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四
九
五
二
期

12满庭芳
2021年11月29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文华

绽放在春风里的忍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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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30年代，在天津闻名一时的知识书店，是
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领导的进步书店。书
店坐落在旧法租界劝业场附近的国民饭店旁（现在的
和平路298号），经理是叶笃庄。
叶笃庄出身名门，是晚清、民国时期著名的官宦世

家叶家的后代。其曾祖叶伯英曾官至陕西巡抚，父亲
叶崇质则担任过直隶巡警道。辛亥革命以后，叶崇质
弃官从商，兴办实业，先后任华新纱厂坐办、启新洋灰
公司常务董事、华新银行总经理等职。叶崇质有一位
夫人和两个姨太太，子女众多，仅长大成人的儿子就有
八个。叶笃庄虽然出生在这样一个封建色彩浓厚的资
产阶级家庭，但从考入南开中学后，思想日趋革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更是激起
他抗日反蒋的思想，再加上这一时期受同学影响阅读
了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思想更加进步。
1934年秋，叶笃庄到日本留学。在日本留学期间

他认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吴砚农。叶笃庄是吴砚农弟弟在
南开中学的同班同学，两人又都来自天津，政治观点一
致，所以交往非常密切。当时，叶笃庄的父亲已去世，兄
弟间正酝酿分家。叶笃庄同吴砚农商量，想将“祖上剥削
来的钱，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情”，所谓“取之于民，用之
于民”。最后商定，在天津开办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书
店，目的是宣传和传播进步思想。
1936年暑假，叶笃庄向主管家事的大哥提出分家

的请求，每人分得股票等动产折合1万元左右。叶笃
庄和受他思想影响的四个兄弟叶笃义、叶笃廉（后名
叶方）、叶笃正、叶笃成（后名方实）各拿出1千元作为
书店的启动资金。后来因资金周转困难，叶笃庄又拿
出3千元交给书店。吴砚农和一个留日学生夏某分别
投入数百元。经过反复讨论，书店定名为“知识书店”，认为这样既能代表书
店性质，政治色彩又相对温和，不容易引起怀疑。
1936年10月17日，知识书店正式开业。有关知识书店的开业时间，现有

的资料基本都依据叶笃庄和叶笃义在回忆天津知识书店的文章中的提法，
笼统地说是1936年9月或者10月，没有具体的日期。其实，天津知识书店在
开业前一天，也就是10月16日，不仅在《大公报》上刊登了宣传广告，同时在
该报其他版面也刊发了书店的简单介绍和即将开业的消息。由此可以确
定，天津知识书店正式开业的时间是1936年10月17日。
至于书店关门停业的时间，也存有疑问。目前的统一说法是1937年7月28

日，这个时间来自叶笃义所写的《开办天津知识书店》一文。叶笃义在这篇文章
中称，书店停业的那一天，恰逢日军飞机轰炸南开大学。不过，南开大学遭日军
飞机轰炸应该是在7月29日和7月30日两天。从这一点来看，天津知识书店的
停业时间很可能是1937年7月29日。
知识书店创办后，叶笃庄任经理，吴砚农为副经理，受中共天津市委书记

林枫同志领导。不久，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易吉光（当时化名余卫公）出任
书店副经理，直接主持书店工作，共产党员向叔保主管营业，书店也因此成
为中共天津市委机关的一部分。易吉光、吴砚农和向叔保三人还组成一个
党小组，受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书店走上正轨后，叶笃庄就返回日本继续完
成学业，书店工作完全交给易吉光等人打理。
“介绍新书杂志的总枢，为文化界服务的公仆”，这是知识书店在《大公

报》刊登的广告宣传语。当时，书店出售的主要是生活书店、光明书局、天马
书店、新知书店、东方杂志公司等几个进步书店的书籍和杂志，并成为这几
个书店在华北的总经销处。
开办期间，知识书店销售和出版发行了大量进步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

