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风吹绿大地，五颜六色的花儿遂竞相
盛开。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因而每一种花绽
放的时间是从南至北依次排开的。就拿油菜
花来说，那耀眼的黄色给人带来春的信息，早
在3月初就洒满了大江以南，而内蒙古额尔古
纳的油菜花却在7月正当时绽放。中国人的
服饰也是这样，历史久远、民族众多、地域广
大，自然会有不同的气候条件，特色服饰数都
数不清。所以说，民族单一、历史较短的国家
容易形成大家认可的国服，而中国人只能说
“夏虫不予语之冰”。华夏服饰就如同祖国山
河的百花一样多彩、多样、浓郁且绵长……

自古以来，作为中华文化代表的诗人，
总是在赏花时，不由自主地看到了美好的
服饰形象。尽管花不能言，但“云想衣裳花
想容”的诗句，还是道出了大自然与人类意
识的巧妙融合。我们随手翻开古人的诗
卷，就能领略到那种韵味，那种只可意会的
无尽的美。

宋代辛弃疾《定风波·赋杜鹃》，词中
写：“一似蜀宫当日女。无数。猩猩血染赭
罗巾。”山枇杷花与杜鹃花有些类似，都是
很明艳的，唐代元稹在诗中写：“……紧搏
红袖欲支颐，慢解绛囊初破结……因风旋
落裙片飞，带日斜看目精热。”路旁的棣棠
花，也被宋代范成大写出“绿地缕金罗结

带”的服饰意境。
白莲有一种特殊的美，宋代唐珏写过《水

龙吟·浮翠山房拟赋白莲》，其中“淡妆人更婵
娟，晚奁净洗铅华腻。泠泠月色，萧萧风度，娇
红敛避。太液池空，霓裳舞倦，不堪重记。叹
冰魂犹在，翠舆难驻，玉簪为谁轻坠。别有凌
空一叶，泛清寒、素波千里。珠
房泪湿，明珰恨远，旧游梦里。
羽扇生秋，琼楼不夜，尚遗仙
意。奈香云易散，绡衣半脱，露
凉如水”。以一种拟人化的手法点题，全方位
描述出一位淡雅超脱、洁白如雪的纯情少女。

茉莉也许算不上什么珍贵的花，但在诗人
眼中也有一种类似佳人般的素朴的美。宋代
江奎写“虽无艳态惊群目，幸有浓香压九秋。
应是仙娥宴归去，醉来掉下玉搔头”。刘歆《西
京杂记》载“汉武帝过李夫人，就取玉簪搔头，
自此后宫，搔头皆用玉，玉价倍贵焉”。在这
里，诗人从茉莉的洁白莹润、玲珑剔透中看到

玉簪的新巧形象，而且由于诗人从花中感受到
“虽无艳态”却有“浓香”的独特之处，因而又赋
以仙娥之簪，显然是服饰意境上的一种升华。
宋代韩元吉在《南柯子》中写道：“宝髻琼瑶缀，
仙衣翡翠裁。一枝长伴荔枝来。付与玉人和
笑、插鸾钗。”以服饰中的“宝髻”“仙衣”“琼瑶”

“翡翠”“鸾钗”，写出茉莉花的素洁
光润，自有一番仙女般的风姿神韵。

牵牛花更谈不上珍贵，或许用
农家少女去形容它会非常合适。宋

代杨万里写牵牛花：“素罗笠顶碧罗檐，晚卸蓝
裳著茜衫。望见竹篱心独喜，翩然飞上翠琼
簪。”诗人在这里仿佛看到农家少女戴着的素
罗的花笠，这应是从花的形状想起的。当日近
正午的时候，少女脱去蓝色的晨装，换上了鲜
艳的红衫，“翠琼簪”指的是什么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服饰形象在人们生活中的位置。

