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圣剧作家》：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

曹宇田

12满庭芳
2022年4月22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美术编辑：卞锐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第
五
〇
一
一
期

与梅相守

人中雄、人中枭、人中精的曹操，料
到了“三马食曹”的终局，但他料不到的
是，司马懿死后，被食惨了的曹氏子孙，
竟然在曹操祠庙里，为司马懿摆上牌
位，以“飨食”曹操。司马懿生前吃过诸
葛亮的亏，死诸葛的木像吓退了生仲
达。如今死仲达的木主，竟岁岁“配食”
死孟德来了。司马懿是真有“狼顾相”
呵，生前食曹，死后仍飨曹。曹操亡灵
若有知，情何以堪？这是对曹操的冷嘲
呢，还是对司马懿的热讽？

不要说时间对过往总是鞭长莫及，
不，对该敲打的人、事，历史之鞭常常是
可及的。不但曹操、司马懿，等而下之
的贾充也不免历史的裁决。受司马昭
委派，实施刺杀魏少帝曹髦的贾充，他
的仕途，他的人生，也极具变脸变身多
面人标格，极具讽刺意味。他的父亲、
他本人都当魏朝高官，《晋书·贾充传》
说他“世受魏恩”。他的原配妻子，是被
司马师废掉的魏少帝曹芳的忠臣李本
之女，也就是说他是魏忠臣之婿。司马
氏废曹芳之时把李本诛杀，李本之女也
被流放边地。贾充为卸脱与废帝及罪
臣的干系，果断休了李妇，弃旧图新改
换门庭另找靠山，指挥刺杀曹髦就是他
拜上权奸司马氏的最大投名状。他从
魏高官一变身而为食曹司马的头号鹰
犬，一变脸而成司马氏弑魏帝的主要帮
凶。世受魏恩而恩将仇报，而助晋亡
魏，也是个极具“狼顾相”的狼人。司马
昭十分赏识这条机智而知味能咬的走
狗，任命他为晋朝开国太尉和立法者，
“定科令以为晋律”，并别有意涵地褒他
“武有折冲之威”（人们应读为临场有弑
帝之狠），“文怀经国之虑”（人们应读作
他有大凶犯串演大法官的变术）。

在朝政操弄上翻云覆雨而极其冷
血的贾充，在家政操弄包括择妇、择婿
上，也停云播雨而极其阴沉。当初他为
甩掉政治羁绊而果决休掉的原配李氏，
遇晋朝开国大赦，从发配地放回来，贾
充早已另娶晋朝新贵之女名郭槐者为
新妇。这一来贾充既要谢主隆恩接纳
原配发妻，又不敢得罪骄、妒、悍一样不
少的现老婆郭槐，正在为难，皇上司马
炎想出了个打礼法擦边球的新名目，特
许贾充“置左右夫人”。郭槐避开了小
老婆的名分还不满足，“攘臂责充”，对
老公大发雌威，发河东狮吼：“李哪得与
我并！”官场霸恶惯了的贾充，私房乖乖
服软，另筑别宅安置李氏，变名义上的
“左右夫人”为里外各宅两夫人。《世说
新语》记载了贾名臣这则“贤媛”轶事。
贾充择婿之擅变更阴鸷。左夫人李氏
生了两个女儿，贾充安排大女附贵为齐
王妃。右夫人郭槐生了二儿二女，贾充
安排长女贾南风攀龙为太子妃，太子登
帝位是为贾后。贾后“性酷虐，尝手杀
数人”，这是《晋书·贾后传》说的。说她
“以戟掷孕妾，子随刃堕地”，那血腥残
酷之状真能与其父使人杀曹髦情景相
呼应。这贾后不但“暴戾日甚”，而且
“荒淫放恣”，与太医令“乱”；召“端丽美
容止”的小吏共寝，“乱彰内外”，恶事丑
事一大摊。长女贾南风如此，次女贾午
也不含糊，机变谋术亦颇有父风。《晋
书·贾充传》记叙贾午与父亲下属韩寿
媾通情节颇详。这韩寿“美姿貌美容
止”，小鲜肉大帅哥一个。贾午偷得父
亲秘藏的御香私赠韩寿。韩寿居然带
在身上上班，同事闻香知异，报告上
司。贾充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拷问
贾午侍婢，隐情大白。贾充还使人去检
察到韩寿乘夜跃墙进贾午内室的形
迹。贾充对这一切都“秘之”，装作什么
事也没有发生，堂皇“以女妻寿”。《世说
新语》也记载，贾名臣操弄家政中，这一

