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津门湖边，一场春风舞会。西北有高楼，而东侧有嘉
木浓荫。西风起，波涛滚滚而来，恰如音器奏响，满湖水变
成劲动的声节。乐声不绝，而波澜绵延。乐声高低，波浪
有大小。乐声急促，波浪疾驰，乐声平和，水面平滑。既是音
乐必有旋律，音乐在持续变化中走向高潮，而波浪一波未平
一波再起，这边汹涌澎湃，那边断续渺茫，随着风势高涨，这
些波涛连结、碰撞，或加长如丝，或变宽如帛，然后和合一起，
高高燃起一朵雪白的昙花，在岸边的石头上如火绽放迅速熄
灭。接着，音乐低迷，故事再行发展，酝酿新的情节……

万木齐动。一茬儿的新苇，如一群顶着莫西干发型的
舞男，排着队形，顺着风势，有时齐齐地弯腰俯卧，而后原
地立起。它们有时也大幅扭动躯体，风止即恢复站位，如
果风力先疾后缓，先着风的苇茎瞬息倾倒，大片的则是接
续俯下，然后大家一起起身，整个队形像一道波形轻微的
麦浪。四月，旧苇骨质流失几乎殆尽。新苇中间这些高大
枯瘦的身躯，偏要逞强，与新苇一同随风舞弄，难道不担心
腰身折去？怎跟精旺的新苇相比？

柳树枝条随风起落，一旦风来即摆出舞姿。如果风大，枝条
像蛇女的长辫一样，似乎随着舞者快节奏晃动脑袋，要飘起来了，
显得热情不羁。又像是千手观音伸着无数纤细柔韧的手指，灵巧
地弯曲、摆动，操作繁复华丽的手舞，摆弄出千奇百怪的造型。

杨树短而密的叶子翩翩欲飞，树顶时时轻晃，似乎极欲
舞蹈，却囿于树干高大肥腴，所谓舞姿不过是转一下脖颈儿，
显得笨拙不堪。老成持重的柏，自冬至春，始终肃立静默，如
今似乎架不住春风热邀，竟然也轻摇塔状身躯，以示附和。
林木身边的草们，强风袭来，只有少许叶子摆动。

到底是盛会！无论是谁，都在春风中沉迷着，风在枝

叶间穿过，发出呼呼、哗哗、啪啪、簌簌的声音，像是这些尖
的、圆的、裂的、锯齿一般的叶子们在笑，也像是树们草们击
掌打节拍，这声音与风同频共振，共奏春风舞曲。

哪里找这么大的舞场！蓝天是穹顶，而太阳，俗称舞厅
魔球灯，悬在穹顶之下，炫动七彩的灯光，照亮青春狂放的艳
姿。在园林里，草木层叠深处，另有一个安静的小湖，湖水波
纹轻抖，如浅唱的和声。春风四月，草木有情，人知否？

（二）

马路边。午后，太阳突然强烈起来，像是歌曲唱到了高
音部分，缭绕不下，制造出无思至纯的氛围。天空蓝得痛彻
心扉，阳光席卷之下，地面泛白。

汽车车身反射阳光，光芒如刀剑一般凌厉，随着汽车行
驶，刀剑划动、劈削，展示夏季才有的雄劲威风。绿化带里，
冬青绿得耀眼，顶层叶片几乎照透，阴影密集占据树丛底部，
上明下暗，马路边划着两道线。

路边的桃花、海棠绚丽，此时，阳光加身，满树满树都是
发光的彩球。楸木和榆树，浅黄嫩绿的花叶，闪亮如一朝用
尽的千纸鹤，在春风里最后竞秀。这些天生黯弱的生命，开
花、结果并得烈阳聚焦，似是一生最美的华彩。