其他花无论其形状颜色如何，人们都会联
想到鲜明靓丽有独特之处的服饰品或整体服

饰形象。如明代张新咏山茶花，写“胭脂染就绛
裙襕，琥珀妆成赤玉盘”。宋代来氏咏水仙花：
“瑶池来宴老仙家，醉倒风流萼绿华。白玉断笄
金晕顶，幻成痴绝女儿花。”元代丁鹤年写水仙花
“湘云冉冉月依依，翠袖霓裳作队归”。明代文徵
明在水仙花前看到：“罗带无风翠自流，晚寒微亸
玉搔头。”清代陶孚尹写水仙花：“澧兰沅芷若为
邻，澹荡疑生罗袜尘。昨夜月明川上立，不知解
佩赠何人？”宋代人以《长相思》词牌写水仙花“金
璞明，玉璞明，小小杯盘翠袖擎。满将春色盛。
仙佩鸣，玉佩鸣，雪月花中过洞庭。此时人独
清”。宋代杨万里写腊梅：“江梅珍重雪衣裳，薄
相红梅学杏装。渠独小参黄面老，额间艳艳发金
光。”马庄义在《浪淘沙》中写腊梅“娇额尚涂黄，
不入时妆”。范成大写腊梅也有“金雀钗头金蛱
蝶，春风傅得旧宫妆”。杨万里写《瑞香花新开》，
更是具体、形象——“外著明霞绮，中裁淡玉
纱”。朱淑真写《咏瑞香》有“玲珑巧蹙紫罗囊，今
得东君著意妆”……

我们读这些诗词时不免感动，古代诗人怎么
有这么细腻的观察力和高超的文学表现力呢？
花儿是大自然的植物，服饰是人创造的社会性品
物，诗人怎么能如此敏锐又多情地由花想到衣裳
呢？这就是文化的力量，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软实
力。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个联想，都在显示
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与伟大情怀！

《霹雳娇娃》：
一场悬念迭起的冒险旅程

何映晖

2000年上映的电影《霹雳娇娃》，讲述了
三个看似普通的女人，平日里上班、购物、谈
恋爱，然而在危急时刻却化身为特工天使，锄
奸惩恶，伸张正义。2019年由美国哥伦比亚
影片公司出品的新版《霹雳娇娃》，抛弃了前
述版本动作电影中女性的花瓶滤镜，展示了
特工电影的另一种不凡魅力。

在老版《霹雳娇娃》中，刘玉玲自信果敢，
擅长中国功夫；技术宅卡梅隆·迪亚兹，魔鬼身材天真
烂漫；德鲁·巴里摩尔外表甜美实则狡黠机敏。谁来
接任这个经典的女子特工天团组合呢？

新版电影对三位天使的人设进行了革新，全员
“90后”的新一代霹雳娇娃闪亮登场。艾琳娜，毕业于
麻省理工学院的天才科学家，因为卷入黑科技风波化
身智慧天使，真实体验了一次从职场菜鸟到精英特工
的人物成长，饰演者娜奥米·斯科特，因在2018年迪斯
尼真人电影《阿拉丁》中饰演“茉莉公主”为人所熟

知。力量天使简，作为前军情六处特工，堪称团队战斗
力最强，全片中几场生死时速的飙车枪战非常抢眼。这
是“黑美人”埃拉·巴林斯卡的银幕处女秀。叛逆天使萨
宾娜，造型百变，总是冲在战斗第一线，饰演者克里斯
汀·斯图尔特，身上有许多不同的标签，童星、“暮光
女”、美国影史上第一位捧回凯撒奖杯的女演员以及
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提名者。

老版《霹雳娇娃》，受到电影《黑客帝国》的启发，
特意请来袁和平的弟弟袁祥仁担任动作指导，对主

演进行长达三个月的严格训练。最终呈现在
银幕上的是充满了中国功夫的动作戏。新版
《霹雳娇娃》，作为一部好莱坞时尚动作巨制，
三大天使在挑战各种高难度动作戏的同时，
也离不开各种黑科技武器的加持，如可以通
过扫描获取对手身份的眼镜，制敌不伤人的
麻醉枪，外观漂亮却致命的糖衣炸弹……这
些脑洞大开的黑科技无疑令天使们战斗力

爆棚。在危险重重的任务面前，她们的酷飒英姿彰
显了新一代娇娃的强大气场。

强强联手的强大明星阵容，经久
不衰的经典 IP，新一代天使正式集
结，一场悬念迭起的冒险旅程即将开
启，让我们一起去探险。

4月16日22:20CCTV—6电影频

道与您相约《霹雳娇娃》，4月17日15:03

“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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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方家评剧缘（六）

欧阳予倩助推评剧发展
刘万江

又见花儿映霓裳
华梅

修 炼
武宝生

前一阵回老家，听到一则令人捧腹大笑
的故事。说，邻村有个叫大满的后生，向老天
发脾气，竟将自家的屋顶捅了一个窟窿！

大满是有名的火镰脾气——一碰就冒火
星子！

那天，他急着要进城办事。可是，老天仿
佛专与他作对，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
他耐着性子等了一会儿，但风雨还没有减弱
的意思。大满忍不住了，抬头冲着老天大骂
一通。骂声中，风雨仿佛更大了。大满再也
忍不下去了。拿起钢钎，向“老天”猛捅！结
果，将自家的屋顶捅了一个窟窿！雨水从窟
窿流下，浇了他一身，这才将他的心头之火浇
灭了一半……

