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津沽大地，人杰地灵，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方言承
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蕴含着历史和文化的光芒。
天津方言以“哏儿”见长，简练的语言干脆利索，生动的
俚语活泼形象，言语间满是轻松幽默和积极乐观的人生
态度。

明朝时期，朱元璋的四子朱棣被封为燕王，他从自己
的家乡安徽凤阳招募士兵北上，到天津一带戍边。随着
卫城的建立，天津渐渐成为军事要塞，大批随军家属和其
他移民共同在天津这座城市落下脚来，开始安居乐业。
从安徽北上的士兵，不但“乡音未改”，反而凭借着巨大的
人口数量的优势，把这一方言推广给当地的居民，因此，
“皖音”成为天津方言的主基调。位于“九河下梢”的天

津，既是南北漕粮的转运
地，又是东西文化的交汇
点，生活在多元文化融合
的氛围中，热情豪爽的天
津人既有海纳百川的气
度，又有敢于创新的精神，
大量新鲜的词语在此产
生。这些因素均使得天津
方言从语音到词汇都与近
邻地区的语言不同，从语言学的视角来看，天津方言凭借独
特的语言特色，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方言岛”。

在历史的长河中，从方言的视角捕捉津沽民俗风情，不
仅能够追溯过往，还能够尽最大可能地留存乡音。由天津
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编、王树明绘图、李子健撰文的
《画说津沽方言》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翻开此
书，宛如一卷方言版的民俗风情画在案头缓缓展开。书中
汇总了近二百个天津方言词语，每一个词语后都用汉语拼
音标注出实际读音，后用三五百字解释清楚这一方言词语
的来龙去脉、适用情境，并附加语例，生动而鲜活。李子健
先生幼承家学，谙读经史子集，广览俗学百论，在文化艺术

领域博学多才，在撰写《画
说津沽方言》的三年间，其
数易其稿，并不断地与文
史专家和学者论证打磨，
终为读者呈现出这一津沽
方言的文化盛宴。王树明
先生师从秦征教授，曾出
版过多部以天津小洋楼和
天津民俗为主题的画集。

他为书中每一个天津方言词语都配上一幅精心绘制的插
图。见词引画，由画连俗，方言词语和简洁生动的画面记录
了城市发展变迁的痕迹，展现了天津人骨子中的顽强不屈
与乐观豁达，为我们触摸有温度的历史打开了一扇窗。从
这个意义上来说，《画说津沽方言》不仅是一本方言之书，更
是一本记录历史之书，一本记载事实之书，一本承前启后之
书，一部内涵厚重的资料之书。

翻开《画说津沽方言》，鲜活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能说
会道的“卫嘴子”凭借“嘴上功夫”能化干戈为玉帛，也会因
为“罗罗缸”的事情被爸妈“黑儿呼”；可以去起士林“开洋
荤”，也可以三五成群地去“逛洋灯”；对于“不合爻象”的事

情能够直言不讳，对于“硌楞绷子”也能够宽容以待。然而，
那些“篱落歪斜”成天“混鳎嘛”的，可得不到什么好评价。
津沽方言胜在生动传神，往往能用一个词语描绘出人的特
点，或是指出事情的关键所在。说起“水猫儿”，在桥头、河
沿儿的外来民工，他们像猫一样“猫着”等着找活儿干的样
子便能浮在眼前，说起“耍巴巴儿”，便能想到做事带有江湖
气息、行为鲁莽、敢于耍横的人。这些人在北京方言中被称
为“老炮儿”，在香港被称为“古惑仔”，在天津话中则被称为
“耍儿”，“巴巴”则描述了他们的状态。说起“瞭高儿”，便
能想起负责瞭望火情的人从杆梯爬上杆顶，站在木斗中瞭
望远处火情的样子。除此之外，“三伏炖鳎嘛”“药吊子煎
药”“穷养儿富养女”“回四”“遛百病”等津沽民俗在书中也
争相登场，而在那些看似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的“娃娃大
哥”“折箩”的背后，则是天津人保护子女的淳朴的愿望、关
照穷苦百姓的善良的真实而集中的体现。