书刊，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如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
人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时任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孟用潜翻译的
斯大林传记《从一个人看一个世界》、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读物《政治经济
学基础教程》及《中国呼声》《世界知识》等。这当中，孟用潜翻译的《从一
个人看一个世界》是由知识书店自己出版发行的。知识书店还发行了中
共北方局机关刊物《华北烽火》（该刊后来为躲避国民党的迫害，数次更换
刊名为《长城》《国防》《中国人》等）。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以笔名在上面发表
了《论合作抗敌的一封信》等一系列文章，从理论、策略等多方面指导北方党
组织的工作。1936年 8月 15日，该刊还刊载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
书》，提议国共结成全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国力，一致对外”。另外，由知识
书店所发行的大型期刊《国际知识》和英语期刊《Democracy（民主）》在当时
也都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让更多人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了解到一
些在国内看不到的信息。《Democracy（民主）》甚至被誉为“中国民主运动的
一个推进者”。
通过图书杂志的编辑出版，知识书店聚集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知识

分子，在团结和发展广大爱国进步力量、扩大进步文化阵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如《国际知识》主编沈志远、编委会成员张友渔、作者柳湜等就都是共产党
员，其他撰稿者也多是爱国知识分子。《Democracy（民主）》半月刊的编辑则是
著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梁士纯等学者。
1937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和天津的沦陷，知识书店被迫停业。书店虽

然仅仅存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此期间销售发行了大量
抗日救亡和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书刊。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形成的时期，书店的建立，在天津成为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
抗日救亡运动的宣传阵地，为不少学生和知识分子指明了方向，引导他们走上革
命和进步的道路，影响力远达济南、太原、北平等地。

那年在苏州的宾馆，墙边花木葳
蕤。青青叶间小花儿或白或黄，在晨
雾里浅浅地笑着。飘来的香气，虽不
似雨中的丁香花，却也凝结到了雾气
中，顿然芬芳了心情。
“这是什么花？”园丁看了我一

眼，笑着说：“怎么？没见过吗？这是
金银花。你看这花，白的像银，黄的
似金，花名儿多形象。虽然这花名儿
你也许觉着俗，却可入药，在中医里，
也叫忍冬。”
什么，这也是忍冬？
年轻时逮着书就读，也读了些关

于植物的书。有一回到和布克赛尔
境内的松树沟去旅游，时在夏季。几
位结伴中，有一位新疆林业科学院的
朋友。在一面山坡上，我发现一株约
高三米的灌木，树叶油绿，结着小红
果，感觉很像忍冬。便问那位新疆林
业科学院的朋友，他点头称是，但眼
神里却掩不住疑问。
其实，通过果实，忍冬是很好辨

识的。
那位朋友介绍，在新疆，忍冬属

植物有13种，多为这种直立或攀援状
的落叶灌木。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
区、天山西部、塔尔巴哈台山、准噶尔
西部山地等。花有红、白等色，果为
浆果，有红、黄、黑、蓝等色。看来，我
所见到的，应该是常见的一个种属。
这种植物生命力极强，多生于海

拔900米至 1600米的石质山坡或山沟
的林缘和灌丛中，在恶劣的环境里依
然保持着一种坚忍，且多“凌冬不
凋”，名为忍冬再恰当不过。
现在这个时节，正值初冬，可以

想见，过一段时日，朔风怒号，千里雪
飘。在一派肃杀的境地里，忍冬卓尔
不群，枝青叶荣，凌寒不凋。“岁寒，然
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口中念着这句
话，就不觉地把忍冬与松柏并列了，

“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不错，忍
冬就是这样隐忍、坚韧。一生都会以顽
强的毅力和耐性，奏出生命的强音，命
运的交响，春天的序曲。
松树沟归来，春天里，在山间遇见新

疆忍冬，我总会着迷于它的花朵。忍冬
属的花大多是白色黄色，但新疆忍冬有
粉红色，而且花朵较大较鲜艳，所以别名
也叫桃色忍冬。它还有另一个别名，鞑
靼忍冬。这两个名字，我则从未叫过。
七八月在山间，有忍冬的地方，就

能见到树枝上长相很特别的小红果，这
果实不是一串一串，而是成对出现的。
早在开花之初，忍冬生出的就是成

对腋生的“双花”，自然也就成对结果。
但是，也可以由此发现，枝头上

也有单结果。这是因为植物并不总
那么遵循自然规则，双果之一，常有
不发育的。
果实一般都比较苦涩或酸涩，而且

大多是有毒的，人不能吃。
不光忍冬，很多野生植物美丽的果

实也都有毒，这样的色泽，是为了吸引
鸟儿。人吃了有毒，但鸟儿吃了却能消
化。生物的进化从来就是如此神奇，这
些树，通过这样的办法，由鸟儿把种子
传播到了四面八方；而毒素，只是为赶
走鸟儿之外的生物。
西伯利亚来新疆过冬的太平鸟，应

