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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话

悬空寺（中国画） 刘罡

一晃，相声大家常宝霆去世六年多了。
天津的相声名家众多，我接触的也不少，印

象很深刻的人之一是常宝霆。我那时在天津群
众艺术馆当馆长，也当过很长时间的曲艺编辑，
经常举办各类相声活动。每次邀请常宝霆先生，
他都欣然接受，认为跟群众演出是天经地义的事
情。记得他晚年谢绝舞台以后，我们曾经在中国
大戏院举办了一次阵容整齐的相声大会，我斗胆
请常宝霆先生和久违的观众见上一面，他毫不犹
豫地答应了。我搀扶他走上舞台，在后台相声晚
辈们都毕恭毕敬地喊着师叔师爷，那种尊敬大师
的氛围很是浓厚。常宝霆先生走路已经很吃力，
我搀扶的时候感觉很明显。在观众的掌声中，他
对观众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很想念大家，就是来看
看大家。我发觉常宝霆先生的眼眶已经
潮湿了。
在全国国家级的相声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当时只有两个，一个是常宝霆，一个
是姜昆，可见常宝霆在全国相声界的影
响有多大。现在我们看相声表演，年轻
的相声演员风格大体相近，特别突出的
不多，因为题材过于狭窄，表演的手法也
就显得单调，格调陈旧。其实还有一个
根本的症结，是我们回避或者不愿意提
到的，那就是相声演员表演的方式越发
趋同化，看一个演员的表现就能看出一
群演员的风格。而在相声界名望很高的
常宝霆先生，却是在趋同的表演风格里很早就跳
出来，独树一帜。这得益于他的相声世家，得益
于父亲常连安以及哥哥常宝堃，常宝堃就是一个
不同凡响的相声大师，可惜英年早逝。常宝霆从
记事起就与相声结下了不解之缘。父亲和兄长
常在家里研究、排练相声段子，常宝霆耳濡目染，
再加上父亲和兄长的言传身教，本就很有悟性的
常宝霆日渐长进。常宝霆1929年出生，从小就
接受相声的气场，这就帮助了他，促使他很早就
登上舞台，也让他看到了当时众多老一辈相声演
员的表演精髓。在北京，他12岁拜郭荣启为师，
郭荣启天津生活的底蕴丰厚，也在滋补常宝霆先
生的艺术养分。
观众喜欢听常宝霆的相声，就是喜欢他这种

相声演员很难拿捏的帅劲儿，那种表演的激情和
高亢。他让自己的表演如同煮粥一样，不断地加
温，就那么用小火炖着，慢慢把味道全都浸透在
浓浓的香汤里边。观众静下心来，沉浸在他所设
置的氛围里，享受相声那原本的魅力。常宝霆先
生十分注重表演，他像演话剧一样在刻画着人
物，寻找着角色赋予的内容和故事。他的动作也
像话剧演员一样舒展自然，而且是随着人物的变
化而变化，生活化而又艺术化。他把观众瞬间带
到舞台上，带进人物和故事里边。随着节奏在变
化，随着剧情在发展。常宝霆先生在传统相声中
融入了很多现代的东西，影视的、话剧的、小品的
综合在一起。他的观点是：社会在发展，要随之
进步，好好运用，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所以

才诞生了相声《听广播》这样的表演形式，观众以
前没有见过，觉得很新奇，但其中喜剧的包袱又
让人意识到是在表演相声。
比如传统段子《杂学唱》，有很多人说过，但

常宝霆和白全福的《杂学唱》最佳。为什么都这
么说，常宝霆和白全福却与众不同？常宝霆的柳
活儿很有特色，学起来不是像，而是好。常宝霆
在《杂学唱》里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表演才能，找出
可以发挥的细节，加以夸张。表演起来十分娴
熟，在舞台上闹而不喧，效果热烈火爆，节奏干脆
流畅，具有常宝霆独有的帅派风格。另外，他的
基本功扎实，贯口和柳活儿都是他的强项。他为
了练习贯口，从小就开始下苦功夫。他的柳活儿
也很厉害，他知道包袱在哪儿响，为什么响，自己