观滴水而知沧海。《画说津沽方言》中厚重的人文气息
使每一个方言词语、每一幅灵动的插图都凝固了时光，仿若
胶片电影般定格了津沽大地的民风和乡音。这卷鲜活的民
俗方言风情画让天津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以新的视角呈
现在读者面前，穿越时空的乡音俗韵，回荡不绝。

曾见一谜，谜面“朽木枯松，残存山中”，打
一字，10笔画。

谜底为“桩”。解语为：此谜是联想，朽木枯
松不就一个枯桩吗？枯桩当然是残存于山中，
难道还能是前院或广场？

果然如此，天之蓝，地之苍，在松树沟的一
个断崖处，我见到了一株站立着的枯松。

在阿尔泰的山中，自然的森林里，这样的坚守，比比皆是。但这株
枯松，因为粗壮、因为坚挺，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曾经所有的丰茂，大多
已被时间所剥取，针叶和果实，苍翠与巢窠。在遥想一番当年，与命运
握手言和之后，便不卑不亢终止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枯松，远眺之后，必须还得近观。近一个时辰的攀爬，我终
于站在了这株枯松旁。伸手抚摸着枯松上岁月留下的道道伤疤，条条
裂痕，无不深深触动着我的心。

却一时感觉，阳光遥远，枯松在周遭的苍翠之中，一身孤独。地上
的影子，似乎也很冷。

无叶，仍有根。一场场风雨，终究
还没有风干了心，但还需用孤独为灵魂
止痛。

有时雄鹰在枯松的上空盘旋，飘过的
白云会向枯松招手。即便是不期而至的
急雨，也会洗濯枯松的身躯。最有情义的
是白雪，一冬都在峻拔枯松的形象。

在遥远的过去，枯松，还是一株恨不
高千尺的新松。春天来了，春雨拍打着一
身清新，夏天到了，夏阳灼烤着通体油绿，
此后历经秋之霜、冬之雪，不停变换的一
切，也曾使它颤抖、孤寂。

斗转星移，无数岁月过去了。饱受了
风霜雪雨，脑海里总是不停地再现生命里
太多太多的记忆。周遭那么多的同伴难
逃自然之劫，有的过早死去了，有的臂膀
被扯断，却还顽强地存活着。不断有新的
树木长大了，大的树木变老了。只有自己
的坚守，在这里成为一道永恒的风景。小鸟们在它的身上奔走跳跃，野
兽在它的树阴下来往竞争，虫蚁们把它的根洞当成了挡风避雨的温暖
之处。

天地万物，凡有生命者，皆有一死。如今它也死了，但在死后，却不
像其他生命陈腐于地下，而是保持了身躯的屹立不倒。狂风暴雨仍在
它的身上肆虐，季节对它已失去意义，而它却一如既往的隐忍包容。因
为如此，此刻在我眼中，它还是那么高大，甚至饱经销蚀的树干，也更有
质感。我轻抚着沧桑的陈皮时，脚下用力，可感觉已化为泥土的松针在
回应。内心受到了更为深刻的触动，别离生命时也应以一种别样的自
尊彰显个性。

不由自主，脑中浮现出了荒漠中的胡杨。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
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腐。对信仰和自尊的坚守，总能令一些物种性灵
相近。

活着，就站成一道风景；死去，也站成一世永恒!
最终结局远未打开。多年后，这株枯松，无数次与我站在夜的深

处，眺望星空。无数颗流星，从我们的眼前飞过，化成一抹岁月的温馨，
撩起内心缕缕忆痕。

有一回，我梦见一只鸟，衔着霞光，在枯松上歌唱，吐出一根根诗意
的松针，让枯松从根部发出了新芽。

我想再回去看看这株枯松，只为礼赞生命的顽强，或失去生命后的
铮铮铁骨。我始终相信，一种生命形态结束了，另一种生命形态定然也
会傲然诞生。

《三国演义》的读者对司马懿（字仲
达）不陌生，他是曹魏政权南征蜀汉的都
督，足智多谋。蜀相诸葛亮北伐曹魏，一
个主要对手就是他。斗兵斗阵斗智斗勇，
诸葛迭胜，司马屡挫。空城计孔明弹琴欺
仲达；斗阵法仲达又蒙羞；不识退兵增灶
术，仲达再被聪明误；上方谷困火攻仲达
父子抱头哭；五丈原孔明送巾帼，仲达受
辱难言；死诸葛留木像，吓煞生仲达。谋
略强人司马懿，碰到智多星诸葛亮，一次
次由衷叹服“吾不如”。犹之乎周瑜碰到
孔明，只能慨叹“天生瑜何生亮”——老天
爷你生了聪明绝世我周瑜，为何还生诸葛
亮剋我？《三国演义》对亮、懿智较的叙写，
并不背离蜀、魏弱强的历史大势，却在精
神气概上，在艺术传达上，成功地把历史
认知中的双方成败，在审美感知中胜负位
置倒了个儿。

