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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曾国藩家训》，获得一个启
示，就是：看书和读书于人的收益有
所不同。曾国藩说，看的书，如《史
记》《汉书》之类，读的书如《四书》《诗
经》《尚书》《易经》《左传》等，还有李
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以及韩愈、
欧阳修、曾巩、王安石的文。他说，这
些诗、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
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
深远之韵。”他还下了两个比喻，说看
书好比治家在外贸易而获利，读书好
比在家守财，而不轻易花费掉；看书
好比攻城略地，开疆扩土，读书好比
深沟坚垒，守土不失。他的意思大概
就是说，看书可以增长知识，读书可
以加深记忆，丰富腹笥。

曾氏认为“凡作诗，最宜讲究声
调”。他选编的《十八家诗钞》，“所选
钞五古九家，七古六家，声调皆极铿
锵”，或“声调清越异常”。他谈到写作
古诗，须熟读古人作品，“先之以高声
朗读，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
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
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
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
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
来”。他列举杜甫的诗句“新诗改罢自

长吟”“煆诗未就且长吟”，告诉诗作者，写诗反复修改，满意了，自己
先诵读，欣赏声调之美。诗句煆造得不完美时，也要靠反复吟诵，直
到声调稳健为止。通过古人的诗句他体味出，“古人惨淡经营之时，
亦纯在声调上下功夫。盖有字句之诗，人籁也，无字句之诗，天籁
也。解此者，能使天籁、人籁凑泊而成，则于诗之道思过半矣”。

曾氏是一位文言文时代的先哲，他认为汉魏期间的文人之作，
有两方面最不可及：“一曰训诂精确，一曰声调铿锵。”训诂，就是把
每个字的字义、读音、字形结构讲解得透彻明了。它是诵读起来能
够声调铿锵的保障。他列举《三都赋》中的文句，如“开高轩以临
山，列绮窗而瞰江”“碧出苌弘之血，鸟生杜宇之魄”（语出《蜀都
赋》。苌弘，周灵王时人，为周人所杀，流血成碧，不见其尸；杜宇，
即杜鹃，古蜀帝本名杜宇，亡去化为杜鹃，后人因称杜鹃为杜宇）
“洗兵海岛，刷马江洲”“数军实乎桂林之苑，飨戎旅乎落星之楼”
等，指出这些文句的音响节奏，皆后世所不能及。

曾氏家训的名句“八本、三致祥”，也强调诗文的声调：“读古书
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
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
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为本”二字，已
把声调提升到相当重要的程度。

提倡以朗诵学作诗，作诗注重声调，并非曾国藩的创见。许多
研究诗词的诗话著述，也不乏关于诗句声调的探索。南宋建安（今
福建）人魏庆之，著有《诗人玉屑》一书，选录各家诗话的主要论述，
开篇就引用严羽的《沧浪诗话》说：“诗之法有五：曰体制、曰格力、
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严羽认为音节关乎诗品。诗品的高、古、
深、远、雄浑、飘逸、悲壮、凄婉，也要音节体现。“诗者，吟咏性情
也。”严羽认为，宋代诗家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不
能说不工，但“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

南宋晚期词人姜夔娴于音律，他在《白石诗说》中说道：“一家
之语，自有一家之风味。如乐之二十四调，各有韵声，乃是归宿
处。”是说音律韵声还能区分诗作的不同风格。

宋代诗人唐庚，在《唐子西文录》中说：“吾作诗甚苦，悲吟累日，
仅能成篇。初未见可羞处，明日取读，疵病百出，辄复悲吟累日，反
复改正，稍稍有加。数日再读，疵病复出。如此数四，方敢示人，然
终不能奇也。”这是一则边写作边诵读，靠悲吟觉疵病的范例。

古人以四声为切韵，以喉音、舌音、齿音、唇音、牙音为语言五
音。从而分析出语汇的双声叠韵。宋诗有诗句“方穿诘曲崎岖路，
又听钩輈格磔声”，诘曲崎岖为双声，钩輈格磔为叠韵，这都是对诗
句声调的研究。

