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做教师的，若干年前，一个男生上课老是打瞌睡，一询
问，原来是每天晚上抖音上的小视频看得时间太长，甚至看到凌
晨，联系了家长，家长管了一管，时间不长，还是老样子。这是我
第一次听说抖音这个新鲜事物，“抖音有这么好看吗？”我带着疑
问和好奇心，也去接触一下。

别说，里面有趣的和搞笑的视频还真不少，魔术揭秘、恶搞、
唱歌的、跳舞的、旅游的、探险的、臭美的，让人毁三观的言论的，
五花八门，再加上奇妙的背景音乐，真让人上瘾和爱不释手。办
公室一同事说，她老公一吃完饭，拿着手机往沙发上一坐，只听见
不时的“哈哈哈，嘻嘻嘻”的笑声。

当然，至于那些父母亲怀念幼小的生命逝去，家里的顶梁柱
轰然倒塌，癌症晚期患者微笑着面对镜头等种种不幸遭遇的，让
人唏嘘不已，也让屏幕前的观众们更加珍爱生命。

我刷抖音，最大的感触是：它很神奇。
为啥这样说？
阴历的七月十五刷到一张照片，下面配上文字：叫一声爸能有

人回答，比啥都重要，愿老爸您在天堂一切安好。定睛一看，是小
学加初中同学梅和她爸爸的照片。大概我读高中那会儿，她爸爸

得了脑瘤，没多久就去世了。
我跟梅聊了好长时间，从工作

到家庭生活，她开了一个减肥中心，
生了一双儿女等等，聊到了几个小
学时的同学，说好了暑假回去，约几
个同学聚一聚。

经常看到一个叫娟子的发的抖
音作品，关注了一下，自那以后，还

看到了她的经过美颜和滤镜的真容，而且她与梅还是通讯录好
友，我确定她是我村上的高中同学，她家距离我家不到50米的距
离。她爸爸当过兵，后来退伍了，做了村上诊所的医生，她妈妈和
二哥都是小学教师，她妈妈已退休多年。我发了留言：“老同学，
还认识我吗？”她看到我的抖音昵称，已经猜得差不多了，跟她聊
起来，互留了手机号码。手机微信上再跟她聊的时候，她说：“不
说咱是高中同学了，一个村住着，都很少见面……”的确如此，长
大了，翅膀硬了，只想着飞向外面更广阔的天空，把地平线忘得干
干净净了。

看到村上一个老兄，发了一张他和他老父亲的合影照，上面
有两行字：父爱如山，致：天堂的父亲，愿您在另一个世界安好！
照片上的老兄还很青涩。当年，这位老兄家在村上是响当当的大
户，我们都还住着土房子的时候，人家已经是6间青砖瓦房，一字
排开，再加上宽大的院落，舒坦、大气。这位老兄的父亲在某个政
府大院做厨师，很有些门路，买化肥、买农资物品，找他准行。他
们家里是村上最早买电视机的人家，一到晚上，他们家的院子里
便挤满了人。等到我读高中，他们兄弟姐妹基本上都住在县城，
不经常回来了。他的老母亲就在这个时候突然病逝，他的老父亲
后来又找了一个中年妇女，没几年，他的老父亲也因车祸离世，他
父亲的后老伴儿回了趟老家，坐长途车从老家回来，到了县城听
闻老人出了事，马上买了返程票回去，不肯露面了。他家的那个
房子加上院落自此无人居住，卖给了村上的两户人家。几年以
后，这位老兄做厨师的哥哥刚刚在饭店找了一份工作，上班的第
二天突然病故，因为老家的房子已经易主，丧事在县城办的，然后
埋在乡下的田地里，自此，家道中落。

而这位老兄，据说是混社会的。我给他留言：“好像认识！”他问
我是谁？我报上我的乳名，他说：“还好吗？好多年没见了！”我说，
我很好，不经常回去。他说：“经常回去看看，别给自己留遗憾！”

还有一个梅子，经常晒一些跳舞的抖音视频，有时也署名“小
陌奶奶”，这是我高中同学，高三一毕业就回家结婚了，新郎带着
一个8岁的儿子，把她爸妈气得够呛，啥也没陪嫁就把她嫁出去
了。现在已经做了奶奶，每天跳着欢快的舞步，说明很幸福。遇
到了真爱，自己幸福，此生足矣！

