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青年爱穿汉服是从世纪之初开始的，也就
是说从改革开放20年之后起。而中国人热衷于红
色，源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北京山顶洞人遗址的项
饰孔中有赤铁矿粉，遗骸周围也有一圈。上世纪90
年代学界说距今一万八千年，世纪之交考古界认为
至少两万年前）；响亮“中国红”是近几年的事，孟晚
舟女士回到祖国之后尤甚。
“汉服热”与“中国红”的起源时间不

完全一样，形成轨迹也不尽相同，但它们
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华夏子孙对祖
国的赤子之情。

2009年，我应邀在《人民日报·海外
版》上发表了一篇整版的文章《汉服堪当
中国人的国服吗？》当年正是大学生兴起
汉服高潮的初期，文化界对此有各种看
法。我从服饰文化角度观察，这恰恰反
映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因为
1982年法国服装设计大师伊夫·圣·洛
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设计作品
展时，有两大热点：一是从荷兰大画家、
抽象表现主义画派巨匠蒙德里安“线条
结构组合”引发创作灵感的“蒙德里安
式”连身衣；二是在清代官员斗笠和无领
短衫基础上设计的“中国风”系列女装。
应该说，这两种设计构思都是非常有想
法，且抓住当年时尚潮流的。但是，当时
国人只选择了“蒙德里安式”，根本不理
睬展示的“中国风”。原因有多种：一是
时装设计大师再有名，毕竟是从外国人
眼里看中国，洛朗出生在原法属阿尔及
利亚，而后成为迪奥公司的首席设计师，
在时装界相当有名，但他采用中国元素
因子，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二是中国人
本来就不喜欢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官兵
服装，因为清末官兵总容易使人联想到
百年屈辱，所以洛朗将其演绎得再时髦，
也很难打动中国人的心；三是中国刚刚
重开国门三四年，正是看域外文明眼花缭乱的时
刻，对中国古来自己的文化有一种陈旧的感觉。

改革开放20多年后，情况截然不同了。中国人
把所谓发达国家的时尚也领略了，也尝试了，当新
鲜感逐年退去之后，猛然回头发现我们自己国家的
文化文明如此博大精深。一下子，年轻的大学生率
先穿起中国古代最强盛时期的服装，标明为“汉
服”，实际上既有汉代的，也有唐代的，总之这被中
国青年一代认定是堂堂华夏之风。

对此，我进行过认真的学术探讨，从那至今又
过了近20年。汉服的社团组织越来越多，汉服的
活动也遍布大大小小各种盛会。如今不再限于表
演了，听讲座、逛公园，我们的青年人就那样怡然
自得且自信满满地穿着宽大的古装衣。沉浸式体
验不足以让“90后”“00后”青年们感动了，只有身
体力行，穿上中华民族最典型的襦裙
装、幞头圆领衫和右大襟袍服才能感受
到浓浓的中华文化之情。尤其是今日

的中国重新走向强大富庶，正是民族复兴、文化复
兴的底气所在。

在“汉服热”热度不减，甚至说年轻人愈益狂热
的21世纪20年代，我觉得已没有必要再去考证“汉
服”是汉族服饰还是汉代服装主流了。唐装在前说
了多少年，时兴过的唐装，其实是清代的立领对襟

疙瘩袢袄。而后又有“新中装”之说，就
只限于服装设计圈内部，没有引起大多
数民众的共鸣。纵观这40年来的“汉
服”“唐装”热潮，实际上反映的就是中国
人对中华民族的崇敬与热爱。瞬息万变
的是科技，义无反顾的是岁月，永远不变
的是中国心和革命初心！
“中国红”在华夏民族血液中流淌了