由此，想起一段“静坐听雨”的典雅往事。
七十多年前的一天，西南联大的一间教室

里，老师正在讲课。突然，暴雨骤降。铁皮屋

顶被暴雨冲击得如锣鼓齐鸣。学生们听不清老
师的讲课。埋怨老天下雨没有找对时间。老师
没急，笑着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大字：“静坐听
雨！”大家静下心来，细细听雨。听着听着，雨声
不再令人厌恶，仿佛变成一曲动人的打击乐！

雨停了。老师问学生：“一样的雨声，为什
么会产生不一样的效果呢？同是一双耳朵，为
什么一会儿觉得雨声是噪音，一会儿又感到它
是一首动听的打击乐？”

通过一番议论和思索，学生们得出一个结
论：“人心，需要修炼！”

提起孙伯翔先生，想说的话很
多，情难断，意相连，时时令我肃然起
敬，赞佩之余又经常再现我那段难忘
的记忆。

那是1998年6月，经过几个月的
筹备，我的书法展将于6月8日在家
乡宝坻青少年活动中心拉开帷幕，这
次书展就我个人来讲，是将自己多年
来的学书成果向世人展示、抛砖引
玉;就全区来讲，它将对家乡书法艺
术事业的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多么盼望我的老师——中国书法家
协会理事、天津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孙伯翔先生来点评一下啊，因此我提
前一个月试着与孙伯翔先生联系，使
我惊喜的是孙先生欣然答应了。

6月 7日下午，我委托朋友去天
津市区接孙先生，万万没想到，此时
孙先生患了肺炎，正在住院治疗，当
听说宝坻来车接他时，他断然说：“准
备扶我上车，我去！”他的儿子不安地
说：“爸，您得的可是肺炎啊！您带病
出门我们怎么能放心呢？”女儿说：
“爸，您不能去呀，160里的路途，会使您的病情加重的
啊！”孙先生对儿女们说：“你们不懂，景源操办这次展览
是多么不容易呀！我如果不到场，景源会失望的，宝坻书
法界的同仁们会失望的！”说完毅然催护士拔掉输液针
头。儿女们知道先生的脾气，决定的事谁劝也没用，只好
怀着忐忑不安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把先生搀扶上车，师
母也不放心，随车前往，一路照顾先生。到了宝坻，吃晚饭
时，先生开始询问展览的规模、地点、时间、参加人员等，
并叮嘱在座的青年书法爱好者，要继承传统大胆创新，大
家静静地听着，后来孙先生不说话了，低头待了好一会儿，
吃力地抬起头来，轻轻地拉着我的手，无力地说：“景源
啊，看情况你的开幕式我是参加不了啦！”我立刻意识到先
生很难受，是病魔在折磨他，我安慰说：“您好好休息！”大
夫来了，一测体温，39.4℃，立刻把宾馆当做病房，给先生
打上吊针，继续输液。

开幕式很隆重，听说书法大家孙伯翔先生到了，各乡、
镇、局的书友纷至沓来，都想听听孙先生的点评，把这次观
展变成学习的机会。后来大家听到先生病了，夜间打了一
夜吊针，参加不了开幕式的消息，都为听不到先生的教诲
而惋惜，为失掉一次良好学习机会而遗憾。

八点半了，主持人即将宣布开幕式启动之际，一辆红
色轿车驶进展览开幕式会场，车门打开后，孙先生在师母
的搀扶下，走进了会场，在场的500多人无不动容，激动的
掌声响起来了，看着先生苍白的脸和为了别人义无反顾的
坚毅神情，我既感激又不忍，含着激动的泪花，飞步向前，
搀扶先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是的，我还说什么呢？什
么样的语言能概括先生对我的厚爱呢！

开幕式结束，孙先生对我的展件一一做了点评，观展
者前呼后拥，倾听孙先生对作品的分析、评价，有的拿本子
在记，有的在录音……我激动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当时
明白了，真的明白了，为什么孙先生书品这么高，成就这么
大，能在全国书坛上独树一帜，就是先生的人品高啊！先
生屈己待人、淡泊名利、诲人不倦，用自己一颗赤诚的心，
满腔热情地扶携新人，这样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
的楷模，我们有什么理由辜负先生的厚望呢？愿先生恩泽
倍广、健康长寿，乃是中国书坛的荣幸！