桩可与“左右夫人”比美丑的“窃玉偷
香”轶事。贾充之女如斯，公子如何？
也有事，但不是逸事，而是惨事。大儿
落生，不啻天潢贵胄，贾充却矫情以“黎
民”为名。那天天气晴和，保姆抱小公
子庭中嬉戏。幼童见父亲下班进门，乖
巧地叫爹抱抱。贾充快步近前，从乳母
怀中接过宝贝儿子。不承想那边厢站
着的右夫人郭槐眼正盯着，以为贾充与
乳母有私，立即叫人把乳母“鞭杀”。不
亲生母只亲乳母的三岁幼童受惊吓过
度，发病夭亡。郭槐后来又生一
男孩，故事重演，又杀奶妈，再殇
孩儿。贾充与郭槐，夫唱妇随，一
般凶残冷血。贾充落得个绝嗣晚
景，只得把外孙即韩寿贾午之子
改名贾谧为继孙。人们不必管他
是否孽种，成人后却是实实在在
的恶人奸臣，最后在朝政翻覆中
横死。一代“晋名臣”贾充于朝
政、家政费尽心机耍够手段，操弄
有术也有效，因而生前风光无限，
却难逃多行不义终自毙的运命。

在三马食曹长剧中，贾充是杀髦一
折的一个关键人物，是不算主角的出镜
主角，其行事、其品性恰是真正主角司
马氏的高清镜像。他杀主求荣，曹髦举
事近臣三王中的王沉、王业是卖主求
荣。这二王被司马氏打赏封侯。王沉
原是少年天子曹髦的老师，这个帝师在
生死关头出卖学生皇帝，师道极鄙。连
《晋书·王沉传》也贬斥他“不忠于主，甚
为公论所非”。但挡不住他在魏亡晋兴
后青云直上，司马炎连升他为御史大
夫、尚书令、博陵郡公。本传说他“好书
善属文”，他在任曹髦老师时曾与阮籍
等共撰《魏书》，但“多为时讳，未若陈寿
之实录也”；可见其史才、文德、人性都
不好。他叛曹魏，阿司马晋。本传却谀
他“蹈礼居正，执心精粹”，把这个老资
格的官场小人、文场小人，墨面抹粉，黑
唇涂朱，极不着调。顺便说，魏晋大名
士阮籍，与王沉合作，撰史阿世，也颠覆
了人们认知的竹林贤士的清名。竹林
七贤中清者自清浊者浊，是不能笼统言
之的。
《三国演义》第一百九回、一百十一

回、一百十四回，根据官私史籍，演述了
曹髦被司马氏弑杀事件。相较之下，不
得不说“演义”的内容和文字并不占
优。或受限于尊刘蜀抑曹魏的正统意
识，“演义”并不着重表现曹髦以生命与
司马擅权抗争的气性，平平而述。此
外，史籍所呈现的杀髦现场历史语境，
以及幕前幕后的谋主、凶徒、士人们，那
些时代特色与个性特色合体，血肉丰满
的典型细节，也不但未被“演义”发挥小
说笔墨之长，使之更突出、放大，反被削
弱或刊落。这是令涉猎过更多史料的
读者，感到遗憾的，并慨叹于有时候不
是文胜于史，竟是史胜乎文。