苏东坡玩弄声调游戏，曾作吃语诗。古人所谓“吃语诗”，就是
今天所说的绕口令——“江干高居坚关扄，耕犍躬驾角挂经。孤航
系舸菰茭隔，笳鼓过军鸡狗惊。解襟顾影各箕踞，击剑高歌几举
觥。荆笄供脍愧搅聒，干锅更戛甘瓜羹”。这样的诗，没点儿口齿
功夫，很难读下来，又非高声诵读，不能感受语音的趣味。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正是语音区分了字义。诗与歌相属，诵读
是诗歌最适宜的表达方式。朗诵于求知，可以纠正语音；于身体，
可以调节气息；于情感，可以激发悲喜；于学识，可以牢固记忆。所
以传统的启蒙教育，都是教孩子们高声诵读的。《随园诗话》有一首
形容村书塾的诗：“漆黑茅柴屋半间，猪窝牛圈浴锅连，牧童八九纵
横坐，天地元黄喊一年。”一个喊字，能让人感受到童声绕梁的喜
悦。“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与天地万籁共存，不可或缺的，
正是赏心悦耳的读书声！

任应岐（1892—1934），河南鲁山县人，读
过村塾，上过小学，毕业之后为了糊口，他误
入绿林帮伙。在吃大户、收过路钱和抢劫
中，他成了善打奇袭的能人。绿林中的老大
老二伤故后，唯一能识文断字的任应岐被
“公推”为老大。任应岐顺应潮流，参加了北
伐战争，立过战功。整个绿林团伙改编为官
军，为独立师，他挂陆军中将的星花，成了杂
牌队伍中的一支。

冯玉祥在举旗成立抗日同盟军后，以张家
口为中心，形成前中后三大块的格局，前面是
实施突袭，吉鸿昌带着少数队伍，仅有一挺机
关枪，硬是把多伦城攻了下来。后面是孙殿英
的杂牌军，他是一个独立军，有兵数万，他既不
参加抗日同盟军，也不反对抗日同盟军，只是
形成保护张家口的一堵墙。蒋家王朝要进军
张家口，就必须先解决孙殿英这堵兵墙。怎么
解决这堵兵墙？蒋介石密令任应岐率他的独
立师连夜急行军，奇袭孙殿英部，这也是他的
“一石双鸟”之计，拆了抗日同盟军的后墙，冯
玉祥在张家口的指挥中心就稳不住了，他不能
前后受击。以杂牌攻击杂牌，两败两伤。

任应岐没有中计，他认为抗日救亡是天

经地义，怎么能拆抗日同
盟军的后墙！不仅不急行
军，而且派人密告孙殿
英。这应是任应岐一生中
最具影响的行动了，遗憾的是孙殿英经不住
压力，为了保住自己的实力，既不顾与冯玉
祥的密约，守住他自己的地盘，也不顾抗日
同盟军，以不攻击抗日同盟军的中立姿态挡
住蒋家王朝的进攻，而是接受蒋家王朝说客
的谎言，主动调开，一走了之。结果是刚刚
进军到宁夏就被伏击，孙殿英只身逃到了天
津租界地。抗日同盟军为了避免内战，只好
自行解散，冯玉祥不得不上了泰山。

心黑手辣的蒋介石在连连得手之后，开
始向不听密令的任应岐下手。这回是明令
移防河南东部，任应岐明知有鬼，可是不能

不执行。结果是在进入山
路中遇到伏击。任应岐的
安排是梯形进军，前队遇到
伏击，后队自然溃散，他留

下了一定的兵力，还是脱下军衣变绿林了。
任应岐逃到天津租界地，买了两处住宅，

还出资捐建了小学。小学在何处，说不清楚
了。表面上他做了寓公，实际上是待机而动。
好了好了，在多伦打了胜仗，结果却由于抗日
同盟军被迫解散，只得也逃回天津租界地的吉
鸿昌，两个河南人此前虽未谋面，却是一见如
故，说我们都是拿枪的人，绝对不能不抗日！
绝对不能服从倒行逆施的蒋介石阵营！

他们成了好朋友之后，任应岐忽然提出
一问，你我都是杂牌，光靠杂牌能打倒他兵
多势重的蒋介石吗？我们必须找到共产党！

你能找到共产党吗？吉鸿昌哈哈大笑，我就是
等你这句话了，我告诉你吧，我就是共产党，我
再给你介绍一位能说能讲的共产党人和你见
面。南汉宸也和任应岐一见如故。1934年 5
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任应岐与吉鸿昌、南
汉宸、宣侠父等共同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
同盟”，进行反蒋抗日活动。

