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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了，天冷了，自然会想到温暖的棉
衣，也就想起了棉花。

棉花在我的老家冀南平原，是再平常不
过的农作物。民谚云，三亩田（粮），一亩
棉，多有种植。至今，一提起棉花就在脑海
中浮现出一幅美丽的画面：秋收时节，棉花
绽开笑脸，溢出朵朵棉絮，远远一望，地里
白茫茫一片，像下了一场大雪，又像地上漫
起了云朵。

棉花看似平常，其实很奇特。棉花的花
朵叫棉花，棉花的果实也叫棉花，花与果实同
一名字，这在植物中恐怕独一无二。棉之花
通常有乳白色和淡红色，蔫蔫的，藏在枝杈
间，仿若一个羞答答的村姑，既无炫丽的容
颜，又无招摇的仪态，因此常常被人忽视。以
至于人们一说棉花，脑子里映现出的是棉絮，
果实太强势，取代了真正花朵的名分。棉花
的另一个奇特之处，它是世界上唯一由种子
生产纤维的植物，换句话说，大地上植物的果
实大都是用来吃的，无论是庄稼、蔬菜还是瓜
果，皆如此，而棉花不能吃，是用来穿的、用
的。人的主要生存要素无非吃和穿，“吃靠
田，穿靠棉”，食要果腹，衣要蔽体。棉花不仅
御寒，还给人以基本的体面。

中国原本没有棉花。古人穿衣主要依靠
丝和麻，丝贵麻贱，故富人穿轻柔的丝绸，穷
人穿粗糙的麻布。绫罗绸缎自然舒坦，而大
麻的茎杆纤维粗粗拉拉，做绳子、麻袋还差不
多，穿在身上想想都难受。多亏有棉花跋山
涉水来到中国安家。清代萧雄所著《听园西疆
杂述诗》载：“中国之有棉花，其种始于张骞得
之西域。”照此说，棉花应该是从西域引来。西
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丝绸之路，驼铃
声声中不仅驮去了丝绸，还驮回来了棉花。清
朝末年，一个原产中美洲的棉花新品种漂洋过

海植入中国大地。老百姓将旧新棉花分别唤
作“笨花”和“洋花”。作家铁凝的长篇小说《笨
花》如此描述：“笨花三瓣，绒短，不适于纺织，
只适于当絮花，絮在被褥里经蹬踹。洋花四大
瓣，绒长，产量也高，适于纺线织布，雪白的绒
子染色时也抓色。”想想也挺有意思，旧和新棉
花种子分别从陆地翻山越岭和从海洋乘风破
浪而来，寻找到新的土壤和机遇，绽放更璀璨
的生命光华。相互的开放交流也给人类带来
了福祉和财富。
“洋花”引进之后最早在上海试种，巧

合的是，宋末元初上海出了个黄道婆，那可
是中国棉业祖师级人物，古今棉花在此神
奇遇合。所以上海人对棉花情有独钟，
1929年在市花评选中，棉花竟击败了莲花、
月季和天竹一举夺魁。中国最洋气的城市
居然把最土气的棉花选为市花，大大出乎
人的意料。但考诸其历史渊源及当时市郊
遍植棉花、市内纱厂林立的现实氛围，又在
情理之中。

我小时候是在农村度过的，对棉花留下
极深刻的记忆。那时还是生产队，棉田的地
块足够阔大。每到夏天，棉花棵子长势茂盛，
绿蓬蓬舒展着身板，长得茁壮的齐腰深，羸细
的也能到大腿根处。此时，花开得欢实，却几
乎不被人理会欣赏，开得委屈。在那个年代，

农人还没有赏花的闲情逸致，其实除葵花、油
菜花外，与小麦、玉米、高粱、谷子等庄稼的花
相比，棉花还是颇有几分姿色。在乡间，人们
称棉花为“花”，花地、花柴、摘花、拾花、纺花
等，当人们只说“花”的时候，那一定是指棉
花，棉花冠绝所有的花而独享尊宠。我时常
光顾棉花地，自然不是赏花而是割草，因为棉
花低矮，可以随时站起身来透气，不像高大稠
密的玉米地那般闷热。