万余年，早先是民俗红。北京周口店山顶
洞遗址的项饰，无论贝壳、砾石、兽牙、鸟
骨，其穿孔的内壁都残留着赤铁矿粉的痕
迹，骸骨的周围也曾被撒下赤铁矿粉。中
国人过年、结婚、盛大仪式，凡是喜庆的，
都是以红色来装点。大到张红灯结红彩，
壁挂大红寿字，小到姑娘媳妇头上的红绒
绢花。红就代表着吉庆、正义，红不但看
上去火爆热闹，而且中国人认为红能辟
邪，即打击邪恶。古时给孩子招魂，要用
红衣红布，如今到产院接产妇回家，也需
特意裁制一方块大红布，用来包裹新生
儿。中国人认为这样就会安然无恙了。
古籍中根据传说而记述的月下老人，翻看
“婚姻簿”时，身后就放着一个装满红绳的
袋子，红绳用来将一对新人的脚捆在一
起。荣登科举榜的状元也要穿红袍，披红
花，“中国红”是有文化渊源的。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第一支
大规模的武装组织就是“工农红军”，自
此，“革命红”照亮了我们的革命之路。
我小时候一加入少先队，就特别珍惜胸
前的红领巾，因为老师说那是无数烈士

的鲜血染红了我们的国旗和党旗，而红领巾正是
红旗的一角。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至抗美援
朝中，别管多么艰苦，鲜艳的红旗都在指引着革命
志士冲锋在前。

开山岛上，王继才夫妇每天都要满怀激情地升
起五星红旗；边防线上，少数民族同胞历尽千辛万苦
也要协助解放军战士巡防边界，当他们用手抚摸界碑
上那红色的“中国”大字时，一颗颗中国心跳动得格外
神圣。凡至国际体育赛事，我们的运动员尽量穿着红
色的运动衣和领奖服，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也习惯寻找
那给人正气又给人力量的大红色。孟晚舟女士经过
在国外千余天煎熬，当回到祖国时，特意穿了一身大
红衣裙。她满含热泪地说：如果信仰有颜色，那一定
是中国红！那一时刻，中国专机上印着的红色国旗，
欢迎人群中人手一面的小红色国旗与孟女士的红衣

相互辉映。“中国红”集中了中国人的心
思与意志，“中国红”是全世界中华儿女
心中永远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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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王松近20年，一直在关注他的写作，最
开始触动我的，是他的中篇小说《双驴记》。看了
我们共同的朋友——导演李大为根据小说改编
的电影之后，我找来了原著，一口气读完，感觉小
说比电影更丰富更有力量。这篇小说改变了20
世纪70年代“知青文学”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
写作定式。然而，最让我感到欣喜的是他最近
创作的两部长篇《烟火》和《暖夏》。我读后非常
兴奋，记得我给王松的第一句评价是两个
字“结实”，小说的语言、人物和故事都是从
生活中凝练而来，有对人性的感悟和揭示、
对历史的挖掘，当然还有他的艺术想象。
他将天津方言与现代汉语融合与转换，叙
述既有传统的内功，又有现代的张力。
《烟火》出版后受到一致好评，之后便有了

《暖夏》。这部反映中国乡村振兴的重要作品，
被中国图书评论协会评为2021年4月“中国好
书”。如果说，《烟火》写了天津的百年历史，那
么《暖夏》则是抒写当下新时代和新乡村的巨
变。王松对小人物、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注是精
准的，也倾注了深厚的同情与思考。《烟火》里
的那些小人物，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存和命运，
只能在旧时代的泥潭中苦苦挣扎，没有方向
感；而在《暖夏》中，新时代的农民终于可以掌
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共同奋斗，实现了迈向幸
福生活的目标。两部小说，反映了天津新与旧
两个时代的变迁。我觉得这是王松对天津这
座城市的深情礼赞，是对天津当代文学的重要
贡献，同时，也表现了一个作家的情怀和担当。

王松是位十分勤奋的作家，一年多时间，
连续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这对一个作家的精
力、体力都是极大消耗，可是他没有休息，竟然
又拿出了一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团泊的春
天》（与杨伯良合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21年6

月出版）。王松不是善交际的人，他外表低调
谦逊，但是内心对自己要求很高，还有一股倔
劲儿，这些都表现在他的写作和为人上。他对
人性的认识也许是悲观的，但是他绝对是靠谱
的人，所以有时候又显得天真和单纯，他把更
多的时间花在写作上，花在对语言的打磨上。
《团泊的春天》我是在旅途中断断续续读