为了广泛发展反蒋抗日的战线，他们在国民
饭店订了一个房间，天天下午到那里打牌，实际
上是联络各方。远到广西的李宗仁，近到燕赵大
地的杂牌队伍，都有代表前来，有的是为了抗日
救亡，有的是为了自保，孙殿英的一个军、任应岐
一个师的命运，能不自危吗？能不联合吗？

声势太大，蒋介石的特务下手了。枪手闯
进去就是一枪。正赶上四圈牌停换位，枪手没
有击中吉鸿昌，击中的是李宗仁的代表，但是吉
鸿昌和任应岐还是被押进了租界地巡捕房，接
着就被转到中国陆军监狱，接着就被押到北平
陆军监狱，双双就义，时在1934年11月24日。
任应岐的后代，我没有见过，他的亲属却

找到我，希望为他留有一份资料，挤不出时间
未能大写细写，只能在老年为他留下这样几
笔，抱歉抱歉！

一代京剧大师梅兰芳，虽英才盖
世、闻名遐迩，却一生温文尔雅，从不
摆架子，不仅与京昆圈内的同行友好
相处，而且终生致力于京昆艺术繁荣
发展，对各地方剧种也极为关注，他
从青年时代就关心评剧艺术的成熟
与发展。

剧作家、冀东莲花落艺人成兆才
经十余载苦心探索，对莲花落从音
乐、表演到剧本、乐队进行了大刀阔
斧的改革，发展为舞台剧，定名为“平
腔梆子戏”。1915 年秋，成兆才率
“庆春班”以三十余人的强大阵容和
崭新面貌，来津门献艺，出演于河东
晏乐茶园、马鬼子楼、天福楼等各剧
场。“庆春班”主演、17岁的月明珠扮
相清俊秀丽，声音洪亮甜润，他主演
成兆才创作的《马寡妇开店》《卖油郎
独占花魁》《杜十娘》《花为媒》《因果
美报》等剧目，以生活气息浓郁的表
演、优美动听的声腔和惩恶扬善、警
化世人的内容，受到津门观众热烈欢
迎，票价由三个铜子迅速飙升至十个
铜子，其声势甚至超过了京剧，有观
众笑言：“京腔大戏刘鸿升的‘三斩一
碰’（《斩经堂》《斩子》《斩马谡》《托兆
碰碑》）也碰不过月明珠啊！”

有一天，月明珠演《杜十娘》，剧
场走进一位风度翩翩的温润君子和
一位气宇轩昂的中年先生，观众立刻
沸腾了，来者正是21岁的京剧名伶
梅兰芳和41岁的著名老生刘鸿升，
他们正在春和戏院演出，特意慕名来

看平腔梆子戏。散场后他们到后台，夸
奖成兆才的剧本和月明珠的演唱珠联
璧合，盛赞月明珠大有前途。赫赫有
名的伶界大王梅兰芳夸赞从乡野传来
的“月明珠调”并亲临观赏平腔梆子
戏，无形中扩大了月明珠的影响，连一
向鄙视平腔梆子戏的前清遗老、士绅
商贾，也附庸风雅，送来贺幛、匾额，改
变了态度。月明珠的大红大紫，使得
平腔梆子戏在津门这方戏曲沃土里生
根开花，广泛流传，为日后发展为评剧

奠定下深厚基础。
弹指一挥，45年后，1960年5月，梅

兰芳大师莅津公演，津门文艺界组织京
评梆小演员向梅兰芳汇报演出，天津评
剧院特安排少年训练队均只有14岁的
佼佼者李宝凤和王金章演出移植自川
剧的《人间好》。该剧讲述的是白鳝仙
姑辞别兄长来到人间，一路上被山川美
景以及渔樵耕读所吸引，痴迷人间美景
的故事。李宝凤应工文武花旦白鳝仙
姑，王金章应工文武小生的兄长，随着
描绘人间美景、韵味浓韵的唱腔，两位
小演员载歌载舞，针对在水中、在船上、
在云间、在地上的情景，展示了既有生

活依据，又有戏曲程式的“翻身儿、垛泥
儿、探海、涮腰、卧鱼儿、下腰，耍翎、卧
云”等诸多繁难身段，舞姿美轮美奂。梅
先生坐在台下激动异常，带头为两位小
演员鼓掌。散戏后，梅先生主动提出要
和这两位评剧小演员合影留念。他慈爱
地拉着两位小演员的手，感叹没想到评
剧艺术发展得这么快，真是今非昔比！
夸赞两位小演员基本功扎实，嘱咐他们
要好好学戏，不能骄傲。针对该戏中借
鉴芭蕾舞等舞蹈身段痕迹较为明显的情

