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造币厂是清末民初全国机制币铸造
中心，是当时全国最大的机制币铸造基地和机
制币祖模设计雕刻国产化的发轫地。这个曾
经直属户部、度支部、财政部的大型央企，两度
被认定为国家造币总厂，在中国近代工业史、
金融史、文化史上具有无法替代的特殊价值。

1914年12月24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线战
火正酣，但英、德两国士兵却停火罢战，共同庆
祝圣诞来临，世界战争史由此留下一段佳话。
这一天，在东方的工商巨埠、文化名城天津，也
发生了一件令国内外瞩目并且载入中国史册的
大事：天津造币总厂正式开铸“袁大头”。

“袁大头”，是民间对铸有袁世凯头像银币
最流行的俗称。民国三年（1914）2月7日，袁世
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公布了《国币条例》及《国
币条例施行细则》，规定国币种类有银币四种
（一元、中元、二角、一角）、镍币一
种（五分）、铜币五种（二分、一分、五
厘、二厘、一厘）。国币以一元银币
为主币，总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
（26.86 克），含纯银六钱四分八厘
（23.9024808克），以银九、铜一比例
铸造（后改为银八十九、铜十一）。
正面镌袁世凯侧面头像及发行年
号，背面铸嘉禾纹饰与币值。“袁大
头”按照铸造年份一般分为民国三
年、八年、九年和十年版，如果细分
版别，则至少有数十种。

天津造币总厂于 1914 年 12 月
24 日率先铸造“袁大头”，南京、广
东、武昌等造币分厂随后向天津造
币总厂领取钢模陆续铸造。因“袁
大头”币型划一，成色、重量有严格
规定，很快得到社会认同和接受，
在国内金融市场上逐步取代了清
朝龙洋的地位，成为流通主币；后
又借五四运动期间中国银行促请
银行公会与钱业公会取消鹰洋的
机会，取得了唯一主币的地位。在
中国近代流通的近千种银币中，

“袁大头”铸量最多、版别最丰、流
传最广、存世最硕、影响最大，钱币
收藏界称之为“银元之宝”。

“袁大头”诞生在天津造币总
厂，绝非偶然。作为清末洋务运动
和北洋新政的中心城市，天津在民
国初期已处在中国政治、外交、军事的最前沿，
开放程度很高，许多方面领中国风气之先。天
津是中国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大课堂和实
验场，同时也是中国人模仿和创造近代文明的
基地。这样的优越的社会环境，使得天津成为
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和全国的造币中心，“袁
大头”在天津造币总厂应运而生。此外，袁世
凯的个人意愿也起到决定性作用。清末民初
二十余年间，天津始终是袁世凯从事政治、经
济、军事、外交活动的根据地和大本营，是袁世
凯家族利益和集团利益最大的汇集处，天津造
币总厂坐落的河北新区是袁世凯推行北洋新
政时最能显示其“政绩”的地方，而天津造币总
厂本身又是由袁世凯亲自创建和不断力挺的
大型国企。袁世凯需要借助于铸币解决财政
危机，并趁机把自己的头像铸于币面，以提高
和巩固他的政治地位，天津自然是他的首选。
因此，“袁大头”自天津造币总厂出炉，实是历
史的必然。

诞生于天津造币总厂的“袁大头”银元，作
为法定国币，很快成为市场流通的主币。如
今，仍可从影视剧中看到这样的画面：旧时手
拿“袁大头”的人，都要用手指捏紧它，将边齿
一侧放在嘴前使劲儿一吹，然后立即放在耳边
去听那“嗡嗡”作响的声音。可以说，这是民国
时期人们消费时的一个程式化、标准化动作。
其实，现在逛古玩市场依然可以经常看到这样
的情景，这是鉴定银元真伪最简便的方法。

清末民初，市面上流通的中外货币在百种
以上，其中在中国流通的鹰洋、站洋、坐洋等外
国货币竟达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货币规格
不一，折算繁琐，兑价常常浮动不定。光绪年