完的，它让我充分感受到王松在小说之外其他

文体上的写作才能。团泊是天津市郊的一个
地名，过去叫“团泊洼”，20世纪70年代因为著
名诗人郭小川的一首诗《团泊洼的秋天》而闻
名全国。作者正是由郭小川的这首诗为引线，
进入正题，开始了由历史到现实的叙事进程，
展现了“团泊洼”如何变成团泊湖、团泊镇和团
泊新城的“化蛹为蝶”的经历。报告文学创作
讲究真实资料的占有和有效使用，它当然可以
通过二手资料堆砌完成，但作为一个严肃的作
家，如果没有实地考察和细致深入的采访，很
难达到创作高度。书中谈到了在团泊镇政府
的三次采访，三次都“不太顺利”，因为很多人
都回避谈自己，涉及个人工作时，总会巧妙地
转移话题，表扬和突出别人。最终作者从一位
干部那里听到这样一句话：“能有今天这样的
成果，不是哪一个人能完成的。”这些细节，足
以生动呈现一群基层工作者谦逊的形象。

写到团泊的变化，作者用蛇蜕皮的过程形
象记述，那真是一场艰难痛苦的蜕变。村民们
告别了祖祖辈辈生活的村庄，搬进了现代化的

住宅社区，由农民变为“居民”。生活方式的改
变，社会关系的改变，必然引起观念的变化。这
是城市化进程以及乡村振兴过程中必然的阵
痛。作者敏锐地认识到这些变化对乡村的影响，
试图从历史与现实中寻找出团泊地区人文传统
和团泊人性格中千年不变的魂。比如流传至今
的程氏三兄弟修建关帝庙的故事，这座象征正义
的庙宇，香火至今不断，它无疑承载了团泊人对

关羽所代表的忠勇、义气的尊崇和弘扬。而
那个“断腕修庙”的“老和尚”程学德，同样也
印证了忠义精神在团泊人性格中的传承。
还有在解放战争中牺牲的烈士赵德恩，他的
英雄事迹和留传下来的革命传统一直鼓舞
着团泊人建设新时代的拳拳初心。
我以为，正是在这些前人和先辈的影响下，团

泊人从领导到普通百姓，在全国上下扶贫脱贫奔
小康的政策激励下，通过全体村民的团结和努力，
使“团泊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座前所未
有的团泊新城，以健康产业之城、现代科技之城、
教育之城、体育之城的面貌，崛起于天津静海这个
以往并不为人所熟知的地方。

在我看来，团泊是中国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的全民战役的一个缩影，它既是其中的一个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成功典型。
作者饱含了对新时代乡村的热爱以及对乡村巨变
的热情讴歌和赞颂，也为我们认识和抒写新时代
乡村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该书的另一
位作者杨伯良，也是天津一位知名作家，我与他只
见过两面，但印象很深，从他身上就能感受到静海
人、团泊人的性格，纯朴而执著。他非常了解天津
的乡村，尤其对郭小川在团泊的生活经历进行过
翔实的研究。王松告诉我，这本书的写作得益于
杨伯良对团泊深入细致的了解，书稿创作正是两
人优势互补、相互学习的过程。

书写一曲团泊新歌
兴安

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以后，天
津被西方列强强行划分九块租界地，
形成天津近代特有租界地现象。随
着西方商品的大量涌入，现代冰上运
动也逐渐进入天津市民的视角。