怎么能够把握好节奏，不让一个包袱哑火。这种
严格要求自己的做法现在很少有相声演员能够
做到。
常宝霆找的包袱点都很准，他不是为了找包

袱而找包袱，一定是肉中噱，就是与相声人物和
故事相符合的，不是节外生枝。他注重在生活中
找情节，在传统段子里去翻新。他有的包袱都是
老百姓经历过但很少提炼过的。再比如脍炙人
口的《挖宝》，这是他与他的徒弟王佩元合作的，
按说从猪身上找包袱，找故事，应该比较难。但
是常宝霆和王佩元却克服了这个困难，他们深入
生活，了解猪身上的一切喜剧因素。最终呈现的
就是夸张在真实中产生、细节在高潮中诞生的经
典。常宝霆的想象力很丰富，他的表演风格和处
理包袱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方法，让人意想不到。
《挖宝》里有关猪蹄和小皮鞋的包袱就格外清新
生动，让观众回味无穷。
他的《爱缺点》，就是在找夸张的切入点，然

后在观众中找共鸣。《不同的风格》《诸葛亮遇险》
《道德法庭》《相面》《武坠子》《身后大事》等都享
誉曲坛，成为当代相声艺术的经典之作，这些都
是从生活中寻找出来的，然后先是塑造人物，再
从人物中寻找包袱点，而不是现在一味地找包
袱，丢掉人物的本体，包袱是为人物服务的。在
相声中很多人都在寻找怎么吸引观众，就有怪和
帅一说。现在怪在出风头，而帅就很难得。帅是
相声表演的一个高峰，也是众多相声演员所追求
的，而常宝霆就在帅上做足了功课。帅不是在台

上撒狗血，而是语言和形体的功夫。我和常宝霆
先生有一次深谈，他说他会的段子不少，但每段都
得要揣摩研究和分析，包袱在哪儿响，人物刻画怎
么才能更合理或者更出乎观众预料。就相声本性
而言是以讽刺为特长，但由于我们创作意识和观
念的模糊，讽刺开始变得有些粗浅和直露。常宝
霆却能在讽刺中折射一个时代的精神，他的讽刺
不是卑琐的低下的庸俗的，而是理直气壮的那
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相声改革小组成员中
就有常宝霆，他把他对传统相声的改革意见发表
出来，成为后来相声改革的一个助推器。他也是
后来相声改革小组中唯一的天津成员。

尽管常宝霆与不少人合作过，但我觉得高峰
期还是与白全福的合作，两个人相得益彰，可谓

绝配。白全福的捧哏也到了出神入化的
程度，不紧不慢，形成了他们独有的风格
和特点。常宝霆14岁正式与白全福结
为搭档，两人共同合作四十余年。在长
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严谨、机趣、炽热、绘
声绘色的艺术风格。常白的相声搭档在
相声界也是很少看到的，白全福去世后
常宝霆就不再找新搭档登台演出，足以
看出他对白全福的尊重和感情。

应该说，这么多年相声的发展一直
在创新与不守旧之间进行。常宝霆敢于
突破原来的表演模式，许多作品经他改
编后，和以往都不同了，跟现实更加贴

近。还拿他的相声作品《听广播》举例，在上个世
纪60年代就大红大紫。我有幸在少年时期就看
过这个作品。当时看到结尾常宝霆从舞台上纸
糊的电匣子里忽然探出脑袋，先是惊讶地张开
嘴，后是喷出来笑声，随之热烈的掌声响起。这
个作品是带着乐队在幕后弹唱的，在表演中还吸
收了南方的滑稽剧等姊妹艺术。从内容到形式
都很新颖。另外，他在相声舞台上也擅长表演，
一举手，一投足，围绕着整个作品的情绪，十分出
彩，再加上白全福的默契合作，使得《听广播》成
为常宝霆相声的代表作品。事过这么多年，相声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似乎再也没有超过《听广
播》那样强烈的艺术效果。