（三）

雨把树林浇透了。树林里湿漉漉的。水汽温湿，但并不
沉闷，深吸一口略有滞重。立夏后，寒冷已远，溽暑未至，雨

后空气还算清爽。林木们也许还沉浸在淋浴的快乐之中，
湿漉漉地吹着五月的轻风，安静地坐在河岸。
林木葱郁，也许无节制地饱食了雨水，茎枝长胖了，而

叶片们饱满紧绷，绿色汁液像是无处挥霍，就要滋溢而出
一样！水珠附着在叶片上，像是蜜蜂采花时，粘在身上的

花粉。新枝、新叶活灵活现。几根牵牛的顶端从刺条丛钻出，
分蘖的枝叶还在打着卷儿，嫩绿几乎难以支起，却以一种天不
怕地不怕的气势，宣示自己的空间主权。是的，春夏之交，雨
水不断，不同于冬春时候挣脱“寒冷”枷锁抽枝发芽开花的“前
辈”，这些枝叶“含着金汤匙出生”，没有寒冷的刻记，没有暑热
的负担，只需疯长就可以了。

树林沿着河岸分布，几片蔷薇丛像是新洗过的被子，什么
人搭在这里那里晾着。被子上绣着红粉的、樱白的花呢！距
蔷薇远近之处，可见菊花、鸢尾、委陵菜、前屈草，原来一块块
的被子面积都不小，用色也很复杂哦！

微风中，水滴在石径上滴落，窸窸窣窣，如轻盈的脚板走
过。青草丛里，幼蝉在地下鸣叫，发出短粗而空洞的声音，像什
么人在吹着潮湿的木管。树端，一只乌鸦呱呱叫。雨后河水丰
盈。微风吹拂，大片河水漾起来，浪起来，像是无忧的年轻农民，
仰面躺在麦场铺着的麦子上，做一个什么都是又都不是的梦。

本版题图除速写外 张宇尘

夜 思

没有过不去的冬，

没有来不到的春。

真有睡不着的彻夜，

真有未归家的伊人。

奥密克戎，恨你，

知否，知否？

我想灯前想我人。

绿马·绿码

一匹冬日的绿马，

跑进手机成掌中珍，

你我，秒变自由身。

两千年前公孙龙说——

白马非马。

而今我说——

绿马似妈，绿码好亲。

志愿者

戴上口罩，遮掩红唇，

无言却听到奉献的心音。

与疫魔打交道的长夜，

飘融在寒风里的体温。

当朝霞写满颊边憔悴——

疲惫的鼾声，

是世间如诗的清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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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白，在消融，

枝蕊，

挣扎掉冷夜的绳，

与太阳接吻——

雪，身化晶莹，

花，羞成桃红。

(二)

万树梨花，

一夜开，

素影谁剪裁？

河青黛，

台榭皑皑。

万物白与黑，

天地黑与白。

(三)

恒河沙喻无数，

鹅毛常谓雪花。

大雪再大，

鹅毛讳比雪花。

因为不敢算，

一场骤雪，

有多少天鹅坠地，

雁落平沙。

岁月不居，孙犁先生竟离开我们
20年了。

其实，一直没觉得孙犁先生离开
过我们。因为从未当面聆听先生教
诲，也未曾与之有片言只字的书信往
还，所以丝毫不存那种与孙犁先生自
此天人永隔的恨憾。倒是曾无数次购
买孙犁先生的书，其晚年所作诸多短
文，素朴简净，言近旨远，每每阅读，常令
我怅然、豁然。

最初接触孙犁是从中学课本里，在大
学读文学史时，知晓了先生有开宗立派之
功。工作之后，伴随年岁日增，阅读的口
味大致定型，孙犁的著作成了我的口粮，
不时捧读。甚至曾模仿他拿起细砂纸，从
书柜中踅摸几本尘垢厚重的旧书，拾掇打
磨一番。那一刻，也似乎懂了些孙犁先生
内心曾经的枯寂。

其实我也曾梦想过见到孙犁先生本
人。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刚刚参加工
作。大概是1986年或1987年的样子，因
为要向白春（侯军）先生约杂文稿，我曾战
战兢兢地走入天津日报社那座大楼，因为
知道孙犁先生在这里办过副刊。那天进
得楼来，我慢慢地挪动脚步，睁大眼睛四
处张望、打量，恍惚中，竟希望有那么一
刻，视线里会出现我敬仰、钦佩的孙犁先