间，各省铸造银元，却与当初铸造纹银一样，不仅
重量和成色不能统一，数量也难以控制。辛亥革
命爆发，各省因急于用款，不仅加工赶铸银元，还
滥铸铜元，滥发钞票，币制更加混乱。民国建立
后，中央财政几乎有出无入，危机严重。从短期来
说，发行纸币亦不失为敛财妙法，只是纸币是银元
的代表者，是兑换券，若没有银元的充分准备和广
泛流通，纸币信用亦难确立。当此之时，币制改革
已是刻不容缓。“袁大头”正是基于此而诞生的，也
是银元发展的必然结果。经过多年铸造，加上其
信誉很高，“袁大头”数量增多，仅1914年至1917
年，各地铸造“袁大头”总量就达到5.9亿元，流通渐
广，进入良性循环。“袁大头”的通行促进了银元的
统一，也为“废两改元”准备了条件，在中国近代币
制改革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袁大头”之外，天津造币总厂还为民国初期
一些政要、军阀铸造了纪念银币，著名
的如 1921 年所铸徐世昌像仁寿同登
纪念币、1923年所铸曹锟像宪法成立
纪念币、1924年所铸段祺瑞像执政纪
念币、1927年所铸褚玉璞像就职一周
年纪念币、1928年所铸张作霖像纪念
币等。

天津造币总厂不仅铸造了大量的
机制币产品，还为中国培养出早期的
机制币技师。“袁大头”银元的设计雕
刻师，是担任天津造币总厂首席设计
师和总雕刻师的意大利人乔治。乔治
受聘于天津造币总厂后，首先雕刻的
是大清银币一元。1914年他设计“袁
大头”样币时，是依照袁世凯照片进行
雕刻的，完成后还获特许带着样币见
了袁世凯本人。亲见本人后，乔治认
为可以雕刻得更好，于是又重新雕刻，
更为准确地表现出袁世凯的形象特
征。乔治把浮雕人像的艺术应用于钱
币上，如人物的眼球皆有瞳孔内凹加
点，目光显得炯炯有神。民国初期曾
在天津造币总厂“主币政”的李伯琦，
在其 1945 年所撰《中国纪念币考》中
介绍乔治雕模的袁世凯像共和纪念一
元银币时，评价为“极精美，像亦极似
袁”，而在介绍黎元洪像开国纪念银
币时，则说“但像改刻亦未佳，与孙像
币皆本厂华员所雕，技均劣也”。这
说明当时中国技师的银币雕模水平

确实与乔治存在着很大差距，“师夷长技”是完全
必要的。在介绍袁世凯像中华帝国洪宪纪元银章
时，李伯琦披露“此币实戏为之也。乃民国八年，造
币总厂诸雕刻学生，从意技师习雕刻，艺已成，平时
皆取其师之已雕成者，摹刻之，予偶见唐学生，摹刻
飞龙模最佳”，这说明乔治在天津造币总厂不仅设
计雕刻了很多精美的机制币作品，而且在教育培
养中国早期机制币技师方面功绩也很突出。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学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
家的梁启超，也将触角伸向了货币政策和金融市
场，成为金融改革的领袖。1914年2月19日，梁
启超被袁世凯任命为新设币制局的总裁。梁启超
早在旅居日本时就认识到整理货币、流通金融为
中国救亡图强之“第一义”，把币制改革看得相当
重要，所以欣然接受了此职，希望在币制改革上有
所建树。梁启超于3月10日开局就职，以满腔热
情撰写和起草了一大批改革币制金融的条例、办
法和文章。梁启超得知天津造币总厂几经变迁，
资料散失，便命造币总厂厂长吴鼎昌着手编写造
币总厂史及大事记。是年年底，吴鼎昌编写并作
序的《造币总厂报告书》完稿，梁启超认真审定后，
亲自题写了书名。该书分沿革、组织、厂基、机器、
物料等共11章，五万余字，并附有图表，为后人研
究天津造币总厂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担任过中国银行监督、北洋政府内政部次长、盐
业银行总经理、《大公报》社长、南京政府实业部部长、
贵州省政府主席、总统府秘书长等要职的吴鼎昌，在
1914年至1920年至少三次担任天津造币总厂监督
（厂长），而这个时期正是天津造币总厂的辉煌时期。
1914年，吴鼎昌为天津造币总厂题写了匾额。时至
今日，人们仍可在天津市河北区中山路天津造币
总厂遗存的门洞上，依稀看到它当年的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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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与梦碧词社
章用秀