该在一路上都能寻觅到忍冬的果实。
现今，新疆忍冬可培植成为优良的

观赏植物，适应性强，表现抗寒、抗旱、
抗病和耐瘠薄等特性。加之形态优
美，枝叶繁茂，花香果艳，花期较长，已
多被栽植于庭园观赏，或用来点缀草
坪、岩石及假山。若配植于墙下窗前，
也极相宜。
今年 5月初，在一个院内见到了数

丛忍冬，开着粉色的花，竟间杂有白花
的，想当然以为都是新疆忍冬，经春历
夏，突然发现，原先开了粉色花的，结了

红果，而开白色花的，却结的是黄果。
查阅了一番资料才弄明白，前者应该是
新疆忍冬，后者是长白忍冬，或者说是
黄果长白忍冬。
现在回到苏州园丁所说的“金银

花”，其名出自《本草纲目》。由于花色
初开为白，后转黄，故得此名。因其花、
藤和根均可入药，也名“三宝花”。药材
金银花，为忍冬科忍冬属植物干燥花蕾
或者初开的花。
南北朝时，《名医别录》便有记载。

宋时，名声日隆，《墨庄漫录》中记载了
生吃忍冬救活了几个中毒和尚的轶
事。然而至清代，已是“吴中暑月，以花
入茶饮之，茶肆以新贩到金银花为贵。”
金银花，如金似银般贵重，倒也道

出了它的地位，此名其实并不俗。农
谚讲：“涝死庄稼旱死草，冻死石榴晒
伤瓜，不会影响金银花。”虽然贵重、不
可或缺，金银花却不娇气，坚韧得超乎
想象。
一位家在安徽的同学曾告诉我，金

银花是大别山区常见的一种藤本植
物。纤细、绵长的藤蔓，踏着野草、蒺藜
的肩背，牵牵连连，攀攀延延，攒起一蓬
蓬茸茸的绿叶儿。在山之角，在地之
隅，不择地势，不弃荒野，一丛丛，一簇
簇，随处可见其身姿。
一到 4 月，一片翠绿间，突然缀满

了朵朵银白、金黄的小花，举着无数个
小喇叭，把春天吹奏得生意盎然。一
抹清浅的幽香，似一曲轻声吟唱的乡
间歌谣，云一般闲静，风一般轻柔。如
见简装素束、闲云野鹤的隐者，打身边
超然物外而过。每当这时节，人们便
觅其芳踪，采摘，择净，炒制，焙干，掺
入刚上市的新茶内，做成金银花茶。
以开水冲泡，顷刻，清气氤氲，暗香浮
动，沁人心脾。这种花茶有醒脑提神、
明目清火之效。啜饮之后，若和风拂
面，似紫露凝香。

这就不难看出，新疆忍冬和金银花
的区别来了。
新疆忍冬属茜草目忍冬科落叶灌

木，高达三米，全体近于无毛。而金银
花是藤。花期也不一样，一个在五六
月间，一个 3 月开花，而且金银花没有
果实。
因新疆忍冬类不及金银花繁盛且

受宠于众，故古人诗中所言忍冬多为金
银花。然而“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
折？”其美不在于张扬，仍悠然自开，映
衬蓝天。
“金花间银蕊，翠蔓自成簇。”此物

本天成，即便改名“金银花”，依然“蓬门
不识金银气，唤取芳名作忍冬。”可见这
“附金贪银”的名字，正与忍冬寂傲的本
性全然相反，便颇有耐人寻味之处。写
《金粉世家》的张恨水，也曾表达过这样
的意思，金银花的名字虽有几分俗气，
可是当认识了解金银花之后，一定会觉
得它的“花意甚雅”。
清蔡淳有诗《金银花》：“金银赚尽