呵呵，神奇的抖音。 本版题图 张宇尘

1969年年底，我从保定38军调至天津
66军，翌年，在军炮团的指挥连担任副指
导员。我从小喜欢写作，国庆节前夕，便写
了一首歌颂祖国的诗寄到《天津日报》。稿
子没有发，却在第二年年初给我来了一封
邀请信，让我到报社文艺组参加一个座谈
会。我喜出望外，觉得《天津日报》对待业
余作者的热忱真是名不虚传。就是
在那个座谈会上，我认识了与我一样
穿着军装的战士诗人李钧。他给我
的印象是，谈不上十分英俊，而彪悍
有余。他说他是坝上康保人。我想，
这就对了。北方的霜雪和草原的风，
应该给予他这样的造型。

座谈会上，我没有发言。我说我
还没有在天津发表一首诗，我是来洗耳恭
听的。李钧好像也没有说什么，他还有些
腼腆。其实，他那时在北京军区、在天津已
小有名气。在北京军区政治部编发的《连
队文艺》上，在《天津日报》副刊上，他已经
发表了很多反映战士生活，描绘海、边防部
队训练、巡逻、日夜守卫祖国安宁的卓有才
情的短诗，得到了军区文化部部长魏巍的
赞扬。据说，他调入军区战友歌舞团，就是
魏巍推荐的。当时的《天津日报》，据孙犁
回忆，他已经从劳动的地方回来，被允许到
文艺组上班了，干的是“登记来稿，复信”的
文书的工作。我想，李钧的稿子大约也是
经孙犁的筛选、推荐，得以发表的。魏巍和
孙犁都是解放区过来的老作家，他们是发
现李钧的伯乐。

这之后他的作品陆续登上《解放军
报》《人民日报》的殿堂，成为军旅诗人中
的佼佼者。当时善于发现新人、培养新人
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曾给部队诗人王石祥
出版过诗集《兵之歌》，这时又给李钧出版
了诗集《军号声声》，可谓军旅诗人的摇
篮。在那个年代，我和他经常作为工农兵
中的“兵”代表，参加天津市的一些诗歌朗
诵会、赛诗会之类的活动。我们既是诗友，
又是战友，关系自然比较密切些。他与其
妻曹建玲的婚礼，我也应邀参加了。他的

直率、坦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天津诗
坛把他当作自己人，他也把天津这块沃土
当作第二故乡。他调到北京后，仍然和天
津的朋友保持联系，经常回津与宋曙光、申
文钟、唐晓云等诗友相聚，席间高谈阔论、
妙语连珠，已经不是当初一说话就脸红，腼
腆的战士诗人了。2019年，天津为纪念新

诗诞生100周年，出版《天津百年新诗》，选
发了李钧三首当年的“枪杆诗”。《天津日
报·文艺周刊》的诗歌专版，还曾约他写过
一篇“我与诗”的创作谈，讲述他挚爱一生
的写诗历程。“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
哂未休”。他的诗，一些浅薄的人可以瞧不
起，但历史不会忘记。

1985年，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
出差北京便到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看他，听
他讲些京城轶事，文坛趣闻。他也不推辞，
常常语出惊人，意之所适，情之所钟，冲口
而出，无所顾忌。好在他仗义执言，有时有
两句过头话，也随着他语言的波涛远去
了。我喜欢他的这性格。每与有约的作家
会面，只要他愿意，我都拉着他一块儿赴
约。有一次，徐坤、徐小斌两位女作家约我
吃饭，我就邀请他一同前往。酒过三巡之
后，李钧的话匣子也打开了。我口讷语迟，
两位又都是女作家，有李钧兄口若悬河滔
滔不绝，正解了我的木讷之窘，这是我求之
不得的。临近尾声的时候，不知怎么说起
了生肖之事。李钧在兴头上，也不问问诸
位的属相，说：“属相如人，人同属相。十二
生肖，蛇是最阴险的，我一看见蛇，浑身就
起鸡皮疙瘩，所以呀，我平生最烦属蛇的
人。”说到这里，他才想起问问二位女士，希
望得到她们的赞同。两位女士对视了片

刻，突然大笑起来，告诉他：“我们两个，都
是你最烦的人。”

这真是一个富有戏剧性的场面。我后
来去看寇宗鄂、周国平，都因为有李钧的参
与，而使会面显得十分愉快。他是一个如
同《红楼梦》中史湘云式的人物，“竹筒倒豆
子”“胡同里赶小猪”，直来直去而让人愿意