生身影（尽管我知道
此时孙犁已不再上
班）。很多年后，也就
是我在写这篇文章的
时候，我还自问：假如
那天真的遇见了孙犁

先生，会不顾一切地迎上前去吗？答案
是，我不会。我只可能在几步之外静静地
凝望着我心目中的巨人，就像我后来因工
作关系在一些文学活动现场遇见所钦敬
的一线文学人物一样。因为心悦诚服于
孙犁的文字，我会幸福得心跳不已，但我
不会贸然上前打招呼，哆哆嗦嗦讲些仰慕
钦敬的话。说实在的，《荷花淀》开篇那一
段：“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
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湿润润的，正好
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
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
她怀里跳跃着。”我熟记于心，但我怕自己
腹中空空无甚识见，万一说出不着调的

话，惹他老人家不高兴。
这么多年，作为一个受惠者，我从孙

犁先生那里获益良多。自忖还算是个读
书人，孙犁的著作读过不止一篇两篇、一
本两本，也曾抄录过几页笔记。孙犁先生
的著作点点滴滴滋润着我，其关于读书的
一些观点我也曾画过横道道，以示认同，
也有些自愧，比如：“我读书的习惯是，不
读则已，读起来就很认真，一个标点也不
放过。”（《芸斋书简·致谌容》）

求学的时候曾被列过必读书单，也尝
试着一本本读过去，但有些盛名在上的大部
头实在读不下去，做不到甘之如饴，但不敢
抱怨半分，总是自认天性迟钝，水平不够，修
养欠缺。直至后来看到孙犁给铁凝写的信，
才多少释然一些，明白虽都是经过时间淘洗
的精神食粮，却未必人人受用合胃口。

信中，孙犁先生说：“所谓读进去，读
不进去，是要看你对那个作家有无兴趣，
与你的气质是否相投。多大的作家，也不
能说都能投合每个人的口味。例如莫泊
桑、屠格涅夫，我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
特别是莫泊桑，那真是最规格的。但是，
我明知道好，也读了一些，但不如像读普
希金、高尔基那样合乎自己的气质。”（《芸
斋书简·致铁凝》）

孙犁曾给我以定力。在编辑生涯中，
我断断续续写过些评论性文字，但缺少自
信，常常瞻前顾后，不能畅而言之，如温吞
水。写的时候自己纠结不过瘾，估计别人读
的时候也嫌不解渴，直到读了“写评不要胆
怯，不要顾虑太多，特别是不要顾虑作家本
人看了如何，如果是那样，最好是等作家死
了以后再写。要直抒己见，才能成一家之
言。”（《芸斋书简·关于传记文学的通信》）我
恍然且添了定力。自己没有成名立万的野
心，但我手写我心、直抒己见总该做到，否则
不如闭嘴不言。孙犁先生的率直、耿介，我
辈学不到位，况且职场混久了难免油腻，但

我们不至于舌生包浆，笔底打滑。
孙犁的文章、为人不仅教益于

我，“孙犁”这两个赫赫大字，也为我
个人的职业生涯投射过一缕耀眼的
光泽。2011年11月，我和其他9位多
年深耕于副刊领域的编辑，非常荣幸
地获得了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
2011年深秋，我又一次走进了天

津日报社。在报社新址，簇拥在孙犁先生
塑像前，我们一众副刊人，包括获得孙犁
报纸副刊编辑奖和提名奖的副刊编辑，荣
幸地一起合影。塑像中的孙犁先生，一反
印象中的冷峻，竟浮现出那么一丝丝笑
意，温暖着秋风中的我们。

无数人神会于孙犁先生的文字，从中
汲取思想、情感、人格、识见上的营养。孙犁
先生的著作开本大多不大，但都质实厚重。
几年前，在一篇文章中，我曾经说过：“书的
厚重与否，与书的厚薄实难成正比。当年倾
倒于《围城》的同时，也叹服钱钟书《旧文四
篇》以一当十，精当耐咀嚼。孙犁晚年的著
作开本小而薄，却让你割舍不得，一读再读，
获益匪浅。”