况，梅先生指出吸收兄弟剧种的优长要
在自己剧种容器中发酵，将兄弟剧种的
营养变做自己的东西，表演出来还得是
评剧。

梅先生热情的夸赞、中肯的建议，对
天津评剧界是莫大的鼓舞，现在看来，他
的观点依然有强烈的现实意义。时光水
逝，62个年头过去了，两位小演员如今
均已至古稀之年，他们至今回忆起当年
见到温文尔雅梅先生的场景，依然兴奋
不已，依然为自己在幼小年纪，能够代表
评剧这个剧种，受到中国传统戏曲艺术
杰出代表人物梅兰芳的鼓励而深深骄傲
与自豪。

1957年在百老汇上演的一部音乐剧，改编自莎士比亚经
典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但在这部作品问世时，却不被人
看好。没有明星参演，词曲又严肃灰暗，甚至还有斗殴致死
的桥段，所以在那个百老汇音乐剧还满溢着轻松愉快的时
代，这部作品成为一个“异类”。出乎所有人意料，这部音乐
剧却成为美国音乐剧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并演出至今，它就
是《西区故事》。本周推介的佳片，就是改编自这部经典音乐
剧的同名影片《西区故事》。该片复刻了《罗密欧与朱丽叶》
的剧情框架，讲述了纽约西区对立的两大帮派，以及分属这
两个阵营的一对年轻人坠入爱河，但他们的爱情却因为两个
帮派间无法化解的矛盾而遭遇了重重阻碍。

创作者的野心不单停留在翻拍莎剧经
典，还为这个故事增加了辛辣的时代色彩。
从两大帮派的亮相就能听出来。爵士乐代
表了美国底层青年组成的火箭帮，拉丁舞曲
代表的波多黎各年轻人组成了鲨鱼帮。

为什么要选择这两个族裔？这要从美
国当时的时代背景说起。

二战后有大批拉丁裔移民涌入美国，生活在美国本地的
白人因为经济下滑，工作机会减少，与拉丁裔移民之间的矛
盾日益激烈，暴力冲突不断。而本片的故事原型，就来源于
1949年报纸上的一则关于白人青年与波多黎各裔青年之间
的一场冲突的新闻，影片甚至还在戏里还原了这场冲突。

1962年的奥斯卡金像奖颁奖礼上，《西区故事》捧回10座
小金人奖杯，而其中的一个奖项，甚至还创造了历史，诞生了
奥斯卡历史上第一个分享最佳导演奖的二人组合，这个组合
就是本片的两位导演——罗伯特·怀斯与杰罗姆·罗宾斯。

两位导演在本片分工明确。1957年音乐剧版导演杰罗
姆·罗宾斯，在电影版中负责歌曲及舞蹈部分；而另一位导演
罗伯特·怀斯则负责演员表演及影片的拍摄，这位影史经典影
片《公民凯恩》的剪辑师，在《西区故事》中大胆尝试街头实景
与室内布景的结合进行拍摄，而这样的创新也延续到了
1965 年他的另一部导演作品《音乐之声》中。在业界一向以
拍摄效率与性价比著称的罗伯特·怀斯，这一次却遇到了完美
主义的杰罗姆·罗宾斯。罗宾斯为电影版改编的舞蹈，不仅数
量多，而且难度大，让电影的拍摄进度不仅推迟了快一个月，
成本也大大超出了预算。

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中说“最好的戏剧不过是人生
的缩影”，而好的影片应当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西区故事》的
诞生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关注到了那个时代被人忽视掉
的社会现实。

影片中的这对恋人，结局是否圆满？这部影片究竟为何
能够俘获万千观众？让我们一起走进《西区故事》一探究竟。

4月9日22:20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西区故

事》，4月10日14:50“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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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吉鸿昌一起就义的任应岐
周骥良