棉花谢了，枝丫挂满了绿色的小铃铛，叫
作棉铃。棉铃长大了，膨胀了，像饱满的桃
子，又叫棉桃。虽然叫桃，只是形状仿佛，不
能吃。棉桃裂开了嘴，一瓣一瓣漾出的不是
果肉，而是白色的棉絮。一朵，两朵，千万
朵，好像天上的白云从空中落在地上。这是
不能融化的雪花，是农人真正期盼欢喜的花
朵。于是，摘花成了秋野盛大的节日。大姑
娘小媳妇间或有几个老年男子云集棉田，一
个个腰间系着包袱，从棉桃里把棉絮扯出来
放进包袱，颇像南方的采茶，手快的女人可以
两手同时采摘。大家边干活边扯着闲
话，这边胖婶对二妮说，这下好了，有了新花
了，絮几床暄暄腾腾的新被褥，年根把事儿过
了吧。二妮脸上飞起了红云，说，我才不嫁
人呢。那边白嫂对黑嫂说，俺家二羔的棉袄
破得都露出老套子了，跟狗啃似的，就等着

这花下来呢。黑嫂说，谁说不是哩，新花有
了，纺了线织了布，给孩子他爹做件新汗
褂。白嫂嘻嘻笑着说，你可真疼你家男人
哦。黑嫂呸了一口说，去你的呱哒哒。棉田
里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惊得麻雀扑棱棱一阵
乱飞。很快棉絮塞满了腰间的包袱，每个人
都鼓着大肚子，像怀了身孕，彼此一望，又是
一阵大笑。
秋收过后，农人还有一个拾秋的习惯，在

田地里再扫荡搜索一遍，将抛撒的豆粒、隐藏
的山药、洋姜等捡拾刨掘一番，拾花也在其
列。摘花的时候难免摘不干净，会在棉桃的
硬壳间残留一些棉絮，细细搜寻也会有不小
的收获。这和麦收过后捡麦穗一样，这些活
儿通常是由妇女和小孩干。正如清代乾隆年
间《御题棉花图》所载：“霜后叶干，采摘所不
及者，黏枝坠垄，是为剩棉。至十月朔，则任
人拾取无禁。”也即拾的花可以拿回家，不用
交公了。

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是过年时穿上新
棉袄棉裤，漂漂亮亮，暖暖和和。那时对农事
懵懵懂懂，不太清楚摘花之后还有轧籽、弹
花、纺纱、织布、练染等多重工序。只记得夜
晚伴着昏暗的灯光，母亲和姐姐在屋地盘腿
而坐，把着纺车吱扭吱扭纺线，一手摇车，一
手抻线，身子一俯一仰，手臂一送一张，仿佛
节奏优美的舞蹈。是的，劳动是一种最美的
舞蹈。遥想当年，当延安成千上万个纺车嗡
嗡嗡响成一片的时候，和着黄河的涛声，奏响
了最强劲的时代之音。

如今已经几十年不穿棉衣了，但那种温
暖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深深烙在生命
中。而一想起棉花，就好像眼前一片片洁白
的云朵在大地上氤氲，驻留，气象万千，瑰丽
无比。

地上的云朵
刘江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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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与天津人有过较深接触的外地人，都有以下三点
印象，一是天津人低调、随意、不装、不端着；二是传统东
西深厚，不摇不咣当；三是为人豁达义气，不藏、不掖
着。此三点在老天津卫的刘宇身上体现得最充分。

刘宇年逾八旬，少年时代他经常去劝业场，那里二楼有
一家刻字店铺，既刻各种图章，还刻扇骨、臂搁什么的。刻
字的老先生叫周与九，他一去就是半天，老先生看他喜欢刻
竹，于是告诉了许多刻竹的方法。退休后，从梁崎先生学过
书法、绘画的他，从爱扇子看到残破扇骨而修扇子，到现在
的制作、创作扇骨，成为北派刻竹的传人，跻身中国大江南
北制作扇骨大师之列。