陈寿撰《三国志·魏志》，没有单为司
马懿立传，大概由于懿虽位居魏国中枢，
但身份还属汉臣；汉禅魏之后，又来了魏
禅晋，懿被子孙追谥为晋宣帝，而陈寿则
入晋为臣；你叫他在《三国志》中，写懿传
呢，还是写懿纪？都不对，没法写。三百
多年后唐人编晋史，消解了陈寿难措笔的
困境，三国末期发生的司马懿诸葛亮一时
懿亮之争，也成了过去；唐太宗李世民御
撰的《晋书·宣帝纪》，记叙的则另为魏朝
曹操（及子孙）与晋朝司马懿（及子孙）几
世曹马之争。

曹马之争长剧的首折，是隐争，不是
明争。汉末世乱，曹操与之逐鹿中原的对
手，是董卓、袁绍，以及后起的孙权、刘备
诸豪强。一代枭雄曹操为成就霸业，广招
人才为己所用，不问其人是贤是不肖。听
说有个青年才俊司马懿，“少有奇节”“多
才略”，就招募他。另怀野心的司马懿，此
时是头卧枭，他“知汉运方微”，自己以后
会大有机会，“不欲屈节曹氏”。他放出话
去，说自己中风了，“不能起居”，上不了
班。曹操大不高兴：别人巴不得上攀我，
你司马懿却对我端架子不应招！曹操命
人去侦伺真假，如果司马懿装病抗命，立
刻逮捕治罪！司马懿在家赖床“坚卧不
动”。在场曹家鹰犬也坚守不撤。司马懿
只得借口半身不遂好些了，去拜见曹操，
当了曹府幕僚。幕僚干得不错，被曹操派
为曹丕侍臣，还成了曹丕身边“四友”之
一。曹操育有二十个儿子（女儿不算数），
对选谁为世子十分犹豫。本来倾向曹植，
曹操自己诗才纵逸，为建安诗坛教父级人
物，见儿子曹植诗思超绝，很是中意；又觉
得曹植少小成名，使性任情，文艺范太足，
不像是王霸之器，不如曹丕杀伐果断擅权
诈之术。作为曹丕“信重”的好友，司马懿
适时为曹丕争世子位出谋出力。时间一

长，曹操体认了司马懿的干才，还察知其为
人“多权变”且别有“豪雄志”，还听说这人
“有狼顾相”。汉魏时代相人术盛行，曹操要
亲自去验证。有一天，仿佛路遇，曹操叫住
在前边走着的司马懿，司马懿果然狼一般扭
头，并不转身，嘴脸就正对跟在后头的曹丞
相，几乎吓曹操一愣。这更强化了曹操的戒
备之心。日有思，夜有梦，曹操竟梦见三匹
马一槽同食光景。这本来是村厩或御马房
中常景，并不足怪，但疑心生暗鬼，在谶纬学
灾异说流风不息的中古世，强悍如曹操，对
这梦境也不能不“甚恶焉”。他自详其梦：这
是三个司马氏同食一曹姓的不祥意象啊！
他把世子曹丕找来，严重告诫他：“司马懿非

人臣也，必预汝家事！”《三国演义》第七十八
回也记述了此梦，写曹操听信了谋士报吉不
报凶的解释，“因此不疑”；完全不提别史所
载曹操对儿子曹丕的警诫。与野史对操、懿
性格的精准刻画相较，《三国演义》对“三马
同槽”梦境的描述明显是败笔。