●

电话里，李桂林在原原本本讲
过事情始末后说，吉吉尔子虽然千
不该万不该，好在没造成重大后果。

解的木呷说，李老师做工作让
他跟我们走，关上半年就放人。李
桂林急了，别说半年，三天都没必
要！他虽口出狂言，到底说说而已。把
他丢进去了，哪个管他70多岁的老娘？
要是引发连锁反应，更是适得其反。解
的木呷说，私藏炸药不是等闲之事，要
是放虎归山，必定后患无穷。李桂林从
他的话里看到机会：如果他手上一两炸
药都不留，一颗雷管都不剩，是不是就
可以既往不咎？

解的木呷做不了这个主。经过请
示，他问李桂林敢不敢给吉吉尔子做担
保。李桂林顿也不打，当然没问题。那
小子火气虽大，胆小如鼠。我估计他手
上火药全都用在了吓唬人。为啥我说
他是吓唬人？你想想，真想同归于尽，
他就不会只炸掉自家一个窗户——他
家修的是瓦房，又不是碉堡！

这边说得差不多了，李桂林找到布
洛日，叫你儿回来吧，只要不再惹事，这
个坎就过了。老人眼睛像灯泡闪了，李
老师不会骗我，但要是公安上的人骗人
的呢？我家娃娃没犯法，就算冻死在了
外面，也比进“黑屋子”强。李桂林理解
老人的顾虑，他的劝说因此格外耐心：
你看这天寒地冻的，吉吉尔子多遭罪。
要是永远不回来，野兽一样困在深山野
岭，你也不忍心。布洛日还是摇头，一

直摇头，泪珠掉个不停。李桂林泪水包不
住了：你老人家和我妈岁数不相上下，你
就当我是你的娃。谁要把吉吉尔子抓走，
我就让他们把我一起抓走！

那天晚上，布洛日从门洞探进来半个
身子。李桂林起身给她让座，陆建芬笑着
请她进屋。下一秒，夫妇俩惊得眼珠都要
挣脱出来，李想则惊风活扯叫声“妈”，躲
到母亲身后。布洛日身后跟着一只黑猩
猩，就算吃过三只豹子胆的人见了也难免
大惊失色。当然不是真的猩猩，是成了
“野人”的吉吉尔子给人的第一印象。

李桂林还会“治”病。双目失明的铁
子木乃一病不起，日夜咳嗽。见家人着手
为他准备后事，李桂林动了恻隐之心。进
屋见过病人，又问了一些情况，他对木乃
热布说，你二叔除了咳除了营养不良，估
计没有大问题。虽然他眼睛不好路也陡，
没法送他到医院，但把情况给医生说清
楚，药用对了路，老天爷应该不得收他。
想到木乃热布不会说汉语，李桂林在纸上
写下病人症状，要他下山替二叔看病。下
山要经过学校门口，李桂林叫住木乃热
布，在纸条上加了一行字：病人营养不良，
请开三瓶氨基酸。没过多久，铁子木乃果
然起死回生。

87 格外耐心地劝说

在鲁迅1918年的日记中，有他
将龟鹤齐寿泉拓寄给金石目录学家
徐以孙先生的记录。2013年新年
前后，孙玉蓉编注的《周作人俞平伯
往来通信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
版，小川利康、止庵所编《周作人致
松枝茂夫手札》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从这两种书中配印的周作人用自
藏的龟鹤齐寿钱拓制的信笺和信封看，
鲁迅、周作人所喜爱和收藏的龟鹤齐寿
钱，文字深峻，风格古朴，品位很高。在
鲁迅、周作人的文化观念和民俗信仰中，
皆有一种“寿”情结。周氏兄弟名字里都
有一个“寿”字，鲁迅是樟寿，周作人是櫆
寿，三弟建人是松寿，六岁早夭的四弟叫
椿寿。龟鹤齐寿，古人也说“龟鹤遐寿”，
周作人的名字来自《诗经·大雅·棫朴》中
的“周王寿考，遐不作人”，他晚年著述便
署名“周遐寿”。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
是，周氏兄弟的父亲周伯宜三十多岁就
病逝了，他卧病时，只有十三四岁的鲁迅
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饱尝
了生活的困顿艰辛。父亲的早逝，加剧
了家道衰败，使鲁迅和周作人不同程度
地感到了世态炎凉。所有这些，足以成
为他们兄弟二人都对人的健康和寿命问
题格外敏感、对龟鹤齐寿钱特
别喜爱的原因。
民俗本身具有世代相传、