恰如天津人，刘宇低调、随意。什么是随意？就是不刻
意粉饰。刘宇在鼓楼的工作室“三耕园”中，真的像田地中
的老黄牛，在竹板、黄杨、乌木的“田”中刻呀磨呀，夏天一件
老头衫，冬天一件旧绒衣。

在艺术领域，外地人都有相同的
印象，天津这块地方藏龙卧虎，一个
不起眼的画铺、工作室可能隐居着
功力深厚的大工匠。刘宇在天津鼓
楼北街安营扎寨近二十年，不知制
作了多少扇骨。他曾经复古了几件
绝迹的宫廷扇骨，创作了几十种具
有北派刻竹风格的扇骨，使竹刻艺
术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十年来，刘宇不知修好了多少
扇骨，让许多“濒死”的破扇残骨起死
回生。他收取的修复费，不仅低廉，而
且从不与扇骨本身的价值挂钩。他甚
至说，能看到触摸这些绝品已是缘分，
能修复它们是天意。

他制作的扇骨绝大部分都进入了
市场，而且“尽产尽销”，及到要出书时
需配图，才发现自己手中作品寥寥无
几。北京一位藏友过三耕园，看到刘宇
一件刚完成的黄杨梅花高浮雕扇骨，一
把抢将过来，说多少钱绝不划价。刘宇
一再说这把人家订了好几个月了，怎么说也不行，对方最后放下
钱就跑。事后问刘宇，为什么不涨价呢？他说有两个原因，以前
南纸局老规矩，订了润格不能随便调价，这样做叫失信；再有就
是，我没有费那么多工时，如果漫天要价，这个钱放在兜里我心
里不踏实，靠手艺吃饭不能这样。

在教学生上，刘宇从来不收钱，并将技艺倾囊而出。凭心而
论，他不是手艺世家，虽然少年时代学过一点刻竹，也算是半路
出家，完全靠天赋的颖悟，靠实践的摸索，许多经验不是来源于
传统，而是从自己长期的操作得来，书上没有记载，坊间没有先
例。但刘宇没有把这些独门绝技视为让徒弟学生“破财”孝敬的
砝码，只要学生问到某一点，就会悉心教授，从不藏着掖着。

刘宇认为，什么“大工匠”“艺术大师”，这些大帽子不过是
唬人的。“石不能言最可人”，石头虽然不说话，但它的美让人
欣赏让人喜欢。作品要像石头一样，靠自身的美打动人。刘
宇深信，一切要靠作品说话。

扇骨，在工艺品里是小器，但小器而大雅，这个大雅之小
器由刘宇精心研制二十年，成为大工匠的一个高点。您喜欢，
您愿意收藏，这是刘宇之荣幸，是北派刻竹之荣幸，更是中国
扇子大家族之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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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天津，民间也有
类似现在的劳务中介机构，称仆妇介绍所，
从业者操持代雇女仆服务，一手托两家，赚
取利润。

旧年社会动荡，因各种原因导致拮据、
破产的人屡见不鲜，一筹莫展之时，有的家
庭巧手女人只好选择外出谋生，从周边乡
下来到繁华的天津市内，想受雇于人为仆，
权算糊口、营生。人生地不熟的，比较快捷
的方法便是去找中介牵线搭桥。这些女人
中，年未半老稍有姿色的一般会到“美人
店”去“挂号”，年老色衰甘当老妈子的可
以到“老妈店”登记，盼着老板给介绍个好
主家。