总的说来，《三国演义》基于封建正
统史观，演绎（搭建）与曹操意念中三马
食曹白日“梦”相关的史事的主干，但因
演义体裁及叙事策略之限，特别是抑曹
意识所限，《演义》采撷、移栽了但没能
收纳、编织官私史籍提供的许多鲜枝活
叶，色有减珠有遗。至于“三马食曹”所
揭示的封建王朝君臣关系中非正常的
（从历史长河看则属正常）或反伦常的
血腥博弈，只要不
违背而是合于《演
义》抑曹意念，则具
通史性和全史性的
《三国演义》并没有
刊落。全书开卷第
二回就展现了汉灵
帝之死，为立新君，

引起了连串宫廷内外的大杀戮。第四
回，写董卓摔杀何太后，绞杀皇妃，鸩杀
汉少帝，立九岁之童为汉献帝；董卓败
亡后，曹操专权。第二十回许田围猎，
曹操欺君罔上。第二十四回，曹操面斥
泣告乞怜的献帝和伏后，绫杀已有五个
月身孕的董贵妃。第六十六回，伏皇后
不堪曹操威逼，对献帝哭诉“日夕如坐
针毡不如早死”，密谋讨逆。曹操立即
遣尚书令华歆率甲兵入宫弑后。那华
歆为汉末名士，又贵为大臣，竟然“亲自

动手揪后头髻”拖出，曹操喝令“乱棒打
死”。华歆这一恶行不但有辱斯文而
已，亦显人品极鄙。作为魏晋士人时代
性与个体性基因组合的一个活样本，我
们不妨做一点溯源：他早年与管宁、邴
原一起游学，同席相善。有一天他们在
学园上“劳动课”种菜，挖出一块金片，
管宁视之若无，华歆却捡起珍爱。又一
天他们课堂诵读，门外有大官的轩车鼓
吹经过，管宁耳若罔闻，照常读书，华歆
则扔下简册出门伫立痴望。管宁觉得
华歆将来必是贪慕利禄之辈，就不再与
他同桌，“割席”绝交。真是有什么芽，
结什么瓜，后来当上汉高官的华歆，竟
变脸对汉皇后亲下杀手。魏篡汉后华
歆更变身当上魏朝太尉。清介的管宁
则终生不仕魏朝。后人把同桌的你这
三个名士，编派为“三友一龙”，华歆官
运最亨通，是龙头；邴原仕途中等，是龙
腹；管宁不仕，虽享清誉只能算龙尾。
裴松之注《三国志·华歆传》，引了《魏
略》所记此事。裴老先生书生气十足地
说三人排列不对。他不明白所谓“三友
一龙”是浸透势利哲学炮制出的逸名。
《世说新语》倒是为之翻案，把此轶典列
入“德行第一”中。就史事论，曹操弑伏
后中表现突出的华歆形象，绝不是什么
名士，而是名士变身的凶徒；不是什么
名士龙头，而是曹操豢养的一班走狗的
班头，即狗头。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写的不是

宫廷政变史、宫廷杀戮史。书中记述的
若干废帝弑君案例，只是历史的有限几
个聚焦点。更大的展示面，则是隐括其
后的群雄逐鹿、川原板荡、社稷倾覆、王
朝更迭、国衰民残的乱世百年。“三国”
的史事与故事，有三马食“槽”（曹），有二
“槽”（曹操、曹丕）并（兼并）“旱”（汉）。
三国的前世后世，又何止三马、二曹！20
世纪著名的荷兰裔美籍文化史家房龙，
在他的名著《宽容》中曾说：“历史除了个
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
险的。”这话是否普适西方史籍，笔者
不敢妄断，于中国史籍恐怕不能。中
国史籍自古以来就不只是帝王将相
史，更有国族史性，此其一；中国史籍
中的帝王将相，除了帝性将性，更有人

性人情，此其二；中国史籍记帝王将相们
“历险”的事功，更记他们的“精神历险”，
包括人性心理、人情心理、行为心理、言语
心理，所以经典的中国史籍，所述不止物
史、事史，更述心史，此其三。中国史籍有
朝代史，有专题史，有断代性，兼有通史
性。中国史籍有编年史，重政事，不废人
事。中国史籍重资政性，更重人文性。中
国是重人文之国邦。中国人是重人文之
民族。中国史籍是重人文之书册。中国
史籍文史不分家，史中有文，文中有史。