孙犁先生为人为文，皆有我们不敢望
其项背之处。古人云三不朽，立德、立功、
立言。孙犁先生起码居其一。

半个世纪前的1972年11月，孙犁先
生曾写下这样一段话：“书之为物，古人
喻为云烟，而概其危厄为：水火兵虫。然
纸帛之寿，实视人之生命为无极矣，幸而
得存，可至千载，亦非必藏之金匮石室
也。佳书必得永传，虽经水火，亦能不胫
而走……”（《书衣文录》）

孙犁先生在世的时候，我们读他的
著作，孙犁先生告别这个世界之后，他的
书还在，他的文字还在，我们依旧在有滋
有味地领略体会：一个不事张扬的文学
大家，在越写越短的文章中，要言不烦地
为读书人阐幽烛微。

孙犁先生的著作能不胫而走，更可至
千载。

作者简介：刘建民，1985年毕业于中

国人民大学。曾任《工人日报·文化周刊》

主编，现任工人日报社编委兼经济新闻部主

任，高级编辑。曾获中国新闻奖、孙犁报纸

副刊编辑奖、2019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

人才，著有评论随笔集《日影心踪》等。

常会想起孙犁先生，虽只见过他一
面，说不出与他交往的一二故事，但他留
给我的印象却很深，这个印象得自于一
幅速写像。

那是1994年4月的一天，我随人民
日报社同事刘梦岚去天津开会。会前，
她带我去学湖里看望孙犁先生。
梦岚与孙犁先生熟识多年，他们
随意地聊着，我坐在一边想画一
幅孙犁先生速写像，便留意其表
情和眼神，就有了一个印象：安坐
在藤椅上的他，带着些许倦容，表
情平静，如一池没有波纹的湖面；
眼睛半眯着，像是要遮蔽什么，很
少直视，感觉与他有无形的距离
隔着。偶尔，他善意地一笑，很快又复归
平静……

他的家里陈设极简，像主人一样整
洁、素朴，所有东西没有一点耀眼的色
彩，最显眼的一长排书柜玻璃门也被糊
上白纸，看不到里面一列列书脊的杂色，
更增添了安静的气息。

从这最初印象，感觉这是一位孤守
清寂、与世无争，安于在简朴生活中度日
的老先生，甚至隐隐觉得他在有意躲避
什么……

那天现场简单勾勒几笔，回京后，依
据印象又将画面丰富了一些，便寄给孙
犁先生。不日，他回信，说了一些鼓励的
话，并在速写像旁用毛笔签了名。这幅
速写像我珍藏至今，并成为怀念他的美
好信物。

孙犁先生是文学大家，熟悉、研究他
的人很多，纷纷杂杂的文章加深了对他
的印象。

有人说他“稍能入世一点，早就是个
大文官了”。有人说他“消沉”，跟外界隔
了一道墙，不越雷池一步，也不让外人靠
他太近，“他心里头好像有一种说不出来

的恐惧感……”
有人说他在战争年代，目睹身边战

友因“托派”没了踪影，因老家有人被打
成“富农”受到牵连；在各种政治运动中，
目睹很多友人遭逢各种厄运，自己的作
品受到批判……

有人说他放弃和躲避的不是人民和
变革中的社会现实，而是文坛官场的无
谓应酬和争夺。

有人说他早年习于农事，革命年代
辗转于平原山野，他对农民、乡村有种割
舍不了的亲情，无奈故土、乡亲和旧式的
纯朴生活已经离他而去。

有人还说他进入1995年初（距画这
幅速写像不很久），编定最后一本作品集
《曲终集》后，便不再读书，不再写作，不
再接待客人……他每天枯坐，走向完全
彻底的孤独。

再读他留在《曲终集》里的那段
话：“故园消失，朋友凋零。还乡无日，
就墓有期。哀身世之多艰，痛遭逢之
匪易。隐身人海，徘徊方丈，凭窗远
望，白云悠悠……”回想对他最初的印
象，他的表情、眼神，似乎变得更加复
杂，难以辨清。