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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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眼读诗（三）

诗的“矛盾修辞”
聂鑫森

周汝昌写给本文作者的书法

在李元洛先生所著的《唐诗分类品赏》中，特
别推出无名氏《君生我未生》一首小诗：“君生我
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迟，我恨君生早。”

这是一首爱情诗，用的是女性的口吻。一个
青春女子与一位年长的男子蓦然相逢，心气相
投，两情相悦，却因年纪过于悬殊难成秦晋之好，
于是伤感与怨憾油然而生。元洛兄评析：“它是
一种形式与情调都颇为‘另类’和‘新潮’的民歌，

‘君’与‘我’、‘生’与‘老’、
‘迟’与‘早’两两对举，是现
代诗法中所谓的‘矛盾修
辞’，又称‘抵触法’……”

唐代女诗人李季兰，多
才多艺，但命途坎坷，她的

名诗为《八至》，是对爱情与家庭的
一种思索与拷问：“至近至远东西，
至深至浅清溪。至高至明日月，至
亲至疏夫妻。”用的也是“矛盾修
辞”之法。“近”与“远”、“深”与

“浅”、“高”与“明”，层层推进，为的
是写出夫妻的“亲”与“疏”。正如

元洛兄所称：“结句由物理而人情而人情中本应
亲密的夫妻之情，夫妻本是‘至亲’，但却可以‘至
疏’，原应同床一梦，却多异梦同床，真可触发读
者许多历史的与现实的联想。”

唐人王梵志的《他人》：“他人骑大马，我独
跨驴子。回顾挑柴汉，心下较些子。”骑驴的

“我”，看到骑高头大马的“他人”，有感于地位
与财富的悬殊，心生怨怒，回头一看，还
有挑柴步行的更苦的人，心情就在愧疚
中平复下来。此诗也是用的“矛盾修
辞”的手法。

“矛盾修辞”的关键，是找到物理人情
矛盾的两极，采用新鲜的意境和意象比
对而写，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共鸣。唐人

陈陶《陇西行》：“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裘丧胡
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丈夫征
战而死化为白骨，但在妻子的梦里，犹是一个活生
生的人。生与死，这一对矛盾，并立在诗中，读之
令人下泪。

宋诗中用“矛盾修辞”的作品亦多，如张俞的《蚕
妇》：“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遍身罗绮者，不是
养蚕人！”穿绫罗绸缎的，却不是养蚕人，穷与富形成
强烈的对照。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宋代女诗人茜桃的《呈寇
公》：“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
女萤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高官府第，美人唱一
支歌便赏一匹绫，而挑灯夜织的女工，却要费时费
力方可织成！

出生在天津咸水沽诗
礼之家的周汝昌，十四五岁
即酷爱倚声之学，尤喜南宋
词人吴梦窗、王碧山的作
品。起初他以为“吾乡词人
未能多见，何有梦窗”。后
与津门词人寇梦碧相交，方
知“梦碧之所师，以南宋吴
梦窗、王碧山两家合一而运
化为新格调”，赞“其标的之高，才
藻之俊，命意之深，风调之雅，目中
所罕见”。1947年他欣然加入寇先
生发起并主持的梦碧词社。周先
生说：“尔时抗战方告胜利，我于沦
陷数载、闭藏不出之境，得复见天
日，乃出面任海关一小职员。寇兄
则发起建兴‘梦碧词社’，我应其号
召，入社缔盟，唱和之缘，推敲之
契，自兹为始。”