著名戏曲艺术家、中国现代戏剧先
驱、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1889—1962），
一生创作与改编话剧、戏曲剧本近百
部，导演话剧50余出，编导影片13部，为
我国民族演剧艺术的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在戏曲界，他曾与梅兰芳齐名，有
“南欧北梅”之誉。这样一位享誉海内
外的文化大家，曾以其不凡的远见卓
识，助推评剧艺术的发展。

1935年7月，蹦蹦戏名伶白玉霜由
津赴沪演出，“十里洋场”大上海的观众，
看惯了京腔大戏和西洋歌舞，起初对蹦
蹦戏这个半说半唱、题材通俗、扮相和音
乐均较为简单的北方民间剧种颇为轻
视，甚至有人对蹦蹦戏大加攻击，发表文
章说蹦蹦戏“粗浅”“鄙俚”“不能登大雅
之堂”“低级趣味”“不值方家一盼”等，反
对这个剧种在上海的存在和发展，甚至
提到白玉霜时，写成“牠”（它）。时居上
海的进步戏剧家欧阳予倩看了白玉霜几
出戏，发现她什么角色都能演，青衣、彩
旦、武旦、老旦、小生等全在行，是个难得
的好演员，有意识要支持帮助她。欧阳
予倩将他写过的一些新剧本拿给白玉霜

改成蹦蹦戏演，还专门给她写了《红娘》
的蹦蹦戏脚本，又亲自为她导戏，这使得
蹦蹦戏无论在脚本的创作上，还是表演
艺术上都吸收了许多话剧艺术的进步因
素，使这个剧种逐渐在上海创出一片灿
烂的局面。

白玉霜绝顶聪明，为适应南方观众
的欣赏习惯，将蹦蹦戏惯常用的冀东方
言道白改成普通话，还将“蹦蹦戏”改称

“评剧”。欧阳予倩又联合洪深、田汉等
上海文化界进步人士，在《时事新报》刊
载文章宣传、赞誉白玉霜为评剧皇后。
1936年，欧阳予倩又特地为白玉霜编写
了电影剧本《海棠红》，经著名的上海明
星影片公司拍成电影，轰动大江南北。
这虽然不是一部评剧舞台艺术纪录片，
但其中穿插的评剧片段，却使这个来自
北方民间、发展仅三十几年的年轻剧
种，第一次登上大银幕，“评剧皇后”又
获“电影明星”美誉，不仅白玉霜知名度
提高了，评剧在全国也产生了前所未有
的影响，可谓重要转折。

1937年5月，评剧新秀喜彩莲也到
上海演出，她勇于革新创造，精心把京

剧《卓文君与司马相如》改编为评剧，她扮
演卓文君，采用了古装仕女的装扮，使人
物显得清秀俊逸，舞台上增加了明月、白
云、翠竹等景物渲染气氛，首开评剧舞台
使用布景先河，取得诗情画意的效果，受
到上海观众的热烈欢迎。有一天，下着小
雨，欧阳予倩偕夫人专程去看喜彩莲的
戏，恰好喜彩莲正演欧阳予倩创作的本子
《人面桃花》。喜彩莲既激动又紧张，散戏
后忐忑不安地请欧阳先生给她说戏。欧
阳予倩笑眯眯地问喜彩莲：“你为什么把
老生改成老旦了呢？”喜彩莲不好意思地
说：“十五六岁的闺女跟爸爸在一块，在表
演上，总不如跟妈妈好处理，跟妈妈效果
更好！”欧阳予倩哈哈大笑：“你脑筋真聪
明，改得好！不愧是‘时代艺人’！”有了欧
阳予倩的“封号”，喜彩莲“时代艺人”的美
誉不胫而走。

后来，欧阳予倩又亲自为喜彩莲规
范、重排了《人面桃花》，还专程请她到家
中做客，当着著名京剧演员李少春、淮剧
名家筱文艳以及几位越剧、沪剧名演员和
电影明星的面儿收喜彩莲为徒，并语重心
长地嘱咐大家：“评剧是一朵鲜花，需要我
们大家为它浇水施肥，在座的诸位要多多
提携彩莲……”正是在欧阳予倩的热心扶
植和指导下，喜彩莲移植了一系列紧贴时
代的剧目，演新戏，广泛吸收姊妹艺术精
华，创新腔，丰富乐队伴奏，在化妆、服装
方面进行大胆改革，进一步提高了评剧的
艺术水平和演出格调。