1982年，丁玲到天津看望孙犁，合影
照上，孙犁先生依旧表情平静，眼神迷离。

丁玲是大作家，也做了大文官，她后
来始终处于文坛漩涡的中心，蒙冤下狱，
几十年起起伏伏，身心俱损，以至再也没

有写出她渴望写出的一本书。
孙犁先生不然，他说过两次“离得远

一点”，一次是离政治远一点，一次是离
文坛远一点，故外面再怎么争斗喧嚣，他
都躲在一边，缄默不语，真如他手书杜甫
诗句“喧争懒著鞭”。不过，他那柔弱的
身体，带有传统冀中农民的温善，甚至
“怕”官的性格，恐怕也是经不住一场场
斗争的折腾。

特别是步入晚年，他的避世与落落
寡合虽被人误解，但也成全了他安于独
处，静心著书，可以说，他写作最多的正
是在晚年，《书衣文录》《晚华集》《澹定
集》《如云集》……可开列出长长的一串

书单。这真应了古人之言——大
道低回，大音必希。莫言说：那该
是中国文坛的一声绝响！

试想，如果孙犁先生也去做
官，也频频现身于镁光灯下，那至
多又添了一个著名的文官、活动
家。从维熙先生讲过，他有一天敲
电脑，把能想起来的中国作家排了
个队，经过严苛筛选，能留下像孙犁

这样从人格到道义、从文学到生活如此纯
粹的作家，看看还有几人！

人生变幻无常理，人也无完人。孙
犁先生，该是中国文坛一个独特的存在。
“独鹤自还空

碧 ，人 间 常 流 芳
菲”。孙犁先生远
走20年了，我常会
想起他，也从他平
静的表情和半眯的
眼神里，慢慢悟到了些什么。当下，还能
有像孙犁先生这样的作家吗？而能像他
那样过安宁、安静的生活，也似乎已经变
得很难了。

作者简介：罗雪村，生于1955年的冬

天。北京人。先后在北京幻灯制片厂、世

界知识出版社和人民日报社从事美术、文

学编辑工作。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曾获孙犁报纸

副刊编辑奖。举办《文学礼拜——罗雪村

画笔下的文学风景》《我画文人肖像》《巴

金与托尔斯泰——罗雪村手绘藏书票》等

美术个展，出版有《我画文人肖像》《我画

文人故居》等专著。

为孙犁先生
画速写像

罗雪村

暮春小记
计建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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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诗一束
姜维群

第二八七一期

编者按：2022年7月11日，是孙犁

先生逝世20周年。在这个饱含思念的

时间节点，本刊将与《中国副刊》联合开

设纪念专栏，诚请2011年由中国报纸

副刊研究会、天津日报社举办的评选活

动中，荣获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的10

位获奖者，回顾他们的编辑生涯及从孙

犁作品中汲取到的精神力量，用真情文

字共同缅怀我国现当代著名文学家、中

国报刊史一代编辑典范——孙犁先

生。本期首推两篇文章：《为孙犁先生

画速写像》《感念孙犁》，敬请读者垂注。

感念孙犁
刘建民

孙犁先生逝世20周年
孙犁报纸副刊编辑奖获得者专栏

文艺周刊 《中国副刊》联办

《中国文学的昨天与今天》下
编为“中国文学的今天”，包括了
中国现代文学的萌芽期和草创
期、中国现代文学的成熟发展期、
关于民族解放战争时期中国现代
文学的复杂过程、新中国成立至
“文革”前的中国文学、“文革”时期的
中国文学、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中国文
学、90年代的中国文学，里面包含了
不少最新的成果，论述也较为新颖大
胆，是一部比较适合日本学生学习的
从先秦至2000年的中国文学简史。