梦碧词社创办者和主持人寇
梦碧，本名泰逢，生于1917年，因词
宗南宋吴文英（梦窗）、王沂孙（碧
山），自号梦碧。寇先生博学多才，
经史道藏等无不涉猎。他填词讲
求“情真、意新、辞美、律严”，绵密
清丽，意境深远。诗宗黄山谷、陈
散原，远师晚唐李义山，诗作亦“颇
见巧思”，令人“回肠荡气”。平生
填词逾千首。著《夕秀词》《六合小
溷杂诗》。徐悲鸿、张伯驹及后来
的叶嘉莹诸先生对他都给予极高
评价。我与寇先生相识是在上世
纪 70 年代，曾多次到先生家中，先
生常常向我讲起当年梦碧词社的
诗词创作情况，每每谈到他的词友
周汝昌。寇先生对我说：“周汝昌
先生的词兼取北宋小令和南宋长
调之长，风格清新秀逸，流畅自然，
他 的 词 作 已 收 入《细 雨 檐 花 馆
词》。”当时寇还说，周汝昌正打算
和他一起笺注梦窗词。后来如何，
就不得而知了。

种种迹象表明，自入梦碧词社
起，周汝昌便是该社骨干成员。他
时常参加词社的聚会、唱和，创作
了诸多“情真意新”的词作。寇梦
碧先生将他当年编印的《梦碧词
刊》借给我看，我翻阅《词刊》，即见
有周先生 1948 年秋所作《台城路·
过水西庄吊津词人查莲坡先生故
园》。词曰：“茫茫何处寻诗酒？西
庄市声喧乱。藤架飞香，竹轩揽
翠，华屋山丘都换。漫凭指点，叹
豆叶瓜苗，是曾开宴。绿到河门，
垂杨不见信安远。东南一派曼

衍。望名园带水，花树萦岸。满座笙
歌，一拦帆影，谁立爽秋楼半？沧波
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箭。断瓦
同销，斜阳耕废畎。”

周 先 生 不 愧 是 近 当 代 诗 词 大
家。从《台城路》一词可明显看出，他
早年深厚的倚声功底及忧国忧民的
心理状态。此词开头两句是写现实
景物，接着转到当年水西庄“藤架飞
香，竹轩揽翠”的幽境，而后笔锋一
转，又回到“豆叶瓜苗”“垂杨不见”的
现实中去。词的下片又出现了怀念
水西庄提倡风雅的盛况的句子。然
而，“沧波放眼，但云气三山，年华一
箭”。“三山”是仙境，仿佛有，可望而
不可即，比喻在当时动乱的社会，祖
国文化被摧残，再也见不到那种词坛
盛况了。最后，又回到“断瓦同销”的
凄凉破败的情景中去，以“斜阳耕废
畎”的奇特句子作结。整首词时空交
错，感情真挚，而且运用了比兴、夸
张、拟人等文学手段，成功地勾画出
上世纪40年代末文化界的凋零景象，
道出了词人心中的无限感慨。

周汝昌与梦碧词友颇多往还，尤
与社长寇梦碧交厚。先生自言，“寇
兄长我一二岁，于词学为先进”，“彼
时，我二人年不过二十余龄，虽属少
年，而于词章，浸馈则久。”他曾为寇
先生《夕秀词》作序，其中提道：“余性
疏僻，凡为韵语，信笔随音，顷刻而
就，即以一纸写寄吟俦，数日后即不
复省记，而寇子恒于数十年后诵我旧
句，一字不失，使我触焉以惊，恍然而
如梦寤。寇子之不轻视拙作，由是可
以知矣。”1990 年春，寇先生病逝，周
先生特作《悼梦碧词人寇兄》一文，叹
曰：“词人往矣，曲苑荒芜，万千何
赎！”2010 年，93 岁高龄的周汝昌于

《崇斋诗词》序中，在言及津沽诗词时
深有感慨地说：“余所交游而服膺者，
当推寇梦碧为第一人。”

笔者得识于周汝昌先生，盖得益
于梦碧词社。1984 年我撰写了一篇
题为《记天津梦碧词社》的文章，刊登
于《天津文学史料》第一期上。寇先

生将此文拿给周先生看，周先生误以
为是寇先生所写，寇解释说：“这文章
不是我写的，是一个叫章用秀的先生
写的。”寇先生还为我作了一副嵌名
联，请周先生书写，上联是“潜龙用自
行 藏 外 ”，下 联 是“ 盘 藟 秀 于 溪 谷
间”。“潜龙”出自《易·乾》“初九，潜龙
勿用”，有德的“圣人”在下，尚未得
时，像潜伏着的龙，喻怀才不遇的英
雄。“用自行藏外”出自《论语·述
而》。原话是：“子谓颜渊曰：用之则
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意
思是：“孔子对颜渊道：用我呢，就干
起来；不用呢，就藏起来。只有我和
你才能吧！”它蕴含了中国知识分子