常宝霆生长在常氏家族，其整个家族在相声
界有很大影响。他的相声包含很多，提供的多元
化信息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维、新的生活方
式、新的社会导向都包含在他的相声里面。不管
是创作的新品，还是传统的旧作，他都划入到自
己的相声世界里，加以改造。别人都说的段子，
他再说一定是跟别人有区别的。他敢于突破原
来的表演模式，许多作品经他的翻新和努力后，
就和以往都不同了，似乎每一个字都有出处和讲
究。比如他的《挖宝》，比如他的《听广播》，比如
他的《卖布头》，都是用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艺
术地串联在一起。大家在听他的相声时发现，笑
声背后，他传递的各种信息和信息量相当丰富，
而且手法相当现代化，相声的故事里充满了一种
哲学思辨和人生的况味。

从前人的诗词名作
中，借来意境或意味，再调
词遣句、抒发情感而成篇，
谓之借意。
《汉乐府》中的《上

邪》：“上邪！我欲与君相
知，长命无绝衰。山无
陵。江水为竭。冬雷震
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
与君绝！”
李元洛先生在《天籁与清溪——读汉代与南北

朝民间乐府笔记》一文中，评道：“此诗开篇三句指天
誓日强烈呼告，对情之所钟男子直白表态，此之谓正
抒情……后半部分则列举五种难以发生或绝无可能
发生的自然现象，层层递进地表现‘长命无绝衰’的
生死不渝，此之谓反抒情，借物言情，偏于感性。”
唐代无名氏的《菩萨蛮》一词，则借意于此诗，

选注者胡云翼在“说明”中称：“词里的誓词都是生
动的民间语言，一个接一个，语气那么急切，说尽说
绝，也正为了表示心意（永不变的恩爱）的坚决。”全
词为：“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
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
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菩萨蛮》写
男女爱情的坚贞，亦用“反抒情”之手法，其借意
于《上邪》，传承有序。
唐人王维《书事》：“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

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天色轻阴，细雨如酥，小
院静寂，坐看苍苔之色似欲漫上衣来。元洛兄在

《唐诗分类品赏》一书中，
细析此诗，称其“经典作
品的必具特征之一就是
‘传后性’，也就是它的生
命力不止于当时，而是长
传于后世，对后人的阅读
与创作仍然具有不可磨
灭的影响，即所谓‘千古
不磨’是也。”

清人纪晓岚就借意于此诗，只是换了个环境：
春日，江边，船上，而意境却相同。诗云：“浓似春云
淡似烟，参差绿到大江边。斜阳流水推篷坐，翠色
随人欲上船。”故元洛兄评曰：“殊不知纪大才子正
是从王维那里借支而来，另开新字号的新店。”
宋人陆游《卜算子·咏梅》：“驿外断桥边，寂寞

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
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毛主席也有《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
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
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不同的是毛主席的词在正文前加一引语：“读陆
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
“反其意而用之”，也是借意的一种形式。毛主席写

梅花品格之高，陆游也写梅花
品格之高，但陆游是以梅花自
况，而毛主席写的梅花是英勇
奋斗、大公无私的革命者群像的
表征，读之令人热血澎湃。

农谚说：“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菜。”小雪时节，正是大白菜
收获储藏的最佳时期。国画大师齐白石一生最爱吃白菜，也喜欢
画白菜，通过他的妙笔，将思想情感融入寻常的白菜之中。他曾
说：“客见余画菜，谓曰：‘用墨浓淡不一，何也？’余曰：‘此苍生
色。’”他把画菜的浓淡墨色喻为人民大众的“苍生色”，笔墨中饱
含着对百姓苍生的深情。他的白菜图为白菜赋予了深刻的含义，
雅俗共赏，感染力强，给人以思考，给人以力量。
白菜古时称“菘”，在我国种植历史悠久，特别是到了唐代，