接纳。有他在，聚会才不至于冷场。
只是他的个人生活令人爱莫能

助。在他刚刚进入不惑之年的时候，
他的夫人曹建玲不幸因车祸罹难。曹
也是个文学爱好者，受李钧的影响，散
文写作成绩斐然，不但屡屡见于《人民
日报》副刊，而且工作也由部队医院调
到军区政治部“聂荣臻传记写作组”，其

写作生涯如日中天。二人同笔同春，感情日
笃。她的去世，使李钧立陷冰窟。据当时还
在《战友报》任记者的周凡恺告诉我，这场车
祸，李钧一家，一死两伤，惨不忍睹。李钧和
他不满十岁的儿子住进医院，小曹的丧事都
没有参加。也许就是这场车祸，改变了他性
格中的某些元素。他变得有时偏执，有时固
执，人们看他一个人生活可怜，要给他说个
后老伴儿，他见了许多，没一个中意的。在
他的头脑里，必须达到小曹的标准。这固然
说明他对小曹的感情，但成功确实很难。我
在天津曾给他介绍了一位各方面都很好的
女军人，见过一次面，以后就杳无音信。他
的脾气也大了。他的过世，与他在疫情期间
因为没戴口罩，而与人吵了一架有直接的关
联。他2009年退休后，因为脑梗住了几次
院，心脏也不太好。我和他的状况差不多，
在电话里还互相鼓励：不生气，不发火，安度
晚年。他怎么就忘了呢？据说他这次发火
吵架之后，便住进了医院，出院后不久就辞
世了。

去年春节，他还给我打电话拜年。今
年春节，该我主动给他拜年了。谁想他刚
刚72岁，竟先我而去。这真让人难以置
信。我和李钧相识相知整50年，虽然性格
不同，而志趣一样。对于他的仙逝，我不胜
悲痛，谨以此文，写下我深深的怀念。

嘎爷姓赵。因为从小又淘又嘎，有了孙子后，嘎字便陪
他一块儿当了爷。嘎爷究竟有多嘎，嘎奶说，他在娘胎里就
折腾他娘。嘎爷不爱听，反驳说，我都会尿尿和泥了，你还没
出生呢。你咋知道？嘎奶说的虽是笑话，但爬墙头、钻篱笆、
跳草垛、上房堵烟囱、咸菜缸里撒尿，这些淘气事都有嘎爷的
份儿，并没有冤枉他。

嘎爷四世单传，15岁入队干活，奶奶颠着小脚儿，怀揣
一把关东烟，去求队长照顾，队长就让他去放牲口。一家人
挺高兴，因为没有比放牲口再轻松的活了。谁知，时间不长
就出事了。放牲口是两条腿跟着四条腿的
遛，累得嘎爷大腿根儿酸疼。他忽然发现，老
青马走牲口群就走，老青马停牲口群就停，嘎
爷便想出个嘎主意，把老青马拴在一棵大树
上，牲口群果然不乱跑了。嘎爷乐颠颠地到
河边玩捏泥人去了。

该回家时，嘎爷傻眼了，那匹老青马被缰
绳勒死在树前。此事非同小可，公社的公安特
派员把嘎爷叫到大队部，没有查出啥不良背景
和动机，罚了他家300工分。父亲数落他，他觉
得委屈，说这能怨我吗，是马傻，缰绳缠树了，
反着绕绕不就开了吗！父亲恼怒地说，我看你
比马还傻，你在树根下盘个活扣儿不就没事了
吗！嘎爷这才知道不是牲口傻。有好事者还
给嘎爷编了顺口溜：“捏泥人，吊死马，还说牲
口比他傻，你说这小子嘎不嘎……”

嘎爷妈愁得睡不着觉，半夜跟老头子念
叨，唉，你说咱养的这个“现世报”，将来咋说
媳妇呀！

有道是“老天不灭瞎家雀”，嘎爷赶上了
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田里的活不用他干，
他也不想干，就学了驾照，买了辆旧车跑运
输。这时人们才发现，嘎爷嘎得有水平。一次是到南边拉
煤，路上常有设卡收费的，司机们都有怨气，就撺掇嘎爷想个
法儿。嘎爷想了想说，这样，再遇上收费的，我下去应付，你
们听我指挥！