“出世”“入世”的处事观念和独善其
身、严于律己的行为规范。“盘藟”即

“盘藤”，《诗·王风·葛藟》有“绵绵葛
磊，在河之浒”，喻有道德有才华的人
应不事声张，严格按照自己的为人准
则行事，不怕被歧视，不怕不被理解，
扎扎实实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此

联颇见作者的巧思与学识，确
是不同凡响。而周先生的字
则更多了几分刚健与雄奇，气
度翩翩而独具一格。寇氏撰
联，周氏书就，真是珠联璧合，
令人赞叹。

若论书法，梦碧词社的词
人个个非同凡响。但寇梦碧
先生却总是说，我的字不好，

比不上汝昌，故而轻易不给别人写。
他只给我写过一幅正式的书法作品，
那已是在他的弥留之际了。他写给
我的是一首他作的五律：“忘年忻契
合，唱和许相亲。著力兴文运，花开
艺苑春。用秀诗友正，寇梦碧。”

当然，在梦碧词人中，书法成就
最 高 的 我 以 为 还 数 周 汝 昌 先 生 。
他在书法上所下功夫甚深，贡献突
出，他不仅写得好，且对书学尤有深
入研究和独到见解，曾编订撰写了多
部专著。除了一些零散的论文外，尚
有《兰亭秋夜录》《永字八法：书法艺
术讲义》《千古奇文千字文》（与田蕴
章合作）等著作。他一生最钦佩中华
文化的四圣：书圣右军、诗圣杜甫、情
圣雪芹、文圣刘勰。有人问他：“您的
书体是宋徽宗赵佶的瘦金体吗?”周
先生说：“赵佶是位亡国之君，我怎
能临摹那瘦削无力的书体。书圣
王羲之才使我顶礼膜拜，是我一生
的追求。”

周先生健在时曾赠我数件书法
作品，多是他作的诗词和唐宋人佳
作。其中一幅写的是《杜司勋》，这是
唐代诗人李商隐创作的一首七绝。

“杜司勋”即指唐代诗人杜牧。诗曰：
“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
群。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
勋。”先生所书既风骨显现又潇洒流
畅。落款“用秀方家正，周汝昌”。有
一本书也将这件作品收入“周汝昌诗
词集”，却标为“赠用秀先生”，岂不大
错？其实他明明是录唐人之作。《杜
司勋》这首诗高度评价杜牧“伤春复
伤别”之作，称赞其诗歌高超的艺术
水平。全诗既突出了杜牧的文学地
位，表达了作者对杜牧的倾慕之情，
也寄托了作者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
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
少的弦外之音，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和艺术感染力。周先生给我录这首
诗岂不也道出他的艺术倾向和追
求？如今周、寇二先生均已作古，但
那意境高远、含意深刻的墨宝，则永
远留在我身边。

到北京后，孙伏园与鲁迅交往
甚密，两人亦师亦友。鲁迅去西
安、厦门、广州，孙伏园也一路随
行。甚至鲁迅定做衣服，孙伏园也
会陪同。1924年6月30日，“午访
孙伏园，遇玄同，遂同至广和居午
餐。下午同伏园至门匡胡同衣店，定做
大衫二件，一夏布一羽纱，价十五元八
角，又至劝业场一游”。1942年4月，上
海作家书屋出版孙伏园的《鲁迅先生二
三事》，所收文章生动翔实，不溢美，不
隐恶，坦白诚实，非常好读。在孙伏园
的眼中，鲁迅是一个卓越的文人，并不
是普通意义上“文化革命的主将”“革命
家”“思想家”，所以他笔下的鲁迅是“非
伟人”的。