曹丕内斗内行，外斗外行。他对曹植众
弟兄刻薄算计，煮豆燃豆萁，但对身边的“四
友”们只用不防，远逊乃父曹操对属下既用
既防权术的老辣。听到父亲要他戒备司马
懿的教训，他还为司马懿说好话打掩护。司
马懿嗅到了主子对他有疑的声息，抓住一切
时机对操、丕表忠心，“勤于吏职，夜以忘
寝”。曹操则不露形迹，把司马懿调回身边，
随军征讨。曹操讨伐张鲁，夺得陇原汉中，
司马懿建议乘胜进军川西，瓦解蜀汉。曹操
答了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
示意收川时机尚不成熟，做人做事不要太贪
了。这话寓自警且讽懿意味。这就是后世
成语“得陇望蜀”的由来。司马懿建议的是
攻略战术，曹操回答的是战略思想和人生哲
思。《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也写了此事。第
七十五回，又演绎了操懿同框的另一事：关
羽围樊城，威胁曹操老营许昌，曹操欲迁都
以避关羽锋芒；司马懿认为不必，说“孙权刘
备外亲内疏”，只要曹魏示利于孙权，孙权肯
定反制刘备、关羽，樊城、许昌之危就会不战
而解。这句“孙权刘备外亲内疏”是别人见
不到说不出的话，司马懿眼光极毒，直击吴、
蜀结盟抗曹的死穴。当初诸葛亮和刘备在
隆中对中讲的刘孙缔盟北拒曹操，即是义利
一体之盟，义即扶汉，利即三分天下。司马

懿作为曹操谋臣，犀利地点明孙刘外表亲
密、内里却疏离的实质。曹操心领神会，采
纳司马懿建言。结果不但樊、许保安，还促
成关羽走麦城而亡。这两件事，都彰显操、
懿双雄心志有别，智算却相通。不过，《三国
演义》把史籍载有的司马懿那句具战略性判
断的话，孙、刘“外亲内疏”，换成了就事论事
式的一句淡话“云长得志，孙权必不喜”，神
髓尽失。那是经典史笔与平铺直叙小说笔
墨的差距。

这就是曹马之争，三马食曹长剧的楔子
和首幕，司马懿出演的是卧槽马。随着曹操
病亡，曹丕继位，司马懿就不只卧槽，而开始
咬槽、食曹了，他以拥戴曹丕摘掉汉官帽、换

上魏皇冠的戏码，演出三马食曹第二幕。读
者诸君或许不解，这拥曹怎么变了食曹？奥
妙在于，司马懿让曹丕反串了乃父曹操熟读
脚本却不接戏的角色。曹操一生挟天子以
令诸侯，汉天下早已为曹魏所夺，只是没有
魏汉易帜罢了。老奸巨猾的曹操，只想要实
惠，不想要仪式感。他觉得当汉丞相而享汉
天下也不错，不想招来篡汉的骂名。汉末天
下三分，魏、蜀、吴三足鼎立，足有长短、直
曲、硬软，汉天下之鼎因而是倾斜立不稳的，
随时可崩塌。刘备是死忠于汉的一足，他托
名汉宗室，忠汉扶汉等于忠自己扶自己，但
兵微将寡，跼处西南，因此他是扛汉鼎硬而
短的一足。曹操扶汉是装样的，他根本不挺
汉，只挺自己，因而他是扛汉鼎的一条假
足。孙权联刘备，扶汉反曹时真时假，依对
己利否而转移，是扛汉鼎最软却不易折的一
足。当刘备借走荆州，迟迟不还于吴，孙权
就背弃孙刘之盟，改投曹操，甚至献媚劝曹
操甩掉汉室自行称帝。曹操捋须而笑：“是
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孙权老小子是
要把我架火上烤吗！我挟天子以令诸侯，还
赚个忠汉美誉多好，我可不想担废汉恶名受
世人吐槽，忿火炙烤！等渠成水到，来一阵
落帽小风，汉献帝皇冠自行落地，由我儿子
曹丕无间道承接不更堂皇？可不咋的，曹操
闭眼泉下不久，在曹家逼迫下，汉献帝纸糊
的冠冕再也戴不住了，提出禅让于魏。急煎
煎早就想当皇帝的曹丕，可没有乃父曹操的
气度和耐心，扭捏作态“辞让”了几回，就在
司马懿一班人吹吹打打导演下，扮开了汉禅
魏闹剧，当上了魏文帝。殊不知，果如父亲