白菜被广泛种植，并且是宴请宾朋的一道佳肴。唐代文学家韩
愈有诗盛赞白菜的美味：“晚菘细切肥牛肚，新笋初尝嫩马蹄。”
到了宋朝，开始称“菘”为“白菜”。北宋诗人吴则礼有“拟向山
阳买白菜，团炉烂煮北湖羹”的诗句。白菜不仅味道鲜美，营养

丰富，而且还有食疗功效。古人有“春初早韭，秋末晚菘”之
说。美食家苏轼有诗云：“白菘类羔豚，冒土出蹯掌。”把白菜与
羊羔、熊掌相媲美。其味道之鲜美可见一斑。《本草纲目》说白
菜：“通利肠胃，除胸中烦，解酒渴。消食下气，治瘴气，止热气
嗽。”正因为白菜为健康蔬菜，齐白石特别喜爱。民间流传着好
多齐白石以白菜图换白菜的趣闻轶事。
齐白石出生于平民之家，早年在家乡时自己亲手栽种白

菜，进京定居后，仍然如此，他经常说，“饱谙尘世味，尤觉菜根
香”。他曾在为友人所作的《白菜图》上，这样题道：“他日显扬，
毋忘斯味。”其思乡情结和往日艰难生活的情景，时时萦绕在他
的脑海中。齐白石在有关白菜画的题句中，所表示的“不是独
夸根有味，须知此老是农夫”“不独老萍知此味，先人三代咬其
根”，正是对自己农民本色的写照。
齐白石主张艺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其纯朴的民间艺

术风格与传统的文人画风相融合，形成独特的大写意国画风
格，达到了中国现代花鸟画的一个高峰。白菜特别适合用写意
水墨来表现，浓淡干湿，酣畅淋漓。齐白石画白菜多用大写意
之法，画中主体先以淡墨晕出整体效果，然后以浓墨破之，最后
再用浓墨勾勒出脉络，以墨色浓淡干湿的变化来突出主体的层
次，质感明显。齐白石一生画了很多白菜，其中有一幅写意的
大白菜图，画面上点缀着几个鲜红的辣椒，并题句说：“牡丹为

花中之王，荔枝为百果之先，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白石
老人对“蔬菜之王”白菜遭到不公平对待而愤愤不平。齐白石
在一幅《白菜冬笋》题跋中写道：“曾文正公云：鸡鸭汤煮萝卜白
菜，远胜满汉筵席二十四味。余谓文正公此语犹有富贵气，不
若冬笋炒白菜，不借他味，满汉筵席真不如也。”可见白石老人
对白菜的钟爱程度。
“清白传家”是齐白石画白菜时常用的画题，几笔浓墨绘出

菜叶，用小笔破墨勾筋，使菜叶墨色丰富，层次分明。然后再用
淡墨勾出白菜帮的轮廓，简单几笔画出白菜的根须，好像带着
泥土的芳香，健壮、新鲜、颜色深浅不同的白菜便错落有致、恰
如其分地呈现在画面上，栩栩如生，田园气息浓郁。在齐白石
的笔下，极为普通平常的白菜，便成为一幅素雅、生动而又颇具
内涵的清白图，道出了白石老人清清白白、与世无争的人生态
度和为人信条。他也以图告诫世人，无论处在什么样的环境
中，或遇到什么样的事，都要清清白白做人，老老实实做事。
齐白石幼年贫苦，拾柿充饥是常有的事。晚年尽管过上了

幸福的日子，对过去“糠菜半年粮”的穷苦生活仍然难忘，“充肚
者胜半年粮，得志者勿忘其香”，所以白菜与柿子常常出现在他
的画作中。《世世清白图》，两棵青白色的白菜，两个熟透了的红
柿子，巧妙地合构为一图而赋予了作品深刻的寓意。简约而不
空洞，以少胜多，突出主题，这也是齐白石绘画艺术的魅力。