由于鲁迅与孙伏园都是绍兴人，彼
此交谈有时用绍兴土话，其准确程度往
往胜于书面语。语言上的贴近使两人
感情上自然贴近，一些鲁迅不愿与别人
提及的话题，倒愿意与孙伏园谈论。孙
伏园记述，鲁迅的祖父是周福清，父系
亲属多住在绍兴城内都昌坊口，母系亲
属住在绍兴东乡安桥头。鲁迅学医是
由于牙痛，他的知交有陈仪将军。这些
都是不可多得的文献。孙伏园独家记
叙了鲁迅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背
景以及文章的意蕴，都是外人不可能知
晓的文学史料甚至心理背景。比如关
于孔乙己，据鲁迅对孙伏园所言，实有
其人，此人姓孟，孟在咸亨酒店喝酒，人
们都叫他“孟夫子”，其行径与《孔乙己》

中描写的差不多。
人们在提到鲁迅时也经常提起孙伏

园，那是由于孙伏园1921年毕业于北京大
学后，先后担任了《晨报副刊》《京报副刊》
的主编，并创办了《语丝》周刊，而鲁迅应
孙伏园之约，在这三个刊物发表了大量作
品。鲁迅与孙伏园的交往，更多地围绕
《晨报副刊》进行。

《晨报副刊》可以说是副刊的“起首老
店”。“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是文
化舆论界的重镇，反映着那个时代的文化
和文学思潮。这四大副刊分别是：北京的
《晨报副刊》《京报副刊》，上海的《时事新
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

四大副刊对中国现代文化进程影响
深远，其中北京的《晨报副刊》更被周作人
称作“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影响于
文坛者颇大”（周作人《中国新文学大系·
散文一集·导言》）。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创刊于

1916年8月，每天六版，是进步党人物汤
派（汤化龙）的喉舌，社址在北京城宣武门
外丞相胡同。
《晨钟报》最初由清末进士、四川广安

人蒲伯英（1876—1934）主持，时任汤化
龙私人秘书的李大钊任编辑主任。

14 鲁迅与孙伏园

清代曹雪芹的长篇小说《红
楼梦》对历史、人物、诗词、饮食等
多方面描写得淋漓尽致，被誉为
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书中
提及茶的地方竟有数百处之多，
对陈设器用的描写也是非常细腻
的，写茶具也不例外。这是因为，《红
楼梦》时代是讲究饮茶的时代，《红楼
梦》所写的豪门贵戚府邸又是最讲究
饮茶的地方。
《红楼梦》第三回写黛玉进贾府，出

现了“茗碗”“茶具”字样。第七回写迎
春和探春下围棋，二人的丫鬟司棋和待
书手里都捧着茶钟。第三十八回写贾
母等人进入藕香榭中，只见栏杆外一个
竹案上头设着茶筅、茶盂各色茶具，那
边有两三个丫头扇风炉煮茶。直到高
鹗所续第一百零九回，贾母临终时睁眼
要茶喝，邢夫人便进了一杯参汤。贾母
刚用嘴接着喝，便道：“不要这个，倒一
钟茶来我喝。”由此可见，茶与茶具贯串
了《红楼梦》情节始终。
《红楼梦》写茶事活动和茶具最集

中的，是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
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写贾母带了
刘姥姥至栊翠庵来。妙玉相迎进去。
众人至院中，往东禅堂来。妙
玉笑往里让，贾母道：“我们才
都吃了酒肉，你这里头有菩
萨，冲了罪过。我们这里坐
坐，把你的好茶拿来，我们吃
一杯就去了。”妙玉亲自捧了