中国许多深蕴人文积淀的成语、典故，都
出于史籍。中国史籍的经典之作，同时是
中国文学的经典之作。文史一体基于其
人文性内容，人文性功用，人文性意识，人
文性表达。
“三马食曹”就是折射和成像集聚这

一切的一具全反射棱镜。
《三国演义》对司马氏篡魏与曹氏篡

汉的叙写，有历史循环论和因果报应的唯

心论色彩。唯心史观是虚幻的，然而若封
建帝制不改，则依样画葫芦的事反复发
生，却属客观必然。毛宗岗版《三国演义》
卷首刊有一阕“满江红”词，说“滚滚长江
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说“青山依旧在”
“是非转头空”；说“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
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词的作者是明
朝人杨慎，其词本旨谓何不重要，毛宗岗
抄来，当作《三国演义》开场诗，就是毛氏
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而已。其实用它
来提挈《三国演义》未必是合适的。这是

三分归一统的颂歌吗？不像。这
是群雄争竞的壮歌吗？不像。这
是三国事业的喜歌吗？不像。它
的情调更像是挽歌。最接近元末
罗贯中原本的明弘治版《三国志通
俗演义》，开卷没有这阕词，是清初
毛纶、毛宗岗父子评点刻印《三国
演义》才添上的。毛氏还添加了原
本所无的全书第一句话：“话说天
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
词，这话，寓涵着的是毛氏历史发
展观和现实政治观。满洲打败了

朱明皇朝，建立爱新觉罗清朝。南明政权
被消灭后，南北对峙消失了，统一于清。
这是“分久必合”吧。囿于封建正统观念
和中原乃汉民族主场意识的一些士人，反
清复明的行动是寂灭了，但意绪难泯。他
们生活于满洲入主中土的现世，却仍然幻
想清朝的一统局面“合久必分”，重现汉官
仪。他们相信，中国历史是一条滚滚长
江，浪花淘尽了三国的英雄和枭雄，淘尽

了晚明义士，也会淘尽清初入关的武士。
三国的胜与败，明清的败与胜又怎样呢？
“是非成败转头空”，而中国“青山依旧
在”，夕阳西下仍会映红江天。这是毛氏
的托兴遣怀：且为古与今“喜相逢”斟上浊
酒，为王朝虽兴替，而高天厚土仍永存，干
一杯吧！把顺不顺心、如不如意的古事今
事看开，当作一番笑谈就好！读者诸君这
下明白了吗？毛氏借来的这阕“满江红”,
不是真的把它当作《三国演义》的定场诗
的；也不是毛氏借以自表的言志诗，而是
毛氏的遣怀诗。它表达的是毛氏的现实
无奈、历史悲慨呢，还是现实解脱、历史乐
观呢？这就看读者我们怎样理解了。秋
月春风又过四百载，现如今人们评说三
国，评说古今事，当然不会抛开是、非、
成、败，只当笑谈。现时代中国读者看中
华史，早已超越皇汉以来的狭隘大汉族
主义，而归宗于炎黄祖先奠定的多民族
大家庭。我们祖邦的大一统，我们国族
的心灵史，从来不为朝代改制的更迭、分
合所限。于此我们就不得不提及电视剧
版《三国演义》，袭用明人杨慎“满江红”
词制作的那首“主题曲”了，旋律雄浑，男
声沉郁，成了至今还有传唱的流行曲。但
它真的能负载《三国演义》的主题吗？如
前面分剖，不能。它只是前朝曲，代入不
了当今时代。既然是现代电视剧版《三国
演义》，应不应另行填词，创作由今人历史
观、价值观赋能的主题曲呢？待细思量，
漫平章吧。