闲看庭前花（漫画） 朱森林

●

那天晚上，大家围着火塘聊
啊聊，从夫妇俩十几年里的工作
和生活，聊到二坪小学的过去和
现在，还有李桂林一家和二坪小
学的打算与前景。再聊下去天就
亮了，这时候，网友当中说话最
少，身着蓝色抓绒冲锋衣的中年男子
对着李桂林抛出一个问题：学校还有
什么困难，说出来，我们也尽一份心。
“冲锋衣”每次张口同行者无不静心聆
听，他这一说，同行者也都同声附和：
是啊是啊，相识是缘，千万不要客气。

大家非亲非故，却不顾艰险来二
坪，大包小包背来生活物资、学习用
品，再给大家添麻烦就太没道理了。
李桂林道出肺腑之言。陆建芬则说，
教室脱胎换骨，操场翻天覆地，学校最
大的困难已经克服，大家可以放心，不
必费心。

夫妇俩语气越坚决，网友们态度
越诚恳。话的路数和风格各有不同，
网友的中心思想却只有一个：虽然我
们多数是工薪阶层，有的还是在校学
生，能力微乎其微，但我们心是热的、
心意是真的。“冲锋衣”用上了“激将
法”：你们可以十几年如一日为二坪村
奉献，为孩子们操心，我们口水都要说
干了，你们却连表个心意的机会都不
给，是不是自私了点？

李桂林没有中计，但“冲锋衣”的
话歪打正着，让他的心口处涌起中枪
饮弹的痛感。“口水”中间的“水”字犹

如投枪，“自私”一词恰是匕首，歪打正着
地击中了李桂林平日里被草草封存，但
一有风吹雨打，便难以安之若素的心
病。关于水，虽是打的比方，自己到底鹦
鹉学舌般说过那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
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一晃两年过
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一部分人是“喝”得
有滋有味、“富”得无忧无虑了，但大部分
的村民还在等水盼水，还在喝脏水臭水，
这不是自私是什么。

李桂林无法原谅自己的自私，本心
里，他也不愿纵容自己的自私。因而，接
过“冲锋衣”的话茬，李桂林讲起那段与水
有关的故事。故事讲完，他心中的不安
却晃动得更加凶猛。是的，有必要给他
们讲这些吗？亮出伤口，也许可以在别
人的同情里寻得短暂安慰，然而，除了带
给人隔着皮肉的疼痛，带给人不屑或是
不适，伤口并不会因此痊愈，痛感也不会
因此消减。这和折叠床一样，开打后重
量并无改变，所占空间却更为宽大。这
不也是一种自私吗？这不是更大的自私
吗？他后悔得想打自己一个嘴巴。李桂
林管住了自己的手，却没有管住为自己
的自私、也是为那些至今没有干净水喝
的村民发出的叹息。

94无法原谅自己的自私

距今四五千年前，永定河改道
向东南，原来的河道变为低地，常年
聚水便成“海淀”，并使这里拥有玉
泉山水系和万泉河水系。后来，农
人在这里蓻稻植荷，至元明时期便
呈现出一派碧波荡漾、红荷接日、稻
花香里话丰年的江南风光，吸引了一些
京城的文人雅士前来泛舟唱和，“输君马
匹西城去，十里荷花海淀还”，此地便因
此获得“丹稜沜”的美名。不少文人名士
都在这里留下足迹和诗句。如明文徴明
有“十里青山行画里，双飞白鸟似江南”
的佳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亦有“雁被西
风驱遣，人被西山留恋”的吟咏。
同时，海淀又临近西山，有逶迤环

列、如屏如障的峰峦远景作园亭空间的
拓展，亦成为造园的天然优越条件。因
此，这里很早就成为皇室贵戚修建离宫
别院的理想之地。玉泉山下，辽建有行
宫，金代建有离宫芙蓉殿，元代建有昭化
寺。从明代开始，一些达官显宦和文人
学士也开始在这里营造自己的私家园
林。及至明中叶，北京西郊园林日益增
多，其间最负盛名的即是清华园和勺
园。清宋起凤《稗说》即言：“京师园囿之
胜，无如李戚畹之海淀、米太仆友石之勺
园二者为最。”
那时，私园多以园主之姓