世人忙，花发金银满架香。蜂蝶纷纷成
队过，始知物态也炎凉。”真是通过一
物，看出了世态，揭示了人性。
从野生植物稀疏的戈壁荒原，到树

木半城的西部绿洲，克拉玛依人只用了
短短六十余年时光。现在的城市园林
里，也常见新疆忍冬和金银花并植。走
在步行街上，便可随见。
但更多的忍冬，仍寂静地生长于荒

郊野岭，只要有水和土就开枝散叶，繁
花似锦。这种廉价的生命需求，委实不
应被人忽略。尽管很少有人为之泼墨
绘画、写诗作赋、吟诵高歌，却依然能够
绽放在春风里的，才是最真实的生命。

在旧体诗词创作中，借用前人的某个诗句，或一字不
改，或略有变动，称之为借句，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法。
毛主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

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
正道是沧桑。”此中的“天若有情天亦老”，借自唐代李贺《金
铜仙人辞汉歌》中的“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原诗写的是魏明帝派人去长安，把汉武帝造的铜人承露盘
拆下来运往洛阳，铜人感叹汉亡而悲伤流泪，天若有情，看
到铜人流泪也会愁中变老。毛主席借用此句，却翻出新意：
“天若有情，看到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残害人民，也要因痛苦
而变得衰老。深受反动派残害的人民，自然要彻底推翻反

动统治，这是人间正确道路。”（周振
甫《毛泽东诗词欣赏》）

李元洛先生所著《唐诗分类品
赏》一书中，收录、评析了名不见经传
的王梦周一首七绝。《故白岩禅师
院》：“能师还世名还在，空闭禅堂满

院苔。花树不随人寂寞，数株犹自出墙来。”他说：“我
选此诗的最重要的原因，则是有感于南宋诗人叶绍翁
的名作《游园不值》，似乎与它关系暧昧。”叶诗为：“应
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
枝红杏出墙来。”故元洛兄称：“两诗后两句的用语与意
境大体相同，王诗写人去院空，唯见花树出墙，不胜惆
怅之情见于言外。叶诗大致也是如此，只是‘数株’变
为‘一枝’，‘出墙来’竟然相同，虽有夺胎之妙，但也不

免泄露了‘作案’痕迹。”所谓“‘作案’痕迹”，是指叶绍翁高
明地“借意”“借句”。叶诗胜于王诗者，一是有叙事性：穿
有屐齿之鞋，踏苔路而去游园，小扣柴扉有声而园主不在；
二是有视觉冲击力：满园春色满得往外淌，让一枝红杏做
代表出墙。
邵燕祥是当代的一位诗坛老将，先以新诗名世，晚年则专

攻旧体诗，成绩斐然。他赠著名漫画家丁聪（笔名小丁）的七
绝颇为人称道：“黑发童心耳目明，兴亡入画鬼神惊。行年八
八犹称小，天下谁人不识丁。”第四句借自唐人高适的《别董
大》的末句：“天下谁人不识君。”改“君”为“丁”，妙不可言。

北京时期鲁迅住过四个地方：
绍兴会馆、八道湾、砖塔胡同、西三
条胡同。其中绍兴会馆时期完全
是单身；八道湾是与老太太、朱安、
周作人一家同住；砖塔胡同是兄弟
闹翻后携朱安居住；西三条胡同是
最后购置的周府，与老太太、朱安居住。

绍兴会馆阶段，最先与周树人一
同进餐的是蔡国亲。当然这对蔡国亲
而言，并不是什么荣誉，只是说明他们
的交往比较亲密而已。因为鲁迅初到
北京时，无依无靠，寂寂无名，还得仰
仗他的各位老乡。鲁迅是1912年5月
5日到的北京，8日，“夜饮于致美斋，
国亲作主”。这是鲁迅在北京的第一
场饭局，由蔡国亲做东，可看作是接风
洗尘的欢迎之宴。后来鲁迅留蔡国亲
在家里吃饭，也说明他们二人一开始
便保持着良好的交往互动。