二〇二二年虎年正月

本周推介的佳片是 2018 年上映的法国影片《情圣剧作
家》，讲述了一位剧作家创作其代表作的故事。这位剧作家就
是《大鼻子情圣》的原著作者、法国国宝级剧作家埃德蒙·罗斯
丹。《情圣剧作家》虚构了埃德蒙·罗斯丹如何创造出《西哈诺》
这部让他从籍籍无名走向人生巅峰的作品的过程。

1897年，戏剧《西哈诺》首演便大获成功。演出当天演员们
返场达到惊人的40多次，之后这部戏竟在剧场中连续上演300
多天。得到法国文艺界的空前好评，当时的评论家甚至称其为
19世纪法国戏剧的最大成功。而作者埃德蒙·罗斯丹也一夜之
间从落魄无名的小作家，一跃成为享誉全法的文学家。

出生于马赛的埃德蒙·罗斯丹，成年后来到法国的文化中
心巴黎发展，在这座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里，他要养活妻子和
两个孩子，但已经29岁的他，仍没有一出被大众认可的
戏剧。《西哈诺》的上演，让他多年的坚持有了意义。5
年后，年仅34岁的罗斯丹成为法兰西学院最为年轻的
院士，达到人生的巅峰。

如同艰难创作《西哈诺》的罗斯丹一样，《情圣剧作
家》的导演亚力克西斯·马沙利克坚持了15年，才让这
部影片登上银幕。为什么用了这么久？为什么一定要

是罗斯丹和他的《西哈诺》？这一切的故事，
都要从马沙利克在2003年看到影片《莎翁
情史》开始，该片大开脑洞，虚构了莎士比
亚因为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而创作出《罗
密欧与朱丽叶》的过程，虽然并非依照史
实，但仍旧大获成功，取得第 71届奥斯卡
金像奖13项提名7项获奖的傲人成绩。这
也让《西哈诺》的“粉丝”亚力克西斯·马沙
利克大受震撼，“为什么英国可以这样讲他

们文豪创作的故事，我们法国就没有呢？”
10年后，亚力克西斯·马沙利克根据罗斯丹与其代表作《西

哈诺》，创作出《情圣剧作家》的剧本，并拿给电影制片人看，但制
片人认为关于戏剧的电影票房不会很好。一直拉不到电影投资
的马沙利克，在2016年选择了迂回作战，把剧本带上了他最擅
长的戏剧舞台。没想到的是，戏剧版本的《情圣剧作家》在巴黎
大受欢迎，到今天仍在上演，于是电影制片人又返回来，找到马
沙利克，想让他把这部戏翻拍成影片。于是2018年，电影《情圣
剧作家》历经波折，终于得以上映。

就像亚力克西斯·马沙利克所说，因为热爱，所以为《情圣
剧作家》这部影片付出了很多心血和情感，他自己甚至还在片
中饰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而作为导演的处女作，《情圣剧作

家》也成绩不俗，收获了全球近6000万美元的票房。
创作是痛苦的，现实是艰难的，但为什么埃德蒙·罗

斯丹和亚力克西斯·马沙利克仍然坚持创作？这背后只
有一个答案，那就是热爱。

4月23日22:2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情

圣剧作家》，4月24日15:19“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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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蒸霞蔚 带草生芳

又是玩物丧志好逸恶劳，又
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又是今天
赌钱明天赌命，李桂林当着屋里
十多个人，劈头盖脸数落呷呷尔
日一顿。只想着打击一点影响一
片，李桂林完全没想过呷呷尔日
脸上挂不挂得住，心里受不受得了。

偏偏呷呷尔日又把面子看得比啥
都重，输了豆子又丢了面子，恼羞成怒
的他当场和李桂林顶起了嘴：如果说这
几斤豆子下了地就能发财，那我种了那
么多年豆子，为什么年年青黄不接？人
再穷总还要活下去，高兴也是活，不高
兴也是活，我高兴高兴怎么了？

如果不是李桂林接下来的一个动
作，还不知道呷呷尔日有多少混账话要说
出来。可李桂林这一手来得也太陡了，只
见他张开五指，像俯冲而下的老鹰抓住一
只小鸡，将放在地上的煤油灯一把抓住，
高高举到空中。李桂林的动作被一声碎
响画上句号，赌博和围观的人们，像分崩
离析的玻璃碎片各奔东西……