当时的美人店、老妈店有独资和股份制
两种。独资简单，一人所为，独当一面，兴衰

皆凭才干与运气，还算爽快。股份制的有时
会因利益问题发生矛盾，影响营业，乃至关
张，所以此类一直兴盛无多。天津干这一行
的有派别之分，按籍贯，比如武清派、三河派、
大城派，如此这般，外地新来找活计的人常会
按同乡“路线图”投门店中，此刻多少显出些乡
里乡亲的缘分。

美人店、老妈店老板八面玲珑，多有人
脉。之于甲方，他们会联络达官显贵大公
馆，了解人家的用工需求、意愿，比如喜欢
怎样的女仆，对口音有无要求，需要什么技
能等，老板们都会记于心中，一旦有符合条
件的会及时推荐，这是博得雇主信赖的重
要因素。豪门大宅往往需要年轻一些、脸
蛋尚可、口齿伶俐、懂得交际、能烧好饭的
女人，但这样的“全才”确需打着灯笼寻的，

当然，一旦找到，美人店也会多收佣金。
之于乙方，妇人们挂号登记后俗称“候补老

妈”。一般，老妈店会临时提供住处，每天收费四
五角不等（含饭费）。有最简易的床铺，一个挨一
个，拥挤不堪，甚至比大车店还糟糕。屋里空气
污浊、浮尘厚积，四处爬满虫虱，但候补老妈们只
能忍，或许暗自悲啼，她们唯一的曙光就是盼着
早一天被大家主相上。

昔时兵变、天灾不断，此时的仆妇介绍所
最获利，几个月内，流离失所受灾受难的可怜
人挤满老妈店、美人店，这些人中不乏昨日还
是村子里的小资或富户，而不测风云让她们顿
然难以为继，不得不跑出来抛头露面“吃口残
羹”当女仆。遇到动荡，急需女佣的大公馆也
借机公关美人店、老妈店，多给费用，希望及
时物色新人或换人。再看候补老妈，特别是来

自农村的人，她们见
识不多，纯朴老实，要
仰赖介绍所，为求能
早点海挣到钱，往往也
会暗暗忍痛掏出银元
笼络店家，甘愿受盘
剥。此时的店主最牛
最端着，赚个盆满钵满
也不是什么难事。

中介搭桥成功，女仆上岗大致要经过几天
的试用期，这期间，老妈店总会“悉心关照”双
方，尤其对女仆多指导教育叮嘱，因为店家需
要顺利拿到中介费。一切就绪往后还不算
完，逢年过节或者赶上主家有什么大喜事，女
仆常会自掏腰包“孝敬”一下原来的店老板，
未雨绸缪，生怕日后一旦失业难再有好机会
留给她们。

毋庸置疑的是，美人店、老妈店黑幕重
重，弊病很多。比如有歹人投机，招诱女人，
然后把她们卖到青楼或偏远地区，甚至闹出
人命关天的事。比如有的妇人目的不纯，受
雇不多时日便偷窃主家财务扬长而去。也有
的“全才”女仆干几个月后就沾染上大城市不
良习气，没了乡下的诚恳、热忱，搞出一些鸡
零狗碎的糗事。

旧天津女佣介绍所
由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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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体诗词创作上，聂绀弩是颇具成就
而又得到公认的一位。
“我说他的诗很幽默，是指他的意

境开拓，情意诙谐，犹如他的杂文。”
（廖沫沙《共有灵犀一点通》）“绀弩又
以杂文入诗，创造了杂文的诗，或曰诗
体的杂文，开前人未开之境。”（王晓晖
《聂绀弩诞辰九十周年座谈会侧记》）

杂文：“文学体裁之一，散文的一种。
直接而迅速地反映社会事变的文艺性论
文。以短小、活泼、锋利、隽永为特点，是
一种战斗的文体，内容广泛，形式多样，有
关社会生活、文化动态，以及政治事变的
杂感、杂谈、杂论、随笔都可归于这一类。”
（《辞海》）鲁迅是杂文大家，往往纵意而
谈，挥洒自如，信手拈来，涉笔成趣，真可
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