有资料记载，1881年，北洋水师
大学堂把滑冰课列为体育必修课，以
提升学生体质和考量学生体育的能
力。张伯苓1891—1894年在北洋水
师大学堂读书时与滑冰结缘，充分认
识到滑冰运动对于增强体质的重要
性，为他以后在南开中学、南开大学
开设滑冰课打下理论和实践基础。
英国记者雷穆森于1925年撰写的
《Tientsin: An Illustrated Outline
History（天津租界地所见所闻）》和
1994年出版的《天津通志·体育志》中
明确记载了天津英国租界地在1895
年成立滑冰俱乐部（Tientsin Skating Club）；1905
年成立冰球俱乐部（Tientsin Ice Hockey Club）；
1906年创办京津埠际冰球对抗赛和1919年诞生
的京津“华顿埠际杯”（Wharton Interport Cup）
冰球对抗赛。

据记载，“英国大球场”滑冰场（现新华路体
育场），自1895年对外开放以后，不但吸引天津
英租界地和其他租界地外国侨民到此滑冰休闲
健身，而且也吸引着大量的犹太人，
希腊和北欧在津商人前来进行冰上
比赛和滑冰游戏，这些冰上运动也吸
引着住在附近的中国的达官贵人、豪
门富家子弟。他们对这种摩登文化
和时髦运动的兴趣保持持续升温状
态，去英国大球场滑冰有时到了一票难求的地
步，使得“英国大球场”冰场产业收益颇丰，赚得
盆满钵满，英租界工部局根据市场良好态势，在
上世纪20年代末推出“万国冰球赛事”和“万国
速度滑冰赛事”，借此推销英国产品，形成英国租
界地特有冰上产业文化现象。

据《天津通志·体育志》记载：“1928年1月9
日意租界‘意国花园’滑冰场正式开放，允许华
人参观和滑冰。”其一是学习英租界“英国大球
场滑冰场”经营模式，欲赚取更多的经济利益；

其二是吸引人到“安乐宫”“回力球
场”和“基拉抢场”赌博，赚取经济利
益，由此形成意大利租界地冰上产
业+赌博经济现象。上世纪30年代
初，汇文中学在操场上泼冰场供学生
们练习滑冰，提倡用英语交流、切磋和
讨论，培养学生的语言交流和社交能
力，形成美租界地文化侵略+冰上外交
文化现象。日本租界地的日本青年学校
在1933年不但开设滑冰课，而且还举办
速度滑冰比赛，引起天津市民的关注。
日本学校注重体育教育，通过滑冰课培
养学生“武士道精神”，形成臭名昭著“武
士道”冰上文化。
1934年，俄国公园冰场对外开放，俄

租界地冰场不仅供人们滑冰嬉戏健身，
而且每到周末和西方节日常常举办滑冰
化装舞会；滑冰时不但载歌载舞，而且在

滑冰场旁边开设“跳蚤市场”，特别是即将回国的俄国
侨民，转卖各种家用品，还有冰鞋、冰球杆等，大中学
的学生，还有喜好滑冰的天津市民经常到这里购买二
手冰鞋、冰刀和滑冰护具等，也购买俄国的面包（大撇
列），呈现体育文化+商品文化的现象。据毕业于法
租界地“圣若瑟女校”和“法英学院”的学生，以及
毕业于德国租界地“德华普通中等学堂”的学生回
忆，每年冬季上述几个学校几乎都泼冰场上滑冰

课，呈现出这几个租界地休闲、娱乐和
健身特有的冰上文化现象。

在九国租界地冰上文化的裹挟下，天
津本埠冰上运动队以顽强的生命力破土而
出、艰难成长，经过十几年刻苦训练，造就
多支速度滑冰队和冰球队。以汪兴瑶、元

长林和赵长林为代表的天津速度滑冰运动员，在1934
年万国速滑比赛上分别战胜了西方运动员对他们的围
追堵截和挑战，最终站上了500米、1500米和3000米
冠军的领奖台。南开大学白熊冰球队在1935年战胜
了不可一世的俄外侨冰球队，大涨天津人、中国人的志
气，也见证了天津冰上运动健儿不屈不挠、勇于进取和
敢于亮剑的体育精神和气概，形成天津近代本埠冰上
运动特有的文化现象。这一切为我们回忆和研究天津
近代冰上文化的历史打开了一扇大门，也为我们知晓
天津近代冰上运动底蕴之丰厚打开一扇窗。