呷呷尔日的自尊像一根甘蔗被从
头剥到了尾，他瘦而修长的体型也完
全满足梁上君子的身体条件，但是，李
桂林并不确定呷呷尔日会干出这件事
来。他甚至能够确定，这件事与呷呷
尔日完全扯不上关系，因为从那以后，
呷呷尔日真就金盆洗手了。就在刚
才，从呷呷尔日家门口路过，他还热情
招呼他们歇脚喝水。

想到劝赌，李桂林又想起木乃日

帝。李桂林当面说过木乃日帝，你是一个不
合格的村支书。那是2005年9月，陈国仕帮
二坪小学搞到10吨水泥，整修校园成了二
坪村头等大事。一开始木乃日帝也很积
极，然而没过多久，他的状态就不在了，一
点儿都不在。没有砖，校园围墙修建采取
用木板支模后浇铸混凝土的土办法，类似于
把平着铺的水泥路加了厚度竖着往上打。

那晚开会研究支模所需板材从何而
来，村主任铁拉阿木正发言呢，木乃日帝
一声比一声响亮地打起鼾。李桂林摇醒
他，会场不是放牛场，学生上课都比你像
样儿！木乃日帝揉揉眼，嘟哝几句，起身
走了。李桂林本想由他去，缺了红萝卜
照样做席。可听说他家成了赌窝，一伙
人经常赌得通宵达旦，李桂林忍无可忍。

散会后，李桂林找上门，先搬大道理，
上梁不正下梁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
窝。再讲小道理，赌博害处你比我懂，尤
其这节骨眼上，大家天天肩扛背磨爬坡上
坎，紧要处头昏犯困，出的都不是小事。
想着他到底是村支书，唱过白脸，李桂林
又唱红脸：没有学生就没有我这个老师，
没有村民就没有你这个支书，我们有责任
把人往正道上引。既然引路，自己就不能
偏偏倒倒，就要行得端走得正。

101 李桂林忍无可忍

马戛尔尼访华名义上是为乾
隆皇帝祝寿，实际意图是想修改
通商章程和在北京派驻全权大
使，以取得以往西方各国尚未能
以武力或计谋获取的商业利益与
外交特权，同时还谋求在宁波、天
津等地互市。马戛尔尼一行带着
乔治三世给乾隆皇帝的亲笔信，乘坐
英国当时最先进的军舰“狮子号”，于8
月22日来到北京。此时适值乾隆帝
避暑热河行宫，就被清政府安排在弘
雅园小歇。弘雅园离乾隆听政的圆明
园很近，便于在那里等候朝觐。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就在等候乾隆
皇帝接见期间发生了一场至今仍令人感
慨唏嘘的“礼仪之争”。事情是这样的：清
政府要求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朝觐中国皇
帝时要行三跪九叩大礼，而马戛尔尼却坚
持用觐见英王的行单腿下跪的吻手礼。
正是这场“礼仪之争”使英方通过谈判方
式建立中英贸易关系的尝试搁了浅。当
马戛尔尼终于得以在圆明园朝觐乾隆帝
时，他此行的目的遭乾隆一口拒绝。理由
即是乾隆后来在给英王的书信中所说的：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
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
丝觔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
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
设洋行，俾得日用资并沾余
润。”言下之意即是，我天朝什
么都有，不需要从你英国进口
什么，只因你们离不开我们的

茶叶、瓷器、丝绸等，才在澳门设洋行特许经
营。在信中，乾隆还警告英人不要再到浙
江、天津等地贸易，否则必遭“驱逐出洋”。

马戛尔尼此行带来了英王给乾隆的贵
重礼物，但乾隆并不在意，倒是对使团副使
斯当东12岁的儿子小斯当东颇感兴趣。
这个蓝眼黄发的小斯当东是使团的见习侍
童，会讲汉语，那天在殿前能和乾隆随意交
谈。乾隆一时龙颜大悦，拉着他的小手在
龙膝上抚摩一番之后，欣然从腰带上解下
一个槟榔荷包和一块翡翠赏赐给了他。意
犹未尽的乾隆后来又送给他许多礼物。