果然有人把车拦住了。嘎爷下车朝收费员点头哈腰后，
扭头对司机大大气气一挥手说，别耽误，赶紧走！收费的急
了说，哎，你是干啥的？我们没发话，你怎么让车走了呢！

啊，是这样，我们是运输公司的。我是调度，交款啥的都
归我管，后面还有车，一块儿结账。嘎爷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还夹着个公文包，收费员就相信了。看见车走得没影了，嘎
爷想溜，被收费员一把拽住说，干啥，想走？没门，你的费还
没交呢！

交费？嘎爷装傻充愣，我一个过路的，交啥费呀！人们
围了上来，他就趁机大声嚷嚷，哎，你们大家看看啊，我就是
一个走道的，找我收费，这不找乐吗！收费员知道上当了，恨
恨地说，哼，你小子，等着！嘎爷一脸坏笑地拍打着屁股追车
去了。嘎爷不傻，他知道犯嘎得付出代价，他另辟蹊径到北
山拉砂石料去了。

另一次，是嘎爷买瓷砖。挣了钱的嘎爷，很快娶了媳妇、
盖了房，还买了手机。那时候，手机不但是稀罕物，还是财大
气粗的标志。新房要装修，就租了辆车去外地买瓷砖。到了
批发市场，选好瓷砖后有俩人给装车，要价80元。嘎爷吃惊
地说，啥，这多钱？那我自己装吧。说着就动手搬瓷砖，那俩
人笑说，你自己装也得掏钱！嘎爷不明白，一个脸上有刀疤的
人说，这儿是六爷的地盘，就这规矩！司机害怕了，小声跟嘎
爷说，给了吧，要不，咱离不开这儿。为啥？他说，六爷是黑老
大！嘎爷脖子一梗，啥？他黑老大，我找个人，看看谁大！

嘎爷掏出手机：喂，110吗？啊，我身上带了几万块钱，
被人围住了……在哪儿？就在批发市场！你们马上到，好，
我等着！放下电话，再看那俩人早撒丫子跑了。嘎爷见状，
催着司机赶紧走。司机不解地问，你不等着110啦？等啥
110呀，我那手机压根儿就没开！

后来，嘎爷当了村干部，上级号召招商引资。听说北京
外国人多，有钱人也多。嘎爷就决定去北京碰碰运气。北京
外国人是不少，可说话呜哩哇啦的听不懂，也没人理睬他
们。一天，嘎爷和会计在公园转悠，看见一个老头在撞树。
嘎爷就跟会计说，嘿嘿，你瞧这老头，吃饱了撑的……正说
着，就见老头顺着树往下出溜瘫在了地上，嘎爷急忙跑过去，
见老头喘息着说不出话，会计见状拉着嘎爷说，赶紧走，别惹
事。嘎爷说，走啥走哇，咱能见死不救吗！说完，背起老头一
溜小跑送到附近医院。老头被推进急诊室，嘎爷才长长地出
了一口气。他刚想离开，却被护士喊住让赶紧去交押金。嘎
爷苦笑着去代交了押金，心想，嘿，这可好，招商八字还没一
撇儿，先给自个招了个爹！

老人醒过来了，对嘎爷感激不尽。嘎爷说明情况要走
时，老人的女儿赶来了，不但挽留他们，给他们安排了宾馆，
还说要帮忙招商，让嘎爷回家听信儿。嘎爷半信半疑地回

了家，3天后，北京果然来了人，嘎爷眉开眼笑。原来，老头
的姑爷是一家刷子厂老总。村里建起了毛刷厂，嘎爷一下
出了名。乡里准备开大会让他介绍经验，嘎爷推辞说，啥经
验，我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本来是句自谦的话，却给领导
提了醒，是呀，不能误导村干部有这种侥幸心理呀！结果，
经验没介绍成，反倒留下了话柄儿“嘎爷招商——瞎猫碰上
死耗子”。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正当嘎爷觉得自己没功劳也有苦劳
时，却叫乡里把他的官儿给撸了。那是一年开春，电力部门

架线要通过村子，嘎爷配合施工。包工头见
他跑前跑后的心中不落忍，就想给他买点啥
东西意思意思，嘎爷坚决不要，后来忽然变
了，说，甭买啥了，折俩钱吧。结果被人举报。