聂绀弩的《放牛（三首之一）》，写的是
他曾经受到不公正待遇，被贬到北大荒劳
动改造思想的景况：“生来便是放牛娃，真
放牛时日已斜。马上戎衣天下士，牛旁稿
荐牧夫家。江南雨过牛鸣赏，人物风流笛
奏夸。苏武牧羊牛我牧，共怜芳草各天
涯。”作者当时五十多岁了，属于夕阳年
岁，一、二句为自嘲，却外显轻松。三、四

句是说他曾入军跨马，算是一个可武可
文的“士”，如今却在牛边以草席安
“家”。他吹笛放牛于雨后，也是一种风
流，而欣赏他的只是一群牛。西汉的苏
武牧羊，他如今放牛，虽各在天涯，但都
旷远自尊。诗人以苏武自况，面对艰难、
挫折，依旧从容、坚韧，气节不损。

杂文的题材广泛，同时又多采用夹
叙夹议的手法，既幽默又具批判锋芒。
在聂绀弩笔下，“世界上没有什么题材
是不能入诗的。”（周健强《与聂绀弩谈
〈三草〉》）同时，“他是在以旧体诗写杂
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你从谈言微
中里得到消息，说他是把辛辣，还有辛
酸，糅合到幽默感里了。”（彭燕郊《千古
文章未尽才——绀弩的旧体诗》）在《聂
绀弩旧体诗全篇·北荒草》中，搓草绳、
锄草、刨冻菜、挑水、削土豆、送饭、放
牛、伐木、脱坯皆可入诗，而且叙事生动
有趣，议论精锐，又充满不露声色的批
判指向。

诗人、杂文家邵燕祥有言：“举凡当代
的史实人事风物情思，尽是未经人道者，
造句则奇崛高古，韵味盎然。”（《关于今人
写旧体诗》）学者林东海在《当代诗词点

评》谈及聂绀弩的
诗：“聂翁以杂文为
诗，似谐而庄，似冷
而热，令人欲笑而思
哭，哭而思奋，形类
打油，旨同庄骚，自
成一格，灿然独照于
诗坛。”

老眼读诗（九）

以杂文入诗
聂鑫森

成岭成峰各不同，红楼索隐费穷通。

应知警幻鸿蒙引，大度容人定事功。

许军杰 绘 赵建忠 诗

沽上

丛话

其实，鲁迅1924年创作的小说
《在酒楼上》非常精彩地写过一场
“绍酒”之宴。这个小说探讨分析当
时社会上新型知识分子的心态以及
形象，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知识分子
精神面貌的写照。

主人公吕纬甫是一个曾有过辛亥革
命时期的革命热情，后来却变得意志消
沉的“文人”。小说表现了中国现代知识
分子在躁动与安宁、创新与守旧两极间
摇摆的生存困境，隐藏着鲁迅内心的绝
望与荒凉，被评论界誉为“最富鲁迅气
氛”的作品，周作人也说此作是“最具有
鲁迅色彩的文章”。

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之间没有明显的
界限，比如《一件小事》，像小说又像散
文。《在酒楼上》也是如此，开头“我从北地
向东南旅行，绕道访了我的家乡”完全是
纪实散文，也完全符合鲁迅的经历。鲁
迅作品中的S城既像虚构的，又完全是绍
兴城的写照。所以，完全可以把鲁迅的
小说当作纪实散文读。

小说中提及在酒楼上就餐的情形，是
典型的环境描写，也可以窥见民国时期小
酒楼的普遍状况。因为小说写的是归乡，
所以，也可视作是鲁迅“绍酒越鸡”之饭的
现场版。小说写道：“我所住的旅馆是租
房不卖饭的，饭菜必须另外叫来，但又无
味，入口如嚼泥土。”“我午餐本没有饱，又
没有可以消遣的事情，便很自然地想到先
前有一家很熟识的小酒楼，叫一石居的，
算来离旅馆并不远。我于是立即锁了房