然而，让乾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成
人后当了英国下院议员的小斯当东后来竟然
是极力主张对中国发动鸦片战争的重要人
物。其实在马戛尔尼使团之前，英国曾经有
过一次来华经历。这是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在
1986年第一次来中国时讲的故事：“约390年
前，我的祖先伊丽莎白一世曾写信给中国万
历皇帝，表示希望贵国皇帝考虑发展中英贸

易。不过，特使在出使时发生了不
幸，船在开往贵国的路上遇到了风
暴，这封信始终没有送到。”那封沉
入大西洋海底的信件于1978年
被打捞上来，后来由英国贸易大
臣亲手交给了中国的外贸部长。

14 朝觐前“礼仪之争” 32 罢工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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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高山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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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安把对家人的哀思埋在
心里，全身心投入到保护工人罢工
的行动中，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特务
的仇恨，凝结在了同他们的直接战
斗上。当纱厂、丝厂工人们的罢工
游行队伍，打着“要生活，要人权”
“反对剥削，打倒列强”“抗击日寇，收复
东北”等标语，一边在大街上行走，一边
高呼口号，沿街便有不少百姓加入到队
伍当中，使游行队伍越扩越大。

当游行队伍来到静安寺路口时，被
荷枪实弹的警察拦住去路，紧接着，从
路两边的胡同里，又蹿出了一伙力行社
的特务，围上来看住了游行队伍。组织
罢工游行的领导人叫苏正，疾步上前与
警察理论。警察蛮横地说，罢工游行
违反了《维护中华民国紧急治罪法》，
必须立刻解散队伍，停止罢工，停止游
行，否则将依法治罪。面对威胁，苏正
和工人们毫无惧色，并没有停止游
行。警察对游行队伍强行阻拦，致使
双方发生了冲突。警察向天鸣枪示
警，游行队伍两边的力行社特务，也借
机冲进队伍中胡乱抓人。工人们愤怒
了，他们和警察与特务们扭打在了一
起，平时受警察和特务们欺压的百姓，
看到有了泄愤的机会，也加入到对警察
和特务们的扭打之中，街上一片混乱。
“抓领头的那个人！”警长大声喊

道。几个警察向苏正冲过去，工人们立
刻拥上来，用身体阻挡警察，保护苏
正。化装成工人，紧跟在苏正身后的唐

明安，立刻拉住苏正的手说：“赶快跟我撤
离。”苏正问：“你是谁？”唐明安说：“我是
你的同志，组织上派我来保护你。”苏正
说：“我是罢工游行的领导人，在这个关键
时刻，岂能自己脱逃而把工人们扔下不
管？”唐明安说：“你现在是警察和特务们
抓捕的重点，你走了，他们不会对工人怎
么样。”苏正仍坚持：“不行，我不能走！”唐
明安也很坚决：“我必须把你救走，这是省
委交给我的任务！”说完，强行拽住苏正的
胳膊，把他拉出人群，跑进路边的小巷里。

两个力行社的特务提着枪追了过来，
边追边喊：“站住，不站住就开枪了！”唐明
安拉着苏正跑到拐角处，他让苏正先走，
自己留下来对付追赶的特务。两个特务
追过来，看不到被追赶的对象，正在愣神，
唐明安突然从拐角处冲出，将身子跃起，
甩开右脚向一个特务的头部踢去，那个特
务都没来得及吭一声，便倒在了地上。唐
明安在心中说：“这一个是为我父母报
仇！”另一个特务看到眼前的情景吓蒙了，
转身就想跑，唐明安猛追两步，伸出右臂，
用肘弯使劲勒住了他的颏下脖颈部位，这
小子立刻大脑缺氧，两眼一翻，身体瘫软，
人像面条一样堆在了地上。唐明安又在
心中说：“这一个是为我妻子报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