天才来接头。被严志诚这
么一问，反而没词了，只好借雷紫
剑压一压对方的气焰。严志诚往
椅子上一坐，说：“既然是姓雷的让
你这么办的，那好，等我见了特派员再
跟雷紫剑算账！”说着，把手里的烟狠劲
地抽了两口，然后把那大半截用力地
拽在地上。宗大头一看对方的派头够
大，看样子对雷总指挥都满不在乎，还
要去找特派员。宗大头的眼珠子一
转：“你说说在游击队里掌握的情况吧，
咱们好好干他一家伙。”他是多么希望
从对方嘴里，听到盐民游击队的消息，
他好升官晋爵，发财致富啊！

严志诚坐在椅子上，接过宗大头
递过来的一支“飞利蒲”香烟，叼在嘴
上，点着抽了一口，这才开口说话：“我
到游击队半年多了，一直是在抽烟叶，
今天你给了我两支烟，刚才那支没有
抽出烟的味来，这回嘛，我细细地品品，
还真有点外国味。”宗大头得意地说：
“‘飞利蒲’的，真正美国货。”他怕把话
头扯远，又往回拉地说，“你在游击队里
这半年多，受委屈了吧。”严志诚含笑摇
着头说：“委屈倒谈不到，反正游击队里
生活够艰苦，每天高粱、小米加野菜，甭
说抽美国烟了，就是这一天三顿饭，宗
队长，我不是小瞧你，怕你咽都咽不下
去……可游击队员们个个生龙活虎，
打起仗来勇敢得很啊！”宗大头把脸扬

起来，有些不耐烦地说：“嗯，够了，别说
了！”他有些听不下去了，两手一扶桌子站
了起来，屋里的两个盐警，也同时端起枪
对准了严志诚。严志诚看了看这三个人
的气势，嘴角上露出一丝轻蔑的笑，眼角
一瞟宗大头，冷冷地问：“宗队长，这是什
么意思？”宗大头把大脑袋一晃：“我要你
谈游击队里的情况。”严志诚表现出非常
不满意的样子：“你要什么？”宗大头一拍
桌子：“我要的是游击队的兵力部署和活
动情况，不听你这婆婆妈妈的！”严志诚上
前一步，和宗大头来了个面对面：“可惜
呀，可惜……”宗大头问：“什么可惜？”严
志诚一阵冷笑：“可惜的是，问这个情况的
应该是你的那个头头。”宗大头说：“正是
雷总指挥授权于我的。”严志诚说：“那好，
你就再请示一下雷总指挥吧！”说着，他把
桌子上的电话机，推到宗大头面前。这么
一来，把宗大头闹了个上不来下不去的，
他推开桌上的电话机，起身来摇通了墙上
挂着的那台电话机，接到三水镇雷总指挥
的家里。因为他知道，在这夜里，雷紫剑
是不会呆在盐警大队部的，可电话打到雷
紫剑的家却没有人，又接通盐警大队部，
还是没有找到总指挥，他急得朝着电话大
声喊：“给我接滩业公会，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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