曹操所料，司马懿催曹丕龙袍加身之日，就是
架曹丕坐上热锅被炙之时。外有被当世以及
后世骂为篡汉的无形舆论炙烤，内有唯恐刚
窃得的君权被皇族弟兄攘夺的心火炙烤。曹
丕是被烤者，也是烤人者。曹丕登基后一大
“德政”，就是把同父同母和同父异母的一大
堆兄弟们，封藩外地，一一派了藩国监者，终
年甚至终生不许被监的侯王们走出藩地，不
许踏入都城，以免危及他称孤道寡的帝座。
被监禁的兄弟们就是一粒粒豆子，封锢的藩
地就是一口口热釜。豆子们在釜中毕毕剥剥
干哭，直至烤煳。魏文帝曹丕还面临南方高山
深壑间不靖蜀火的炙烤，面临东方长江大泽间
断续吴火的炙烤。青年曹丕充当邺下文坛魁
首时肥马轻裘笙歌日夜，挥洒自如；争夺世子
之位时“四友”帮衬机关算尽，胜券在握。而戴
上曹魏开朝帝冠才七年，四十岁就病死了。
辛苦不少受，政绩却平平。可以说道的也就
是替乃父曹操圆了废汉兴魏的宿愿，让魏朝
这挂半旧不新的马车，走进了历史的驿道。
你以为这是司马懿帮曹呢还是食曹？

从此司马懿就既是拉魏记大车的辕马，
又是驭手，而貌似坐主座的曹丕及子孙，实为
搭车赶路的旅客。曹丕临死托孤的顾命大臣
中，司马懿最强势，在魏明帝曹叡一朝他内预
朝政，外掌兵权。在他驾控下，史称“天姿秀
出”“容止可观”的曹叡，空有一副好皮囊，在
位十二年并无可观治绩，安邦远猷无有，营造
宫馆倒很热衷。他比乃父还短命，三十六岁
就死了，而且没有留下儿子，只能传位给出身
不明的八岁小童曹芳。司马懿又一次当顾命
大臣，做这个儿皇帝的首辅。司马懿食曹一
口气食曹魏三朝。

曹操、曹丕、曹叡被魏臣奉为“魏三祖”，
其实一代不如一代。太祖操不愧一世雄主，
高祖丕就差远了去，叡被封为烈祖更是笑
话。然后就是魏朝的最后三个皇帝曹芳、曹
髦、曹奂，史称“三少帝”，都是被司马懿及其
子师、昭把持的加冕少年，一个个不是被废就
是被杀。从魏三祖到三少帝，魏朝高开低走，
江河直下，日落西山。司马氏卧槽始终，食曹
始终。从帮闲到总管，从食客到反客为主当
老板。领头辕马懿，加上两骖马师、昭，父子
三马轮番把旧槽新槽槽帮啃烂槽底啃穿。识
途老马七十六岁死后，两匹儿马继续啃食槽
底剩料，拖着快散架的曹记大车奔向悬崖口，
自行脱缰；曹车摔碎深渊之时，师、昭驾着司
马晋车起行。

有没有晋臣学魏朝样，把司马懿、司马
师、司马昭谀为晋三祖？似乎真没有。司马
懿诡，司马师霸，司马昭奸。比起曹操来，司
马懿的诡诈显得单薄，远不如曹操之诡道有
卓识、雄才、实力支撑，底蕴不够，原创力不
够。操、懿都是不世老戏骨，但曹操演的和传
子孙演的是篡汉原创新剧，司马懿演的和传
子孙演的是篡魏跟风旧新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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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鲜活的乡音俗韵
——读《画说津沽方言》

胡宇尘

饮水思源，抚今追昔，阿木呷
子等人决定偷偷干一件大事：在
桥这头刻上“吃水不忘李桂林”，
另一头刻上“过桥想着李桂林”。
他们正要动手，李桂林闻讯赶
到。曾经的老师“赶”走他们的那
一段话，阿木呷子过了很多年还记得
起来：我们是拉水管不是拉关系，是修
桥不是立碑。如果我们是为了这个，
那不是修桥，那是“羞先人”！