再后来，郝老师患上了帕金森氏
症……郝老师去世后，我每次到南开，
都会觉得少了一个去处！

宁宗一老师是我见到的南开大
学的第二位老师。应该是在1979年
7月下旬或者8月初，叶先生已经结
束了在南开的讲学回到北京，宁老
师利用回北京老家探亲的时间，来
到察院胡同老宅看望叶先生，当时
相谈甚欢。后来我姑母让我去给宁
老师送书，我就去了宁老师在北京
的老家——位于北京西单附近的皮
库胡同，是在接近胡同东口的一个
院子里，当时宁老师的父母还都健
在，只是宁老师的母亲患有腿疾，行
动不便。那时我才知道宁老师也是
满族人，依稀记得他家祖籍是在宁
古塔。因担心记忆有误，最近直接
又向宁老师进行了确认，据宁老师
说他的父亲家好像也是出身于叶赫

那拉，所以在所写书法的落款处总有
“长白”二字，而母亲姓金，出身于爱新
觉罗，祖上曾官至“成都将军”。

1979年，宁老师时任南开大学中文
系学术委员会主任，在邀请叶先生到南
开讲学一事上，受当时的外文系主任李
霁野先生和中文系主任朱维之先生的嘱
托，四处奔走，协调诸事，其中就包括为
向叶先生赠送纪念品，亲自持郑天挺先
生等人所写信件前往北京，去面见范曾
先生，求其画一幅《屈子行吟图》。之前，
叶先生结束了在北大的讲学时，前来迎
接她去南开的任家智先生（时任中文系
党总支书记，后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
再调任天津民航学院书记），陪她游历了
香山“碧云寺”，在纪念品商店里看到了
一幅范曾先生所绘极其传神的《屈子行
吟图》，过后听姑母说：“那幅画实在是太
传神了……”定睛一看，价格实在不菲，
正欲用相机拍照时，店员已将那幅图摘
下捆包，一问之下才知道，已经被旁边的
一位日本游客买下了，姑母遗憾不已！
还曾多次跟家里人说过此事。

任先生在一旁看在眼里，一边宽慰
叶先生一边告诉她：“这位画家是南开的
校友，以后还有机会……”

5 宁宗一老师

有人甚至认为：“如果恭亲王
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
幸。”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唯洋人
马首是瞻，《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
京条约》都是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
约。他认为英俄等列强只是“肢体
之患”，而太平天国和捻军才是“心腹之
患”，从而开“攘外必先安内”，甚至“借师
助剿”之先河。后来，光绪的维新图强，
他也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场之上。因此，
给他安个“鬼子六”的诨号也并不冤枉。

朗润园位于燕园北部，南邻鸣鹤、
镜春二园，北依万泉河，对面隔路为圆
明三园之一的绮春园。

朗润园前身在雍正年间先为怡亲
王胤祥的交辉园，后为傅恒的春和园。
嘉庆年间赐给乾隆帝第十七子庆郡王
永璘（后晋庆亲王），所以当时春和园又
俗称“庆王园”。嘉庆二十五年（1820）
传永璘之子庆郡王绵慜，道光十六年
（1836）传永璘之子庆郡王奕采。道光
二十二年（1842）奕采获罪夺爵，此园可
能随之没官。咸丰元年（1851）改赐恭
亲王奕后始有“朗润园”之名。

由于自嘉庆帝起，圆明园便成为“第
二政治中心”，所以，今天燕园一带临近圆
明园的附属园地位非常高，只
有最受恩宠、最有权势的皇亲
或权臣才能获赐居住。有幸得
赐者自然也是倍感荣耀，奕
亦不例外，曾以“朗润园主人”
为别号，可见其对此园的珍爱。