家访回来，已是晚上九点多。多年没有走夜路了，这
成为我支教工作中最为难忘的体验。
半个学期很快过去了，我与一些家长素未谋面，家访

成为我们主动去了解孩子最好的途径。班上近五十名学
生，每一个孩子家里都要去，要费几天工夫。
初冬的夜晚有些寒凉，我和几个同事走在乡村小路

上。小路虽有些弯弯绕绕，但平整的水泥道很是通畅。在
学生的指引下，我们“翻山越岭”，走过了几个岔路，转了几
个方向，不曾记住。这里的
地名，我们一点儿也不熟
悉，有些“路痴”的我，根本
不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
与同事聊着天儿，只顾

向前。一抬头，发现远处红
色的星星点点。“那是什
么？”同事问。我顺着她指
引的方向看过去，“好像是
中国结的灯。”我猜测道。
我们循着路灯往前走，直到走近“中国结”。追逐着路灯，
一路走，一路问，开门相迎的每一张热情的脸，都诠释着
这一路走来的值得，当一杯杯热气腾腾的茶递在我手上，
寒意消散，暖在心底。路边红红的“中国结”，给异乡的夜
晚增添了许多温暖。
天气越来越冷，乡村的人们入睡早，整个村庄被寂静

包裹。借着“中国结”的灯光，我们敲开了一扇又一扇门。
有的学生独自在家，父母还在外忙碌，我们的到来打破了
短暂的孤独；有的家里一个老人带两三个孩子，年轻父母
远走他乡工作，老人用我们不太懂的方言交流，从他们的
神情中看出了对孩子教育的无奈，好在几个孩子中总有懂
事的；有的一家人围在炉火旁，各忙各的事，互不打扰，学
习上心的，自然是在家巩固白天学的知识。形形色色的家
庭映照了孩子们大相径庭的成长背景，一番交流后，总要
留下几句寄语，给孩子们一些鼓励。
乡村的房子虽偏远，但十分雅致，大部分孩子在家还

算懂事，获得了父母的一些好评。在学校不太守纪律的
孩子，在家里却也能分担家务，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很
欣慰看到了他们身上的闪光点，让我在支教的路上多了
许多信心和希望。
一路上和同事聊着班上孩子的情况，走在“中国结”灯

饰映照的路上，红色的光照耀着扎根乡村的青年教师们的
背影，在寒凉的初冬里，有一股热情的暖流在周围萦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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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是《晨报》副刊编辑，
人称“副刊大王”，《阿Q正传》即
是由孙伏园在《晨报》首次连续发
表的。1924年11月，他与鲁迅等
人发起成立“语丝社”，出版《语
丝》周刊。鲁迅逝世后，孙伏园以
其对鲁迅的深入了解，撰写了一副著
名的挽联：“踏莽原，刈野草，热风奔
流，一生呐喊；痛毁灭，叹而已，十月噩
耗，万众彷徨。”此联用鲁迅所著书名
及主编之刊名《莽原》《野草》《热风》
《奔流》《呐喊》《毁灭》《而已》《十月》
《彷徨》缀成。

1923年7月14日下午，鲁迅与周
作人失和，当天日记载：“是夜始改在
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以后
的很多年，兄弟二人对此都是沉默，留
给后人一个无法解开的谜团。8月2
日，鲁迅就带着朱安搬出了八道湾11
号，迁居到砖塔胡同61号（今84号），
这是鲁迅在北京居住时间最短的一处
住所，只有9个多月。

砖塔胡同阶段，受条件和心情所
限，留饭的情况很少，只有阮和森、许钦
文、孙伏园、李遐卿得以在周宅吃饭。

鲁迅迁入砖塔胡同不久就病倒
了，朱安对大先生的照顾无微不至。
鲁迅当时不能吃饭，只能吃粥。据其
同院的邻居俞芳回忆：“大师母每次烧
粥前，先把米弄碎，烧成容易消化的粥
糊，并托大姐到稻香村等有名的食品
商店去买糟鸡、熟火腿、肉松等大先生