故事到这里还没结束。1组、3组村
民一分钱没花喝上了自来水，2组却每家
每户都掏了腰包。李桂林心里的“公平
秤”仍然倾斜着，只是相对之前，高低两端
彼此交换了位置，李桂林自觉欠了2组村
民一份情。2009年3月，又一批网友来到
二坪，临走时偷偷留下一封信，一沓钱。
信中除了表达感动和敬意，还帮夫妇俩
给这笔钱规划了用处：给灰暗的日子一
抹光亮，尤其别只顾着学生，忘了自家孩
子——自家孩子也是学生，也是孩子。
拿着这笔钱，李桂林和陆建芬挨门逐户
走完2组14户人，将他们5年前各自掏出
的100元一分不少“还”了回去……

短暂又漫长的寒假结束了。李威
留在汉源读初中，李桂林陆建芬带着李
想踏上归程，回二坪的“家”。上山已是
日暮时分，李想把快散架的身子直接摊
放在床上。陆建芬卸下装满油盐酱醋
的背篼，起身往厨房走。整个假期，堆
在里间的200来斤洋芋种都在她心里
压着，她担心它们冻坏，或者遭了鼠害。

学校有块一亩多的校园地，为村小最
早的老师郭来运他们在村民帮助下开垦
所得。自从两口子来到山上，季节也重新
回到这块板结多年的土地，有了时序和色
彩。依时令种下洋芋、苞谷、荞子、大豆，
不光人吃方便，还可以喂几只鸡、捡几个
蛋。把这块地种得像模像样，夫妇俩还有
另外一层用意：种地也是一门手艺，这门
手艺，自己不能丢了，儿子也该学会。以
后的事谁说得清呢？生活生活，先得生
存，才能活着。3月里洋芋种就要下地，可
别在这节骨眼上出了差池。进了门，拉电
灯的手抬到一半，陆建芬骂了一句，神经
病。二坪还没通电，哪里来的电灯？好在
白日还剩一线余光，她三步两步走过门
洞，蹲下身，抓起两个洋芋种到眼前来看。

一颗石头落地了。陆建芬正要起
身，李桂林在后面问：你的肉呢？你的肉
在你身上。陆建芬没好气回他一句。她
知道他说的肉挂在头顶横梁上。那是成
都一个爱心组织成员托夫妇俩制作的腊
肉。肉是聋哑人阿木尔布家卖出来，一
共两头猪，一头316斤，另一头397斤。
人家提前付了钱，说好开春上山做公益
活动时顺道取走。除了这些，还有300
多斤腊肉，是老乡们送给自己家的。

97 一颗石头落地了

“濯月池”南，为浴室“蒸云
楼”。经如此一游，勺园之“曲”已
略可领会。然而，勺园的妙处更
在于“迷”。米万钟把勺园变成了
一个迷宫。他的布景原则是，“水
之，使不得径也；栈而阁道之，使
不得舟也”。即是说，景致之间用
水隔开，使路无法直通，同时又以桥、
屋为界，使船不能穿行。因此，常常景
致已近在眼前，却隔有水流，不能直
达，如《游勺园记》所云：茅亭水榭“正
与定舫直，而不相通”；最后一堂“堂前
与勺海堂直，仍是莲花水隔之，相望咫
尺不得通”；蒸云楼“仍与定舫直，而不
相通”。如此曲折辗转，门移户换，使
得游人“卒不得入，即入也不解何出”，
以致有人“再三游赏仍迷惑，园记虽成
数改删”（《帝京景物略》引公鼒《勺园》
诗）。何以如此？王思任《米太仆家
传》云：此乃园主人故意为之，“客方闷
迷，公乃快”。正是这种“迷”使游人和
主人都得到一番难得的乐趣。

米园在品题定名方面也极有特
色。园名“风烟里”，谦称其小而简陋，
亦描绘了园子周边的环境风光，颇富
文人清雅高洁之气。匾额则用典古
奥，且与景色合宜，特有文化
气息。如正堂名“勺海堂”隐
含“取海淀之一勺”的立意；
画舫名“太乙叶”以道教太乙
真人莲叶舟典故暗示周围的
水池莲花，有飘然若仙之意；