奕得到前海西街原和珅府第之后，
在豪华奢侈的原有三路建筑之外，又修建
了一个占地面积38.6亩的花园“萃锦园”。
园中也是中、东、西三路建筑，既有体现皇
家气派与威严的宏大殿宇，又有来自民间
讲求精巧与细致的小品构件。最有代表性
的是东路主体建筑大戏楼。戏楼建筑面积
685平方米，采用三券勾连全封闭式结构。
在戏楼的下南面，是高约一米的大戏台，上
悬“赏心乐事”大匾，台顶挂有大红宫灯，地
面则方砖铺造。据说，戏楼下面特意安设
有几只大水缸，目的是使音响更好，让人在
戏楼任何一个角落都能听得清楚。由于王
府花园和王府如此的洋洋大观，不由使人
联想到《红楼梦》中的荣宁二府和大观园，
而恭亲王及其前身主人们波澜起伏的命
运，也与这部小说中的人物故事颇为相
似。因此，周汝昌等红学家及一些红学爱
好者就将这里视为《红楼梦》的“原产地”。
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春和园地盘
画样全图》，朗润园面积超百亩，
主体为一方形岛屿，岛上外环围
以一圈假山，山外环以曲溪和湖
泊，外围又筑有一圈连绵的假山，
山外边才是围墙。如此重重围
合，使得园子极为内敛而幽深。

34 恭王府与《红楼梦》 52 行程受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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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稷世恒冲着唐明安哈哈一
笑：“小唐啊，你要是牺牲了，还能
保证我的安全吗？”唐明安也笑
了，解释说：“我是说万一。”稷世
恒说：“万一也不行！我们俩是同
志，是战友，要活一块儿活，要死
一块儿死！”唐明安说：“好吧，一路上
我们共同战斗，尽最大努力争取一同
返回天津。”稷世恒说：“嗯，这还像个
话。说说你的回津计划吧。”唐明安便
把南汝箕交代的回返路线，仔细地讲
了一遍，稷世恒听后表示赞同，然后对
刚才给唐明安开门的小伙子说：“你快
把小唐这身破衣服、烂铺盖，还有那双
臭鞋，都给我一起扔掉，再去打热水，
让他洗洗睡觉。明天给他找一套干净
衣服，我们一早就要赶路。”小伙子答
应一声“是”，便做准备去了。

第二天一早，稷世恒化装成一个花
白胡子老财主，唐明安打扮成跟随的长
工，两个人套上马车，把手枪和匕首藏在
车上铺着的干草底下，干草上面铺了一
床褥子，褥子上还有一床夹被。稷世恒
装作患病躺在车上，把被子盖好，唐明安
赶着马车来到街上，买了一些吃食和几
包中草药，就向昌平县城的东城门走
去。驻守东城门的国民党士兵把他们
拦下，掀开被子看看躺在车上的稷世恒，
问唐明安要去哪里？唐明安回答说回
兴寿镇。士兵们没再多问，就放行了。
唐明安赶着马车，走出县城不远，便拐向
了去往古桥村的方向。他们要从那里

进山，走山中的道路奔往怀柔地界。
一出古桥村，几座大山就迎面扑来。

从山口处延伸出一条土路，与村外的道路
连在了一起。在山口处，有几个国民党士
兵端着枪在走动，唐明安赶着马车快走到
山口时，领头的一个排长走过来，大声喊：
“马车停下，接受检查！”唐明安让马停住，
跳下车，不慌不忙地问：“长官检查啥呀？”
那个排长瞪着眼睛说：“你眼睛瞎了？没
看见路口石壁上贴着的布告？”唐明安用
眼睛扫了一下那布告上的标题，是国民政
府缉拿稷世恒的命令。唐明安看后，对着
排长装出一脸茫然，口中说：“长官呀，我
是文盲翻书本儿，一个大字也不识。那上
面写的啥，我弄不明白。”排长说：“我让你
文盲翻书本儿，我让你文盲翻书本儿！你
小子是睁眼瞎，还老母猪吃碗碴子，满嘴
的蹦瓷（词）儿！”排长一边发火，一边抬脚
踢向唐明安。这时，稷世恒撩开被子，侧
着脸，装作有气无力的样子，对排长说：
“长、长官啊，您别发怒，我们家这个长工
不会说话。你想检查就检查吧，我一个病
老头子也没啥查的。”排长迎着话音走到
近前，看着稷世恒问：“老家伙，病了？”稷世
恒嘴里“嗯，是、是”地应着，装着很费劲儿
地喘了一口大气，还不停地抖动着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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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