当一位影坛巨星出版了自传时，她的女
儿却因此向她发出了责难。这就是本周推
荐的佳片《真相》埋下的伏笔。饰演这对母
女的两位演员，可以说是大有来头。一位是
21岁就在金棕榈奖影片《瑟堡的雨伞》中出
演女主角的，法国影史代表人物凯瑟琳·德
纳芙；扮演女儿的则是欧洲三大国际电影
节最佳女主角的获得者朱丽叶·比诺什。
而将这两位首次集结在同一银幕上的人，是日本导
演是枝裕和，这也是他首次执导非日语电影。

凯瑟琳·德纳芙1943年出生在法国巴黎，21年
后，也就是1964年，朱丽叶·比诺什也同样出生在
这里。而这一年的德纳芙，已经凭借在《瑟堡的雨
伞》中的精彩表现而名声大噪。有趣的是，当比诺

什21岁的时候，也因为出演了法
国新浪潮代表人物让-吕克·戈达
尔的影片《向玛丽致敬》，从而在
法国影坛崭露头角。1995年，法
国影迷出于对德纳芙的喜爱，用
她的脸型翻修了一尊纪念法国大
革命的雕像。1997年，比诺什因

为出演电影《英国病人》，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
配角的殊荣。而就在这之后的第21个年头，两人
因为是枝裕和，相聚在《真相》这部电影里。

能将性格迥异的两位法国女星，巧妙地融合在
一部电影里，导演是枝裕和的功力可见一斑。

在《小偷家族》《比海更深》等影片中，是
枝裕和用温情的电影语言诠释了他心目中
对于家庭关系的理解。这一次他远赴他乡，
尝试描绘一对法国母女的关系，而他要面对
的是陌生的语言、文化甚至是拍摄团队。
《真相》的摄制组，有法国的主创、美国

的摄影师，而是枝裕和对外语也并不在行，
光后期剪辑就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在创作

理念上，是枝裕和有个习惯就是会根据拍摄
进程临时修改剧本，但这种拍摄习惯和比诺
什是完全相反的，她跟导演强调，自己需要
至少提前三周来融入角色，所以临时更改剧
本她会很难记住。虽然导演当时跟她保证
不会这样，但没过多久就食言了。至于结
果，是不是会让观众更加惊喜呢？
是枝裕和为什么要远赴他乡去拍摄这样

一部电影？这三位电影界大咖碰撞在一起，会产生
怎样的火花？让我们一起走进《真相》，去寻找答案。

12月18日22:00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真相》，12月19日14:3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

彩继续。

《真相》：
合拍片里的碰撞与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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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来春不远（漫画） 朱森林

1935年3月5日，鲁迅日记云：
“晚约阿芷、萧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
河清来访，至内山书店又值聚仁来送
《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携海婴。”这
次饭局最大的看点是，为“三个小奴
隶”成立了影响深远的“奴隶社”。

1934年，鲁迅接到在青岛的萧军、
萧红的求助信后迅速回复，此后频繁
通信。几封信后，萧红就向鲁迅抗议，
不许鲁迅在信里称呼她为“女士”。这
种抗议拉近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萧红
当时的笔名为悄吟，鲁迅也就在回信
里开起玩笑：“悄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
我怎么写呢？悄婶子，悄姊姊，悄妹妹，
悄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
夫人太太，或是女士先生罢。”

1934年11月30日，萧红、萧军在内
山书店与鲁迅第一次会面。许广平在
《忆萧红》中对萧红的印象是：“中等身
材，白皙，相当健康的体格，具有满洲姑
娘特殊的稍稍扁平的后脑，爱笑，无邪的
天真，是她的特色。但她自己不承认，她
说我太率直，她没有我的坦白。也许是
的吧，她的身世，经过，从不大谈起，只简
略的知道是从家庭奋斗出来的，这更坚
强了我们的友谊。”鲁迅了解了“二萧”的
遭遇，同意推荐他们的作品出版，许广平
将萧红的书稿带回。鲁迅还奉送20块
大洋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