拱桥“缨云”则借自佛经中“缨络云色”的
典故。据《中国古代服饰大观》载，“缨
络”又作“璎珞”，原为古代印度佛像颈间
的一种装饰，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唐代时
被爱美求新的女性模仿和改进而为项
链，加之其形制较大，于项饰中最显华
贵。米万钟此处借用，应是着眼于桥与
水面倒影相合所成的圆环状。其他像
“逶迤梁”“雀浜”“文水陂”“林于澨”“槎
枒渡”“蒸云楼”等命名也都形象、生动而
富有情趣，俱颇切所题对象之形态或气
质。故明蒋一葵《长安客话》赞其“种种
会心，品题不尽”。更为难得的是，园中
匾额或集自前贤名帖，或由自己动手，或
请当代大书家书丹，如“缨云桥”取自苏
东坡，“雀浜”取自黄庭坚，“文水陂”取自
吕洞宾；“定舫”“松风水月”“逶迤梁”等
自书；“勺海堂”由当代书家吴文仲篆，
“太乙叶”“林于澨”“翠葆楼”由当代书家
邹迪光书。贾珺《北京私家园林志》认

为，这些题额或篆或楷或隶或
行，“典雅已达极致，几成绝唱”。

米园不仅在视觉景观、意
境的创造方面极有造诣，在声
境的创造方面，也显示了不凡
的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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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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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唐明安接着说：“酒井君当时
就喊了一声：打！打走他们！不许
对小林多喜二先生有任何威胁和
亵渎行为！喊完，你就拳脚相加，
大打出手，我也立刻随你而上。可
怜那两个警官，不知道我们是士官
学校的学生，又是苦学‘唐手’功夫的青
年人，结果几招儿下来，就被我们打得
屁滚尿流，抱头鼠窜了。”酒井一男说：
“是啊，因为此事，我们也给小林多喜二
先生惹了麻烦，他被警局传讯，亏得他
不记得我们俩，解除了我们与他预谋的
嫌疑。我们又是正在士官学校上学的
学生，查不出其他问题，警局让校方对
我们进行严加管束，事情也就过去了。”

酒井一男接着唐明安的叙述，把
事情讲完，又问唐明安：“明安君，如果
现在还遇到当年的那种情况，你还会
和我一起大打出手吗？”唐明安回答：
“那时候我们志同道合，是好朋友，现
在恐怕情况不同了吧？中国有一句老
话叫：道不同，不相谋。如今，我们不
是一条道上走的车，怎么还能谈一起
去做什么事情呢？”酒井一男说：“我们
现在同坐一趟列车上，都是去上海，这
不就是目标一致吗？怎么能说‘道不
同’呢？”酒井一男说话时的表情，显然
很认真。唐明安发问：“你还喜欢小林
多喜二吗？”酒井一男说：“喜欢，在日
本时经常和他交往，现在也在看他的
书。”酒井一男说完，从卧铺的行李里，
拿出了一本日文书籍递给唐明安。

唐明安接过书来一看，是去年年底出
版的小林多喜二中篇小说集，书中收录了
小林多喜二从1930年到1931年写的《工厂
支部》《组织者》和《安子》三部中篇。唐明
安说：“酒井君，看来你没有变，我刚才对你
有些误会了，请原谅。”唐明安紧紧地握住
酒井一男的手，有些激动。酒井一男也紧
紧地握着唐明安的手：“理解。”唐明安对张
月霞说：“月霞，请过来，我现在正式向你介
绍这位先生，他是我当年在日本士官学校
上学时的好同学、好朋友酒井一男。”

张月霞一直在听他们的对话，也一直
在观察唐明安的变化。她从唐明安见到酒
井一男后，面部表情由冷漠、怀疑，到热情、
亲切，心中悟到眼前这个日本人，可能在唐
明安心中与别的日本人不一样。又听到他
们谈了半天小林多喜二，她虽然不知道小
林多喜二是日本共产党员、日本革命作家，
但从唐明安和酒井一男的谈话中，好像听
出他们在以小林多喜二为媒介，在心灵上
沟通着什么，直到两个人把手紧紧握在一
起，张月霞才感到心中有所顿悟。当唐明
安喊她过去的时候，她也一改对酒井一男
这个日本人的厌恶，微笑着走向酒井一男
并问了声“好”。酒井一男说：“老同学、老
朋友相见，我们应该庆贺一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