平时喜欢吃的菜，给大先生下粥，使之开
胃。她自己却不吃这些好菜。”在砖塔胡
同，鲁迅的书桌放在朱安的屋子里，这里
光线好，安静，鲁迅白天即在这里进行案
头工作，朱安则常在厨房张罗饭菜等事，
轻易不去打扰。有时同院的俞家姐妹有
些吵闹，朱安也提醒她们不要吵大先生，
有时甚至是恳求她们：大先生回来时，你
们不要吵他，让他安安静静写文章……
作为女主人，朱安做菜的手艺相当不错。

据许羡苏回忆：“他们家的绍兴饭菜
做得很不差，有酱过心的蚌蟹蛋，泡得适
时的麻哈，但也有很多干菜。”不过，鲁迅
在外生活多年，喜欢的口味南北杂陈，对
于绍兴菜也有不满的地方，特别是干菜
太多，觉得单调。据阮和森的女儿回忆，
在北京的时候，朱安只能从饭菜的剩余
来判断鲁迅喜欢吃什么，假使这道菜吃
剩得不多或吃光了，她揣摩鲁迅一定很
喜爱，下一次做菜时，就多做一些。

阮和森是绍兴人，鲁迅的姨表兄
弟。他是鲁迅小说《狂人日记》中狂人的
原型，曾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当时在山
西省繁峙县当幕友。1916年10月突然
精神失常，“说同事要谋害他，逃到北京
来躲避”。

砖塔胡同的生活

有的如意头上刻五只蝙蝠围
绕一个大“寿”字飞翔，“蝠”“福”同
音，名为“五福捧寿”，指长寿、富
贵、康健、德行、善终，真是样样如
意。如意头上的图案为灵芝的，
称“灵芝如意”，象征长寿延年。
此外，如意上装饰的图案还有其他祥
瑞的寓意，动物、植物、清供、博古类如
“百（柏树）事（柿）如意”“万（万年青）事
（柿）如意”“一统万年”“太平有象”“吉
祥（大象）如意”“平安（花瓶）如意”“年
年（鲶）有余”“和（荷）合（盒）如意”“必
（笔）定（锭）如意”“四艺（琴棋书画）如
意”“四合（四个）如意”“鸳鸯荷花”“鱼
龙变化”等；神仙、人物类如“麻姑献寿”
“刘海戏蟾”“张骞浮槎”等。

寓意“富贵”的，如紫檀木嵌碧玺
三镶如意，在以绳纹组成的三股束花
木柄上浮雕牡丹花枝，如意首和柄身、
尾部都镶有椭圆形錾缠枝莲纹的金
托，托内嵌三块大碧玺，分别为紫红色
与黄色，质地莹润，色泽鲜明，配以黄
色盘长丝穗显得分外庄重；其中牡丹
即寓意“富贵”。

寓意“太平”的，如黄花梨嵌螺钿
三镶嵌玉如意，柄身为黄花梨木制，通
体镶嵌螺钿梅花，三块白玉嵌
于如意的首、身、尾部，分别雕
刻太平有象、花卉瓶景、狮子
等，如意首与中腹玉饰上还分
别琢有篆书“四海升平”“富贵
长清”，寓意太平吉祥。

寓意“长寿”的，如铜镀金錾蝠寿寿
星如意，体形弧曲圆浑，通体镂雕勾连云
蝠纹及团寿纹，布排错落；如意首为云头
式，高浮雕寿星，其身侧有瑞鹤衔芝、白
猿献寿及松柏竹枝等为衬。

寓意“平安”的，如白玉嵌石鹌鹑嘉禾
如意，首镶嵌玉石麦穗数株及鹌鹑两只，
取“穗”与“鹌”之谐音，寓意“岁岁平安”。

寓意“多子”的，如金宜子宜孙小如意，
以模压配合捶揲、焊接等工艺成型。柄体
扁平，錾回纹边，鱼子纹地上凸起“宜子宜
孙”楷书吉语，并以云蝠纹点缀；如意首亦
以鱼子纹为地，中有“喜”字，为婚礼用品。