许季上前后6次在绍兴会馆的鲁
迅寓所留饭。当然许季上也请客：
1917年 4月23日，“晚同二弟往许季
上寓饭，同席共七人”。

鲁迅生平有五位姓许的知己：三
男，即许季上、许寿裳和许钦文；二女，
即许羡苏（钦文的妹妹）和许广平。许
季上（1891—1953），许寿裳的堂兄，出
生于钱塘名门世家，是一位博学深识的
佛教学者（居士），毕业于复旦公学哲学
专业，曾在北京大学兼课，讲授印度哲
学。1912年应召至教育部任职，与鲁迅
同事，他们共同的话题是古籍与佛学。

鲁迅读经的直接动因与许季上有关，开始
是许季上送他几本佛经，然后又多次借经
书给他，还陪他去书店买佛经。有时候鲁
迅上午拿了工资，下午就请许季上陪他去
书店买佛经，佛经迅速积累，到后来许季上
反过来要向鲁迅借佛经看了。鲁迅1914
年出资请南京的金陵刻经处刻印100部
《百喻经》为母亲六十大寿祝寿，就是由许
季上促成的（不过令人困惑的是，进入
1915年，鲁迅基本上就不再买佛经了）。
鲁迅与许季上密切交往的时期，正是鲁迅
抄古碑、读佛经，在沉默中等待爆发的时
期。从这个意义上讲，北漂之初，鲁迅多
次留许季上吃饭，就不是偶然的了。

八道湾11号阶段，周宅没有一次随
机留客人吃饭的记录。这也是可以理解
的，因为弟兄同住，家口大，加之周作人的
妻子是日本人，外人留餐多有不便。周氏
兄弟仅在1923年有三次治馔请客的情
形：一次是5月10日，“晚与二弟小治肴酒
共饮三弟，并邀伏园”；第二次是5月26
日，“晚二弟治酒邀客，到者泽村、丸山、耀
辰、凤举、士远、幼渔及我辈共八人”；第三
次是6月18日，“旧端午也，休假。午邀孙
伏园饭，惠迪亦来”。可以看出，孙伏园与
周氏兄弟二人的关系都很好。

绍兴会馆时期留饭多

有一柄文竹嵌竹丝嵌玉荷花
鸳鸯如意，将打磨光洁的棕竹丝弯
曲成波浪状，并列粘贴于柄身上；柄
首的竹丝则盘成圈状，中央嵌荷花
鸳鸯纹玉饰，制作工艺十分复杂。

清代如意工艺中，特别值得
一说的是三镶如意。木柄三镶玉如意
是清宫如意收藏中的大类，主要是为迎
合帝王鉴古之雅好。如意两端为灵芝
或云叶形，中间凸出心形或圆形，表示
“称心如意”。三镶如意木柄的质地有
紫檀、花梨、黄杨、黄檀及檀香木等十余
种，以紫檀较为多见。它们或为光素，
或雕刻吉祥图案，或嵌金银丝花纹。如
意的首、身、尾三处分别嵌饰玉雕，是为
“三镶”。如意上嵌饰的玉饰有历代古
玉，也有清代时专门碾琢的。古玉中不
乏战国之玉佩、汉代之玉璧、宋元之玉
带板、明代之玉饰，也有清人用和阗玉
仿古者。如一柄清代中期紫檀嵌玉八
卦三镶如意，柄首所嵌“海东青捕天鹅”
玉饰即为辽金时期著名的“春水”玉，莹
润细腻，极其珍罕。再如一柄紫檀嵌玉
三镶如意，紫檀柄，首、身、尾镶螭纹玉
璧、玉瓦；如意首玉璧的中央镶有一颗
产自黑龙江流域的东珠，粒大晶莹，点
缀在双螭之间，组合为二龙戏
珠纹饰，光彩夺目。还有一柄
紫檀嵌宝石花鸟三镶如意，通
体满镶翠、玉和各色宝石，首、
身、尾镶嵌三块青玉瓦，首、尾
均嵌牡丹花枝，中腹嵌桃枝图

案；以翡翠为叶，紫红色碧玺为花朵和桃
实，中腹上、下各嵌四只白玉鹤，飞翔在花
果之间，艳丽华贵而略有堆砌之感。

一般来说，镂刻精细、贵重华丽的如意
往往配以穗带腰结，有的还系有用红珊瑚
珠串成的坠子。清代乾隆御制如意穗带腰
结的编织，可谓花样百出，有花篮、盘长、双
鱼、寿字、双喜、“卍”字等，极富祈吉意义。
如有的如意系红丝长穗，腰饰盘长结，寓意
吉祥永延，形象喜庆和谐，民俗色彩浓郁。