对二萧而言，这次内山书店会面意
义十分重大，是他们崛起于中国文坛的
先声。此后的12月19日，鲁迅在梁园豫

菜馆请客，特意将萧红、萧军介绍给茅盾、
聂绀弩、叶紫、胡风等左翼作家。这些人对
二萧的创作和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5年初，萧红向鲁迅提出了一个“打
牙祭的小小要求”，对此，鲁迅始终放在心
上。当年3月1日，他复信二萧，说已安排叶
紫，择日而聚。叶紫是此前任《中华日报》副
刊《动向》的助理编辑时开始与鲁迅相识交
往的，鲁迅不到一年时间在《动向》上发表杂
文20余篇。3月5日，鲁迅兑现承诺，他们在
一家广帮菜饭馆桥香聚会：“晚约阿芷、萧
军、悄吟往桥香夜饭，适河清来访，至内山书
店又值聚仁来送《芒种》，遂皆同去，并广平
携海婴。”（阿芷，即叶紫；河清，即黄源；聚
仁，即曹聚仁）在这次饭局上，萧军代叶紫、
萧红向鲁迅提议创建奴隶社，准备自费出版
“奴隶丛书”。鲁迅对此十分支持，并认同
“奴隶社”名称。于是，1935年，叶紫、萧军、
萧红三个人组成了著名的“奴隶社”。
“奴隶社”成员只有三个人：来自东

北的作家萧军、萧红和来自湖南的作家
叶紫。鲁迅后来也有比较详细的阐释：
“这奴隶，是受压迫者，用来做丛书名，是
表示了奴隶的反抗。所以，统治者和‘正
人君子’们，一看到这类字样就深恶痛
绝，非禁止不可的。”

25鲁迅与“二萧”会面

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
茶具中，有两个银棱秘色瓷碗，碗
口为五瓣葵花形，斜壁，平底，内土
黄色釉，外黑色漆皮，贴金双鸟和
银白团花五朵，非常精美。

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13件宫
廷专用瓷——秘色瓷，是世界上有碑文
记载的最早、最精美的宫廷瓷器。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素面圈足淡黄
色琉璃茶盏和素面淡黄色琉璃茶托，虽
然造型原始、装饰简朴、质地微显浑浊、
透明度较低，但却表明中国的琉璃茶具
在唐代已经起步，在当时堪称珍贵之物。

饮茶的方法，有“唐煎宋点”之说。
到了宋代，唐人用煎茶法饮茶的方法逐
渐被摒弃，点茶法成为当时主要的饮茶
方法。到了南宋，用点茶法饮茶更是大
行其道。与之相适应，宋代茶具的变化
主要体现在煎水用具由釜改为茶瓶，茶
盏尚黑，还增加了“茶筅”。

点茶法为斗茶所用，茶人自吃亦用
此法。此法先将饼茶烤炙，再敲碎，碾
成细末，用茶罗将茶末筛细，置碗中，注
入少量沸水，调成糊状。以釜烧水，微
沸初漾时，即将开水冲入杯、盏、碗内。
须冲点，收止自如，不多不少。但茶末
与水同样需要交融一体，于是
发明了一种“茶筅”，即打茶的
工具，多为竹制。水冲放茶碗
中，需以茶筅用力搅动。这时
水乳交融，逐渐起沫，洁白如
堆云积雪。因茶乳融合，水质

浓稠，饮下去盏中胶着不干。
《红楼梦》第三十八回写贾母等人进

入藕香榭中，看见栏杆外一个竹案上头摆
设着各色茶具，其中便有茶筅。

20世纪70年代以来，河北宣化下八里
村北陆续发掘出一批辽代墓葬，其中七号
墓壁画中有一幅点茶图，反映了宋辽时期
用点茶法饮茶的生动情景。画面上共有八
人，分为两组：图右前方一组，由四人组成，
其中一位似为女主人，三人似为茶童，在女
主人的指点下，正为点茶做准备。在他们
之间，有一个茶碾子，用它将饼茶碾成细末；
一个方盘，盘中有饼茶一块，锯饼茶用的茶
锯一把，刷茶末用的茶刷一只；一把团扇，在
烧水生火时，用于扇风；一只造型优美的荷
花形茶炉，用来生火，其上坐有一把执壶，用
于烧水点汤。图左后方一组，亦为四人，是
四个幼童，从神态看，似乎出于好奇，偷看点
茶之道，当然也有进而取饮之意。在幼童
身旁，有一张长方形桌子，桌子上放有茶碗、