较为稳定的特点，有些题材的
花钱从宋、辽、金至清代民国时
期都有铸造，铸期长达千年。

因此，收藏界有“花钱不分新旧”之说，即宋
代铸过一种花钱，如果清代再有人铸这种
花钱，则不能认为后者是赝品。花钱的断
代比较难，可通过材质、文字、纹饰、形制等
因素进行综合分析，不必强求。
近些年花钱市场价格整体上涨，于是

有人将一些品种的行用钱加以组合，推出
“五帝钱”“钱到家”，可以视为一项吉祥创
意。但是它们不能代替传统花钱，无法体
现民俗花钱反映人们生活和精神状态的
真实性。
前述《红楼梦》第十八回贾妃赏给贾母

的“紫金‘笔锭如意’锞十锭，‘吉庆有鱼’银锞
十锭”，还有第七回平儿替凤姐送给秦钟两
个“‘状元及第’的小金锞子”，第五十三回压
岁用的220个金锞“也有梅花式的，也有海棠
式的，也有笔锭如意的，也有八宝联春的”，
等等，说明《红楼梦》作者所处时代及其描写
的时代，带有吉祥文字和图案的金银锭数量
很多、品种丰富，成为皇亲国戚和富贵人家

赏赠钱币的主流。这些实物描
写，具有很强的历史的真实性，是
《红楼梦》对中国钱币民俗乃至中
国民俗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连载完。明日连载《北大燕

园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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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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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对女儿张月霞说：“瞧把你
美的。”张月霞说：“那是呗，就是
美！”她一点儿也不掩饰自己。母亲
说：“这小伙子挺好，也许你们俩还
真有缘分。”张月霞说：“我早就算
好了，我们两个就是有缘分。”说
完，女儿又是一阵笑。母亲用手指在月
霞的脑门儿上戳了一下：“看把你能
的。快别笑了，赶紧睡觉，明早起来你
还得去上课呢。”张月霞说：“我明天不
去上课了，组织上让我留在家里为唐明
安做掩护。”母亲说：“那好，有时间打听
一下唐先生家里的情况。”张月霞答应
说：“行。”母女俩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
慢慢地都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起来，张月霞发现唐明
安在院中练功，就问他练的是什么功
法。唐明安说自己练的是在日本军事
学校学的格斗武功叫“唐手”。张月霞
觉得奇怪：“上军事学校还学习武功？”
唐明安说：“是的。‘唐手’是一种集强身
健体和格斗武打为一体的运动，既可以
增强体魄，又可以防身。学校除了学习
军事理论和实战课程，‘唐手’是必修
课。一个军事指挥官除了学习军事谋
略、具体战术，更重要的是要有保护自
己的能力。因此，搏击、拼杀、进攻、防
守的打斗技能必须掌握，因为战场无
情，与敌人远距离交火是你死我活，与
敌人近身搏战更是你死我活，你没有格
斗能力，杀不死对方，那就只好付出自
己的生命。”唐明安给张月霞讲述。

张月霞又问：“它和中国的武功基本
要领一样吗？”唐明安说：“日本的‘唐手’功
夫本身就包含有中国武术的成分。大约
在1392年，琉球国派遣使臣向中国明朝进
贡，明朝在福建派了一些人前往琉球移
民，这些移民在琉球的那霸港附近建立了
村庄。他们当中有很多人练习中国的‘鹤
拳’，而当地人则练习一种格斗技术，叫
‘琉球手’。他们把中国的‘鹤拳’和当地
的‘琉球手’结合起来，创出一种新功法
‘唐手’。到了19世纪，‘唐手’这一格斗武
术，在琉球已普遍流行，逐渐取代了‘琉球
手’。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一些在琉
球王朝做官的人陷入了没落，为了谋生，
他们中的一些人便潜心修炼‘唐手’，进而
在一些学校开课、教学。”

张月霞羡慕地说：“你知道的还真不少，
会的也多。”唐明安笑呵呵地说：“你会的也
不少啊。在那次解救行动中，我见你一掌便
将国民党军队那个郭排长打得两眼翻白、躺
地不醒，那叫什么功夫啊？”张月霞说：“那叫
‘太极八卦掌’，是我小时候，白云师父怕我
受坏人欺侮，亲手教给我的。”唐明安问：“你
说的就是昨天送我来你们家的白云同志
吗？”张月霞说：“是啊！”唐明安笑着说：“没
看出来，白云同志文文静静的还会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