形如灵芝、貌似祥云的如意，其造型
本身就很吉祥。如意既然是典型的吉祥
物，制作者还要想方设法设计出各式各
样的吉祥图案，装饰在如意上。这些图
案吸收了礼法、宗教、民族、民俗、文化、
艺术等各种因素，涉及宫廷和民间生活
的方方面面。宋代，如意上越来越多地
出现祥瑞图案。到清代中后期，各类如
意上的吉祥图案几乎囊括了中国传统的
所有吉祥图案。如意头上雕刻的图案，

大都是借“如意”二字顺意发挥
而成的吉祥图案。有的如意头
被雕成两个柿子状，“柿”“事”同
音，叫做“事事如意”。有的如意
头上刻五只蝙蝠围绕一个大
“寿”字飞翔，名为“五福捧寿”。

42 木柄三镶玉如意

宗大头逃出据点，顺着盐沟逃
往三岔口南边的炮楼里。驻守在
这里的盐警小队长姓谢，是宗大头
的把兄弟，排行第二，人们叫他谢
老二。把宗大头安顿好，谢老二这
才问：“大哥，出了什么事儿？”宗大
头翻了翻白眼儿，压了压气，这才把腿一
拍：“老二，完了，全完了！”谢老二问：“什
么全完了？”宗大头刚要回答，炮楼顶上
的盐警突然喊起来：“哎呀，火！”几个人
往外一看，只见三岔口那儿一片熊熊大
火，宗大头不由得喊了声：“哎呀，我的亲
娘祖奶奶！这回是真的全完了……”他
翻身倒在了地上。谢老二忙和盐警急
忙把宗大头扶起来，喂了口热水，宗大头
这才缓过气来，讲了事情的经过。

谢老二一边听，一边心里害怕，游
击队真比传说的还神啊。他问宗大头：
“大哥，这可怎么办啊？”宗大头‘咳’了一
声：“有啥辙呢，照实向总指挥报告吧。”
谢老二转了转眼珠，低声说：“大哥，这
样不妥吧？”宗大头问：“怎么不妥？”谢
老二狡猾地笑了：“虽说你在总指挥面
前是个红人，但把三岔口据点给丢了，
两个小队的弟兄也都没了。”宗大头两
眼发直，望着谢老二说：“那怎么办？”谢
老二一时也拿不出主意，手挠头皮想办
法。宗大头突然从床铺上坐起，一把拉
住谢老二：“这年头就是‘瘸拐李，把眼
挤，你糊弄我，我糊弄你’，走，咱俩外边
合计去。”说完，两人一同走出炮楼。

这些天来，雷紫剑忙得一塌糊涂，

当刘副官向他报告了昨晚发生的事情后，
脸色突变，立马接通了宗大头的电话，破
口大骂：“都是一伙子混蛋！大头，我告诉
你，这三岔口据点若是给我丢了，我要你
的脑袋！”屋里这么一闹腾，隔壁房间的留
声机停止了唱声，房门一开，三姨太走了
进来，往日，雷紫剑见到三姨太，总是摸着
自己的秃头顶，笑脸相迎。今日却不然，
他只是把头一抬，木呆呆地望着，一动不
动，一言不发。三姨太坐到沙发上，她那
带卷的头发，正巧搭在雷紫剑扶着沙发靠
背的手上：“究竟是怎么回事？”雷紫剑生
气地说：“都是你讨来的好办法，把我的一
个小队断送了！”他又对刘副官说，“刘副
官，你通知宗大头，每天中午十点半，让他
用电话向我报告一天的情况。”三姨太莫
名其妙地问：“怎么是我让你断送了一个
小队？”待刘副官出屋，雷紫剑才向她讲了
三岔口据点发生的事情。

三姨太听了雷紫剑的述说，她伸出
舌尖，抿了抿嘴唇：“你这个总指挥也太
小气了，管着几个盐警大队，损失一个小
队就把你坑成这个样子！”雷紫剑知道三
姨太手狠，此时，他想利用她买通特派
员，让中央军留下来，便说：“这可关系到
咱们的家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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