门，出街向那酒楼去。其实也无非想姑且逃
避客中的无聊，并不专为买醉。一石居是在
的，狭小阴湿的店面和破旧的招牌都依旧；
但从掌柜以至堂倌却已没有一个熟人，我在
这一石居中也完全成了生客。然而我终于
跨上那走熟的屋角的扶梯去了，由此径到小
楼上。上面也依然是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
木棂的后窗却换嵌了玻璃。”“一石居”，一听
便是小酒馆，名气也不大，并且如下文所说
的“没有酒楼气”。小酒楼的布置是楼上摆
五张小板桌，“独有原是木棂的后窗却换嵌
了玻璃”。孔庆东先生认为这个细节反映出
“鲁迅非常注意这个世界的变和不变”，当别
人都说变的时候，鲁迅盯着那个不变的东
西；大家都说辛亥革命了，中华民国了，鲁迅
却说：“一样，没变，跟以前一样。”诚哉斯言，
鲁迅眼中总有与众不同的参照物。
“一斤绍酒。——菜？十个油豆腐，辣

酱要多！”
……
“客人，酒。……”
堂倌懒懒地说着，放下杯，筷，酒壶和

碗碟，酒到了。我转脸向了饭桌，排好器具，
斟出酒来。

这是写如何点菜，以及酒楼如何给客
人上酒，淡淡的对话十分诱人。

35小说《在酒楼上》（上）

饮茶改为直接用沸水冲泡、茶
具品种大为减少后，最常用的是烧
水沏茶和盛茶饮茶两种器具，而唐
宋时期那些炙茶、碾茶、罗茶、煮茶
的器具也就成了多余之物。

虽然一些茶具逐渐退出了历
史舞台，但使用的茶具则更为讲究，在设
计和制作上仍在改进和创新。在饮茶
器具上，最突出的变革创新有二：一是出
现了小茶壶，二是茶盏的形和色有了大
的变化。

明代最为崇尚小茶壶。明人张谦
德《茶经》说：“茶性狭，壶过大则化香不
聚，容一两升足矣。”

明代茶盏，仍用瓷烧制，但由于茶
类改变，宋时盛行的斗茶开始衰落，饮
茶方式改变，此时所用的茶盏已由黑釉
盏变为白瓷或青花瓷盏。明代的白瓷
称为“甜白”，以永乐“甜白”最为出名。
白瓷茶盏料精式雅，洁白如玉，可以更
好地衬托茶汤的色泽之美，是中国白瓷
茶具的精华。许次纾的《茶疏》中就有
“其在今日，纯白为佳”之说。流传至今
的明代白瓷茶具有永乐暗花莲卉纹碗
等。江西景德镇白瓷茶具和青花瓷茶
具的极大发展，是明代茶具变革创新的
重要表现。

此外，由于明代饮的是条
形散茶，比以前的团饼茶更易
受潮，所以贮茶、焙茶的器具
比唐宋时期显得更为重要。
而饮茶之前，用水淋洗茶叶，

以去掉“尘垢”和“冷气”，又是明代饮茶所
特有的。明代对烧水候汤及相应的器具也
给予更多的重视。因此，就饮茶全过程而
言，明代所需的茶具，在高濂的《遵生八笺》
中列了16件，另加总贮茶器具7件，合计23
件。属于茶具的有：商象，即古石鼎，用以
煎茶烧水；归结，即竹扫帚，用以涤壶；分
盈，即杓子，用以量水；递火，即火斗，用以
搬火；降红，即铜火筋，用以簇火；执权，即
茶秤，用以秤茶；团风，即竹扇，用以发火；
漉尘，即茶洗，用以淋洗茶叶；静沸，即竹
架，用以支鍑；注春，即瓦壶，用以注茶汤；
运锋，即果刀，用以切果；甘钝，即木砧墩，
用以搁具；啜香，即瓷瓦瓯，用以品茶；撩
云，即竹茶匙，用以取果；纳敬，即竹茶橐，
用以放盏；受污，即拭抹布，用以洁瓯。属
于总贮茶器的有：苦节君，即竹炉，用以生
火烧水；建城，即箬制的笼，用以高阁贮茶；
云屯，即瓷瓶，用以舀水烧水；乌府，即竹制
的篮，用以盛炭；水曹，即瓷缸瓦缶，用以贮