为名，故清华园又名李园，勺园
又名米园。
勺园与李园相邻，一在东

一在西。两园虽然仅有一墙之

隔，旨趣、规模和气象却不大一样。李园
“绮艳绝世”，是“雄拓以富丽胜”的明代京
城贵戚勋臣园的代表，勺园则是崇尚山林
之风、迷恋江南风光的文人园之代表。
李园的主人李戚畹，过去一般都认为

是官封武清侯的李伟，他是万历皇帝的外
祖父。但经研究者考证，李园的主人应是
嗣祖父之爵的李伟之孙李诚铭。据清于敏
中等编撰《日下旧闻考》引《譻詝》载，李园落
成之时，曾请“邻居”大书法家米万钟为其
“颜之曰‘清华’”，亦即题写园名。由此可见
勺园成于李园之前。勺园建成时间是万历
四十二年（1614），那时李伟已去世31年。
还需说明的是，此李园并非今清华大

学校内的清华园。据苗新《熙春园·清华园
考》，清华的清华园最初是康熙第三子胤祉
赐园熙春园东半部，始建于康熙四十六年
（1707）。乾隆三十二年（1767）附归圆明
园。道光二年（1822）一分为二，东称涵德
园，西称春泽园。咸丰帝即位后改涵德园

为清华园，并御题园额，是为清华
园得名之始。
明代李氏清华园是当时北京

最著名的一座豪门园林。其规模
巨大，方圆十里，广达数百亩。园
中建筑设施也豪华钜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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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酒井一男和唐明安的对话，把
张月霞的思绪打断了。她转过头
来，把目光投在了他们两人身上。
看到张月霞的目光中似乎对酒井一
男含有愠色，唐明安就推辞说：“不，
我看还是不要去包厢了，那样会打
扰你们的休息。”酒井一男说：“谁们？包
厢里就我自己啊。”说完，他呵呵地笑了
起来。唐明安说：“不，还是不去的好。”
酒井一男问：“为什么啊？是见外，还是
不想搭理我这个日本人？”酒井一男的
话，明显地透出了对唐明安的不满。唐
明安马上解释：“哦，不、不，酒井君不要
误会，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去上海，还有一
个同伴随行，我不能把她一个人扔在车
厢里不管啊。”

在酒井一男的盛情下，唐明安又说
了一个不去包厢的理由。酒井一男热情
地说：“那不好办吗？一起去，包厢宽敞
着呢。”唐明安见实在无法推脱了，他只
好叫起了张月霞。酒井一男一边乐呵呵
地问：“是夫人？”一边向张月霞伸出了
手。张月霞毫无表情地看着酒井一男，心
中骂着日本侵略者，没有把手伸向他。这
场面让酒井一男感到尴尬，他不解地望着
唐明安，唐明安赶紧打圆场说：“哦，她有
些不舒服。”酒井一男说：“是的，这个车厢
人太多，空气不好，坐久了谁都会感到不
舒服，你们夫妇还是到我的包厢去吧，那
里会使夫人的感觉好一些。”

对于酒井一男的几次邀请，唐明安
不能不接这个人情了。他想：去酒井一

男的包厢坐坐也好，和他聊聊，探探他的底
细，看看他去上海究竟要干什么，也许将来
会对自己和张月霞的秘密工作有帮助。想
到这里，唐明安对张月霞使了个眼色：“夫
人，酒井君这样盛情，我们还是跟他去吧。”
张月霞白了唐明安一眼，心里说，谁是你的
夫人？但她又觉得内心深处对唐明安的这
种称呼并没有太大反感。张月霞明白唐明
安在自己心中还占据着位置，不由得又有
些责怪自己。

唐明安带着张月霞，跟随酒井一男来
到他乘坐的包厢。包厢内宽敞明亮，设有
一宽一窄两张卧铺，卧铺上端是行李架，靠
车窗的小桌要比普通卧铺的大。酒井一男
帮着唐明安把行李放好，请他和张月霞坐
到宽一些的卧铺上。“酒井君坐的是一等包
厢吧？”唐明安打量着包厢内的环境问。“不，
这是二等。一等包厢内坐的都是大人物。”
酒井一男回答。“看坐火车的派头，酒井君
也不是个小人物啊？我们分别快三年了，
他乡异国，互无音信，怎么这么巧就在这趟
列车上碰到了？酒井君是跟着军队到中国
来的吧？”唐明安急于想探明酒井一男的身
份，好把握下一步和他交谈的尺度。“你是
在怀疑我跟踪你们吗？”酒井一男反问道。
这一下，倒把唐明安给问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