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云龙献寿的小茶
盘，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捧与贾
母。众人都是一色官窑脱胎填白盖碗。
那妙玉便把宝钗和黛玉的衣襟一拉，二人
随她出去。妙玉让她二人在耳房内，自向
风炉上扇滚了水，另泡了一壶茶。宝玉也
轻轻走进来。妙玉刚要去取杯，只见道婆
收了上面的茶盏来，妙玉忙说：“将那成窑
的茶杯别收了，搁在外头去罢。”宝玉会
意，知为刘姥姥吃了，他嫌脏不要了。又
见妙玉另拿出两只杯来，一个旁边有一
耳，杯上镌着“ 瓟斝”三个隶字，后有一
行小真字是“晋王恺珍玩”；又有“宋元丰
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一行小字。
妙玉斟了一斝递与宝钗。另一只形似钵
而小，也有三个垂珠篆字，镌着“点犀 ”。
妙玉斟了一 与黛玉，仍将前番自己常日
吃茶的那只绿玉斗来斟与宝玉。宝玉笑
道：“常言‘世法平等’，他两个就用那样古
玩奇珍，我就是个俗器了。”妙玉道：“这是

俗器？不是我说狂话，只怕你家
里未必找的出这么一个俗器来
呢。”宝玉笑道：“俗语说‘随乡入
乡’，到了你这里，自然把这金玉
珠宝一概贬为俗器了。”妙玉听宝
玉如此说，十分欢喜。

49 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随着炮声和枪声，国民党中央
军一个团，从苇滩车站一直扑向盐
滩。几十里地的路程，人未动，炮
先行，一路上的房屋、树木，被炮弹
击中后都起了大火。炮声传到三
岔口，游击队按照部队党委的提前
布置，从三岔口撤到了盐庄子，用提前
准备好的几十辆大马车，帮助硝砣子和
盐庄子的乡亲们，往三岔口以东转移。
田冬生带着一个游击小队，埋伏在盐庄
子以北大埝下，要在这儿阻击敌人，但
此时接到大队长严志诚的命令：迅速撤
退。此时，政委杨洪海带领部分同志押
着俘虏去往黄须堡，严志诚又带人去了
盐滩，偏偏让火爆脾气的李海山掩护乡
亲们转移，即使这样，他仍让战士们抓
紧擦枪，时刻做好战斗准备。

随着中央军开进盐滩，三岔口附近
的盐村遭炮火轰击，三水镇却是另有一
番景象，两个团的中央军相继离开，使
得三水镇内清静了很多。傍晚，老百姓
都躲在家中，更显得街道上冷冷清清；
而在盐警大队部里，盐警大队总指挥雷
紫剑却是烦躁不安，这些天他连续遇上
烦心事, 宗大头的死、谢老二的亡，整个
盐警队全部报销，已经让他焦头烂额，
现在因为苗万贯夫妇的死，外面又闹得
满城风雨。恰在这时，他接到三姨太电
话，让他“许愿得还愿，决不能够食
言”。雷紫剑明白，这是让他酬谢特派
员和三姨太。雷紫剑放下电话，苦笑一
声，骂了句：“这对狗男女!”他掏出钥匙，

打开一个柜子，从里面拿出两个包来，一
个包上写着“甲”，一个包上写着“乙”，这
是为酬谢特派员和三姨太准备的现金，都
是新出的硬纸币金圆券，他不愿意写出这
两个人的名字，就用“甲”“乙”代替。雷紫
剑把这两包钞票在手里掂掂，朝隔壁屋里
喊道：“刘副官！”刘副官答应一声：“有!”跟
着走了进来。雷紫剑佯装笑脸：“刘副官，
你坐我的车，把这两包钱送家里去。”刘副
官回应一声，转身走出房间。

雷紫剑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三姨太
是住在家里，还是住在外边，他是从来不
过问的。不过，今天他满有把握，刘副官
送钱去，准能见到三姨太，因为她刚刚从
家里打来电话，向他要酬谢费。果然，时
间不长，刘副官就回来了：“报告总指挥，
那两包钱已经送到，三姨太让我向您转告
她的谢意。”雷紫剑点头答应一声，脸上露
出一丝笑容，但这笑容让人看着不自然。
刘副官从兜里掏出一张粉红色的纸，往雷
紫剑面前一递：“您看这个。”雷紫剑忙问：
“哪来的？”刘副官说：“就在您家门前贴
的。”雷紫剑火了：“站岗的哪儿去了？”刘
副官说：“是站岗的揭下来的，说是没注意
谁贴的。”雷紫剑说：“真是活见鬼!”摊平了
一看，原来是两首诗。

150 索要酬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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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