茶盏、茶托、执壶等，均是用点茶
法饮茶所必备的器具。

宋人饮茶之法，无论是前期的
煎茶法与点茶法并存，还是后期的
以点茶法为主，其法都来自唐代，
因此饮茶器具与唐代大致一样。

60“唐煎宋点”饮茶法
搬家日期不能改，时间紧迫，

宝明感到了压力，但还是跟镇长表
态一定按期完成搬迁。整个楼村
大街小巷，到处写着有关拆迁的标
语口号：民本搬迁展和谐，优化环
境促发展；恋恋不舍旧房老屋，高
高兴兴乔迁新居……

会计李二奎按照分工，在十字街口发
放明白纸。一个黑胖妇女接过一张，刚要
看，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大步走到妇女跟
前，一把抢在手中，有啥看头啊？搬就搬
吧，走，打麻将去！黑胖妇女一把抢回明
白纸，愠怒地说，房子都快要拆啦，还打啥
麻将啊？这时，宝明来了，大家看仔细啊，
有啥想法及时跟村委会沟通。三驴子说，
我现在就有想法。宝明说，那好啊，你说
吧。三驴子说，原先你们说拆迁会让咱们
由穷变富，怎么个由穷变富法，说给我听
听。我听了要是真有道理，我替你们宣
传。宝明说，这个是明摆着的，不用我说，
让会计跟你说说。会计李二奎说，拆迁也
是楼村发展的需要，拆迁后，土地整合流
转，大家可以参加流转后的农业开发生
产，等于就近就业了，年底还分红。再说，
拆迁，是按国家政策人均30平方米再加
老房子折合比例的住房面积进行补偿安
置的，咱们安置房的面积多于现有住房的
使用面积。看事情要看长远些啊，算算
吧，大家都不吃亏。

一番对比算账，三驴子信服了，可他
又动起了小心思，虽然都姓李，可宝明是
拆迁主要经办人，说了算，给他送点儿礼，

说不定就能给自己那老房子多折合点儿面
积，给几间违章建筑多算俩钱。三驴子就偷
偷地把装有一万元现金的信封塞进宝明的
皮包，离开后，给宝明打电话，宝明啊，我在你
的皮包里给了点“意思”，你收起来，咱是本家
族门，在拆迁算账上多关照关照哈。宝明一
愣，意思？啥意思啊？他打开皮包看到了那
个信封，明白是啥意思了，当即回电话，三驴
子，赶紧过来，把你的“意思”拿回去，你是想
让我栽跟头吗？三驴子说，宝明你就别客气
了，现在不是时兴“意思”吗，你算账的时候高
抬一点点手，对本家有一点点偏心人们会理
解的。我给你“意思”，没人知道，多给我一些
面积也不会有人攀比闹事。

宝明很严肃地说，那不行，拆迁补偿有统
一标准。三驴子，你还是赶快来把你的“意
思”拿回去！三驴子说，是不是嫌少啊？宝明
有些着急，我面对的不是咱老李家一家，更不
是你一个人，我面对的是整个楼村！宝明一
再催促，三驴子就是不来拿回他的“意思”，这
让宝明很纠结。第二天，他又给三驴子打电
话，如果现在还不来拿你的“意思”，我就把你
的“意思”交到纪委的廉政账户上去！三驴子
一看，宝明是真不收啊，只好赶过来拿回了他
的“意思”，笑着对宝明说，完了，我没辙了，我
是真服你了。好吧，拆迁，我算第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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