寓意“三多”的，如墨玉嵌石三多如意，
以沉着蕴藉的墨玉碾琢而成，并镶嵌桃、佛
手、石榴等装饰物；桃、佛手和石榴纹饰的
组合寓意“三多”，即多寿、多福、多子。

中国古代民间喜爱的八仙和暗八仙
图案，也是如意上常用的纹饰。如沉香
木雕八仙纹如意，首呈心状，柄略宽，中

间拱起；通体满雕寿星和八仙组
成的图案；如意首雕饰突额长髯
的寿星，两旁伴有八仙中的汉钟
离、韩湘子。柄中部吕洞宾、铁
拐李同立。柄下方为张果老、曹
国舅、蓝采和、何仙姑。

43 图案吉祥寓意深

三姨太听了雷紫剑话，发愁
地说：“若不，就依着你，咱俩再到
特派员那里去一趟，让他把中央军
的两个团给咱留下来……”雷紫
剑苦笑了一下：“那就看太太你的
功夫了。”三姨太说：“你呀，就这么
点儿能耐！”雷紫剑见三姨太答应了，眼
珠子又一转：“到特派员那里咱可不能
说实话呀！”三姨太不解：“为什么？”雷
紫剑说：“那个姓白的是特派员押的宝，
如果在咱们这里出了事，责任担不起
呀！不如就说这个小队是被游击队端
走的，与咱无关。”三姨太说：“这不是骗
人吗？”雷紫剑说：“骗人？我的太太，这
个社会就是骗人的社会，这一点你不
是比我还清楚吗？”三姨太对这句话，并
不觉得难堪，她反而“呵呵”地笑了，随
即说：“那好吧，晚上我再陪你去一趟。”

晚饭以后，天黑了下来，雷紫剑和
三姨太坐上那辆美国吉普，到了特派
员的住处密谈。使雷紫剑感到疑惑的
是，特派员在得知三岔口昨天丢失一
小队盐警后，不仅没有吃惊，反倒幸灾
乐祸：“不要为失去一个小队盐警大惊
小怪，你得为整个盐区着想，你是全盐
区盐警队总指挥，不仅要把守盐滩，还
得要保障产盐，负责盐区治安，不然的
话，在这戡乱救国时期出了毛病，我可
不好交代。何况这盐滩还有你自己的
产业呢，党国的损失和你个人的损失
是一致的……”从特派员那回来，雷紫
剑辗转反侧，一宿没有睡好。清晨，刚

刚入睡的雷紫剑被三姨太推醒了：“紫剑、
紫剑，快起来，出事了！”雷紫剑翻身坐起：
“出什么事儿了？”三姨太一指桌子上的电
话，说：“滩业公会来电话，说是闹工潮
了！”雷紫剑迷迷瞪瞪地说：“啊，什么工
潮？”三姨太说：“电话里说，驳盐船今天一
对也没有出场，全部插橛了。”雷紫剑急
问：“驳盐的人呢？”三姨太回答：“说是场
里一个人也没有，去济公祠也没有找到
人。”雷紫剑大声喊：“刘副官，叫车，快叫
车！”屋外传来刘副官的答应声：“是！”

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又响了，雷紫剑
无心接电话，他朝三姨太摆了一下手，让
她去接。三姨太接过电话，就听“啊”了一
声，回头对雷紫剑说：“海庄来电话，说那
儿的盐滩上晒滩的把筐都扣了，全都不干
活儿了。”这下雷紫剑吃惊不小，他上去抢
过电话：“你们一定要加强戒备，这不仅仅
是工人闹事，肯定有共产党在活动，如果
据点有什么差错，按军法处置！”

大门外“呜呜”响起汽车喇叭声，雷
紫剑此时却不急于出去了，他在想：坨地
里的驳盐船插橛不出场，盐滩里晒滩的
扣筐不干活儿，都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
间里开始，看来这是统一行动。正这样
想着，“铃铃……”电话铃又急骤地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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