水；器局，即竹编方箱，用以收放
茶具。另有品司，即竹编圆提盒，
用以收贮各种茶叶。这里开列的
23件茶具，不仅名称显得稀奇古
怪、深奥玄妙，而且其中很多与烧
水、泡茶、饮茶无关。

70 明代茶具变革创新

二侉子骂得欢，徐三姑也不理
睬，由他敞开了随便骂，直到骂得气
力不足了，徐三姑才不紧不慢地问，
骂够了吗？没等二侉子回答，就在
门口作起了法。徐三姑让三驴子等
人在一旁看着，她摆上桌案香炉，点
燃香烛，拜了几拜，口中念念有词儿，又
从怀里掏出一张黄纸，点燃。这时，只见
黄纸上迸出一点儿火星儿，那火星儿竟
生灵似的在纸上流窜游走，出没之处留
下清晰的线痕，仿佛一支笔正在书写
啥。片刻，黄纸上出现了一副神情可怖
的鬼脸，鬼的眼中似有鲜血滴出。围观
的人顿时一阵惊呼，就连二侉子也吓得
倒退一步。接下来，徐三姑从口中呼地
喷出一团火，火焰喷在右手食指上，再用
这支火把点燃了画着鬼脸的黄纸，仍是
那么无动于衷地望着二侉子。然后让人
把一小包药面用水冲开，给二侉子灌下
去，不紧不慢地说，五日之内你必死无
疑。二侉子听后，有些茫然，不愿相信这
女人的鬼话，昂首挺胸地离开。徐三姑
也像没事儿人一样，头也不回地进屋了。

奇事儿果真发生了。头一天二侉
子还嘴硬，骂骂咧咧，见谁跟谁说，就徐
三姑那鬼样儿，老子根本不怕她。但从
他涣散的眼神儿里，谁都看得出他是硬
装的，嘴上说不怕，其实心里怕得很。第
二天他开始破罐破摔，拼了命地喝酒吃
肉，像是过了今天就没明天似的。人们
都认为二侉子死定了，他这么做是想在
临死前多吃点儿，以免落个饿死鬼。人

们就很佩服甚至是敬畏徐三姑。到第三天
的时候，二侉子彻底崩溃了，像孩子似的恸
哭起来。第四天，二侉子一病不起，整个人
瘦成了骷髅，气若游丝，进入弥留阶段，看
他的人出来都说，恐怕活不过今晚了。二
侉子的父母害怕了，三驴子见二侉子已经
奄奄一息，就不由得后悔起来，也真是害怕
了。赶紧去找村干部，村干部问徐三姑，真
是你的法力？

徐三姑眼都不眨地说，是啊。村干部
说，那你饶了他吧。徐三姑沉吟一会儿，说，
饶他也不难，但必须是二侉子亲自来求我。

二侉子是由三驴子架着来的，远远见了
徐三姑，扑倒便拜。徐三姑问，还耍不耍
混？二侉子有气无力地说，不耍了。徐三姑
又问，真不耍了还是假不耍了？二侉子含胸
点头，真不耍了。徐三姑问，再耍怎么办？
二侉子已经没气力回答了。三驴子说，再耍
还请您老人家拾掇他。徐三姑这才缓和了
脸色，噗的一口水喷在二侉子脸上，垂死的
二侉子立马清醒过来，揉揉眼，竟然不知道
自己在哪里。徐三姑说，这次先饶了你，以
后再撞我手里定要你小命。二侉子算是保
住了一条命，他服了徐三姑，也变老实了。

后来徐三姑悄悄地跟丈夫说，她那套
把戏都是骗人的，谁想干，一学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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