事后，村会计说出了真相。原来，嘎爷那
天看见一位患病妇女在晒太阳，虽然村里经
常照顾但她依然困难。正好包工头又要意思
意思，他就要了钱。钱是村会计领后直接送
给了这个妇女的，嘎爷连个钱影子也没看见，
却把官儿丢了。包工头觉得对不起嘎爷，登
门道歉，嘎爷把手一挥说，哎，这事儿跟你有
啥关系，谁让我爱管闲事，脑瓜子又简单呢！

嘎爷被撸了官儿，觉得没脸见人，就猫在
家，像鱼儿沉了水底。不料，新冠疫情发生，
嘎爷又冒泡儿了。这事儿，得从一个人从家
中逃跑说起。正月初几，县城有了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村里有个人恰巧与那人有过接触，
就被隔离在家中。没想到这人怕连累家人深
更半夜跑了，全区大排查，很快查到这个人藏
在野外一个护秋的窝铺里。

派谁去监护他呢？有人推荐了嘎爷，说
嘎爷和那人关系好，又会开车，而且自己还有

车。领导不好意思找嘎爷，嘎爷却很大度，说我是那么小心
眼儿的人吗！但嘎奶不让，说，你官儿都撸了，草民一个还冒
险，逞啥脸呀，不行！

哎，你咋这样呢，我不是村干部了，不还是党员吗！再
说，这节骨眼儿我不去，那不更叫人瞧不起吗！

嘎爷说服了嘎奶，领了任务就给那个人打电话：喂，兄
弟呀，我，嘎哥，想你啦！那人一听是嘎爷，连忙说，哥，你
别来……嘎爷故作轻描淡写地说，你不就是个接触者吗，哥
给你送点东西去，等我啊！

正好春节刚过，家里啥都有。嘎爷拿了鸡蛋、奶粉、方便
面，还买了一箱矿泉水。到了野外窝铺前，嘎爷拨通电话：
喂，兄弟，我把东西放门口，你自己取啊。看着那人把东西搬
了进去，嘎爷心里不是滋味，觉得这样像特务似的盯着忒没
人情味了！就又给那人打电话，兄弟呀，你一个人在屋猫着
多难受啊！出来吧，哥陪你唠唠嗑。你把口罩戴好，不是说
得间隔一米以上吗，咱这样，我在车上，你在门口，多隔几米。

那人在门口出现了，一见嘎爷就哭了，说，哥啊，谢谢你来
陪我！说实话，有家不能归，还遭人膈应，我死的心都有哇！
嘎爷差点落泪，忙劝说，兄弟呀，你得往宽处想啊，别说你现在
不一定传上，就是传上，咱国家给你治，你怕啥。再说，你死也
不能现在死啊！那人愣了，说，哥，你这是啥意思？嘎爷赶紧
解释，我是说，之前呢，你死也就死了，从今往后你要是死，人
家会说是我把你逼死的啊！那人破涕为笑，说，我这不是跟哥
说说心里话吗。嘎爷趁热打铁说，你说说可以，可别玩儿真
的，哥上有老下有小啊，你可不能糟践哥呀！

哥儿俩越拉越近乎，嘎爷又对那人说，乡里村里都关心
你呢，知道咱哥儿俩好，就让我过来陪你。你有啥要求，缺啥
少啥的尽管说，不就是十天半月嘛，哥陪你！

那人感动了，说，哥呀，咱这样，你白天陪我说说话，黑天
你回家跟嫂子睡觉去。放心，我绝对不跑，我现在就发誓，我
要是跑了，我就不是人！

一晃10天过去了，平安无事。第11天时，那人突然闹肚
子拉稀，在当时这也算症状之一。那人害怕了，说，哥呀，我
这是不是要玩儿完啊！嘎爷心里也紧张，但没慌，问过那人
不发烧，也不咳嗽，就说，别怕，八成是肠胃的事儿，我先给你
买点药吃吃看。那人吃了药，很快就止了腹泻，嘎爷悬着的
心也落了肚。

疫情缓解后，嘎爷被评为抗疫先进个人，乡里给嘎爷发
了奖状并让他发言。嘎爷走上台说，我呢，活了60多岁，上
学没当过三好生，生产队没挣
过整工分，发家致富也没成啥
气候，当村干部呢，嘿嘿，我就
不说啦。不怕老少爷们儿笑
话，这奖状，是我的第一张奖状
啊……嘎爷说着，竟然落泪
了，许多人为之动容，说，嘎爷，
是个好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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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的短视频
箫 笛

1912年，蔡元培被孙中山力
荐为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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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从
绍兴进教育部后，二人由此结识、订
交。鲁迅在致蔡元培的信中，总是恭
敬地起于“鹤庼先生左右”，收于“专
此敬请道安”，署以“晚周树人谨上”，
不敢有一丝一毫马虎。鲁迅被聘为
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
长，主管科学、美术馆、博物院、图书
馆、音乐会、演艺会等事宜。虽然鲁
迅在那里上班的最初感受是“枯坐终
日，极无聊赖”，但是，在蔡元培的提
携下，鲁迅开始了他14年的公务员生
涯，这在他的一生中非常重要，倘若
“没有沉沦官场的自我省察，没有憔
悴京华的人生洞悉，更重要的是，如
若没有绝望心情下的魏晋感受，没有
勃兴于北京的新文化思潮的托举，没
有亦官亦教的双栖经历，就不会有狂
人的一声凄厉，又何来《彷徨》的复杂
心态，在心灵的废园里将难见疯长的
《野草》，更不要提《中国小说史略》。
尤其不堪设想的是，文学热情一旦退
潮，透支的沙滩上会留下些什么，就
怕是什么也不能生长，什么也不可建
造”（吴海勇《时为公务员的鲁迅》）。
鲁迅借此触摸到了生活的质地。可
以说，没有蔡元培的提携，鲁迅的人

生也许就得改写。无论在行政隶属关
系上，还是在人情世故上，后学鲁迅都
有责任有义务为蔡元培效力。

鲁迅为蔡元培出的最大一份力，是
受托设计了北京大学的校徽。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设计校徽的大
学，这与其悠久的历史和掌舵者的文化
抱负不无关系。创立于1898年的北京
大学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
的第一所大学。1916年12月，蔡元培出
任北京大学校长，第二年，即出面请鲁迅
设计北大校徽。

1917年的鲁迅和陈独秀、胡适等人
相比完全是两种状态，他每天到教育部
上班，下班后便躲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
屋抄写古碑。接受蔡元培委托后，鲁迅
便着手设计北大校徽，并于8月7日“寄
蔡先生信并所拟大学徽章”。

鲁迅设计的北大校徽造型是中国传
统的瓦当形象，简洁的轮廓给人现代的
感觉。“北大”两个篆字上下排列，上部的
“北”字是背对背侧立的两个人像，下部
的“大”字是一个正面站立的人像，有如
一人背负二人，构成了“三人成众”的意
象，给人以“北大人肩负着开启民智的重
任”的想象。

受托设计北大校徽

值得一提的是，进入北京故
宫博物院御花园体顺堂西间企图
偷盗的这个窃贼，在如意鉴定方面
是个纯粹的外行。他冒着极大风
险欲盗的这柄铜镀金镶料石珠花
嵌表如意，虽然具有珍贵的历史和
文物价值，但仅属于院藏三级文物。他
利欲熏心，被清代宫廷艺人以假乱真的
工艺效果所迷惑，把巧妙镶嵌在表周围
的工艺玻璃料石、水晶、碧玺、绿松石
等，看作更为值钱的珍珠、钻石、宝石、
玉翠等，又将铜镀金看作更为值钱的纯
金，落得个可恨、可悲而又可怜的下场。

鉴赏如意，特别是清代成熟期如
意，首先要深刻认识其文化内涵，尤其是
它的吉祥含义。如意的材质、造型、工
艺、纹饰和附饰，都要服从于其吉祥寓
意，都是围绕这个主题设计和制作的。
如果一柄如意不能使人产生美感、善感，
看上去不舒服、不如意，那么它的材质再
好、工艺再精，也不能算是一柄好如意。
如意，如意，如不如意，岂能如意？

当然，在把握主题的基础上，对如
意的鉴赏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
就需要收藏者对中国传统工艺及其欣
赏知识有尽可能多的了解。以人们较
为常见的玉质如意为例，玉
的内在美，即玉的自然属性
美或质地美，是极为重要的
鉴赏条件。古人认为玉有
仁、义、智、勇、洁“五德”“君
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于

玉比德焉”，等等。玉如意将玉的崇高寓
意与如意的吉祥寓意结合在一起，备受
人们珍爱。因此，收藏通体玉如意（也有
的是首与柄插在一起的），重点要看玉质
是否纯洁精良，如硬度、光泽度、温润度
等，其次看雕刻工艺是否精湛。

对于嵌玉三镶如意来说，主要看木
质柄与镶嵌的玉块是否相得益彰，工艺
美就显得更为重要。具体来说，一要看
木柄的材质如何，如果是紫檀、沉香木、
黄杨木等，就属于较好的木质；二要看柄
上镶嵌的玉块的材质如何，要注意有些
三镶如意的嵌玉泛青或灰，质地干涩，不
是真正的和阗白玉；三要看木柄和玉块
上的雕刻工艺是否精细，刀法应既精巧
细腻又生动流畅，而且富有神韵，无凝滞
呆板之感；四要看木柄与玉块镶嵌得是
否得体，以天衣无缝、珠联璧合为上品。

如一柄清代嵌玉如意，不仅柄木和玉
质精良，而且雕工不凡。木柄上镶嵌着三块

白玉，每块白玉周边均以黄金镶
嵌，上面还雕刻有人们誉之为“花
王”的牡丹花及双翅展飞的仙鹤图
案，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此外，嵌
玉如意还配以黄花梨外框匣，框
匣外再以黄花梨箱装，十分讲究。

45 不如意岂能如意

三姨太撇着嘴说：“不用谢。
说好了的条件你得答应。”雷紫剑
把胸脯一挺：“我雷某在你面前从
来没有失信过，说好的三副盐滩，
就是三副盐滩，从盐滩里挑三副，
捡大的，产量好的，落钱多的，今年
一年的收入全部归你。”近几天来，这是
雷紫剑最高兴的一天。三姨太瞟了雷
紫剑一眼：“嗬，你可真够大方的！”雷紫
剑放声大笑：“谈不到大方，你帮了我的
忙，理应谢你，只要今年盐滩守住，晒盐
结束，你去对特派员说，我一定还要酬
谢他。”三姨太突然换了一种口气，两
眼看着雷紫剑说：“不过——”雷紫剑
不由得一愣，他知道这个女人惯用的
手法：“不过什么？”三姨太将烟从嘴上
拿下，吐了几个烟圈儿：“特派员还有个
条件。”雷紫剑问：“什么条件？”三姨太
说：“一，要你把三岔口据点夺回来，守
住那条大盐沟……”雷紫剑听了点了
点头，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不这样是守
不住盐滩的。三姨太继续说：“二，要
你把盐滩的工潮平息下去，不论花多
大代价，盐滩还要晒盐……”雷紫剑对
这一条有点发火：“什么，让我来平息
工潮？”他马上追问，“那第三呢？”三姨
太看了雷紫剑，呵呵地笑了：“第三你
不是已经说了吗，要酬谢他呀！”雷紫
剑听完，深深地喘了一口大气：“如果
盐滩我把守、工潮我平息，还要他两个
团的中央军有什么用？”三姨太把嘴一
撅：“你看你又来了！平息工潮的事我

已经跟他讲了，怕你有困难。”雷紫剑问：
“他怎么说？”三姨太说：“盐警队负责盐区
治安，不能对工潮不管，但他也要插手过
问，双方对工人下手。”说着，她朝雷紫剑
一觍脸，“这不就好办得多了吗？”雷紫剑
怔怔地想着：“这……”三姨太说：“你别
三心二意了，特派员让你去找他，当面商
量，并有保安队和国军的人参加。”

这些刽子手们在三水镇开会的时候，
盐民游击队政委杨洪梅和大队长严志诚，
正在盐庄子村外的一棵大树下，商议着军
机大事。三岔口据点拿下来了，把守大沟
的盐警撤走了，现在我们出入盐滩可以说
是畅通无阻。现在，盐滩的工人、三水镇
的坨地工人，都统一行动起来，罢工已经
进行3天。工人的罢工，必然引起敌人内
部的混乱，对于拖住敌人是完全可能的，
但也不能不防范敌人反扑……自从三岔
口据点拿下以后，部队从黄须堡进入到
盐庄子和硝坨子。党委决定，通知盐滩
地下党和三水镇的同志们，罢工仍要坚
持，在目前敌人大兵压境情况下，只能提
经济条件，一旦敌人答复，我们即可复工，
这样能麻痹敌人，保存我们的生存力量，
有利于人民解放战争。送信的同志，已经
进盐滩去了，还没有听到回音。

146 交换条件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鲁迅的饭局

薛林荣著

知识产权出版社

红楼与

中华名物谭
罗文华著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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