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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5月22日，文学翻译家、教授周煦
良（1905—1984）先生致信俞平伯（1900—1990）
先生，与之讨论《长恨歌》的问题。因为在
1929年初和1930年秋，俞先生曾发表过《〈长
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从王渔洋讲
到杨贵妃的墓》两篇研究《长恨歌》、考证杨
贵妃的文章，通过分析作品文本中的隐语，
揣得作者之本旨，即杨贵妃并未死于马嵬
坡。他坦言：“今日既仅有本文之直证，而
无他书之旁证，只可传疑，未能取信。”不承
想1930年夏，他即从岂明先生处听到日本人
对杨贵妃墓的传说，即“杨妃逃出马嵬，泛舟
海上，飘至山口，死于其地，至今萩及久津两
处均有石塔，云即其墓也”（岂明语），并有照
片为证。俞先生深感日本山口县的“传说虽异
证据，亦足为鄙说张目，闻之欣然”。对于四张
杨妃墓的照片，他觉得不甚清晰，“大有‘山在
虚无缥缈间’之感”。
数十年来，俞平伯先生研究《长恨歌》的观

点，始终和者盖寡，却给周煦良先生留下深刻
印象。他撰写了《〈长恨歌〉的恨在哪里？》，文
章开篇即复述俞先生的见解，因为没有找到
俞先生的原文，靠记忆恐有“歪曲的地方”，因
此，连同书信一并寄给《晋阳学刊》，委托编辑
部寄请俞先生“审核”。他说：“先生提出的对
《长恨歌》的看法，虽然事隔五十余年，我认为
仍旧是对白居易这篇伟大作品的正确解释。”
1981年6月20日，俞平伯先生回信，就周

煦良所谈《长恨歌》的问题，与之进行探讨。
他感谢周先生对其早年观点的“赏鉴”，称读
其新作“如闻跫然足音，为之欣喜”。又说“细
读尊文，已从实妄加删评，祈亮察之”，其中引
文也均按俞氏原文作了校改。俞先生因“没
有新材料，不能有新的说法”，因此，在信中“申

说二点，以供参考”。一是强调“《长恨歌》的
写法”是婉讽，“讽刺而用微词曲笔，是此诗的
特点。这种写法通贯于全篇。其写马嵬之死
闪闪烁烁，仙山楼阁缥缥缈缈，都是同样的笔
法。本意固是惩尤物，窒乱阶，却又不能扬家
丑，显国恶，故褒贬互用，美中有刺，用现在语，
是一种走钢丝的写法。”二是强调《长恨歌》的
“长恨”之所在。周先生认为，在天不能作比
翼鸟，在地不能为连理枝，所以为长恨。俞先
生认为“长恨”是指“家国之恨”，恨在李、杨二
人的婚姻带来了唐王朝“由极盛而顿衰”，是
真的“倾国”之祸，“较宫壸之辱更甚”。由此
可见两位前辈学者切磋学问严谨、认真、一丝
不苟的精神。尤其是他们的学风：“既有在学
术问题上的探讨，又有互相尊重对方的切磋，
观点不同，友谊常在，不因学术上的争论，而
成为个人关系上的隔阂，这种风气在学术研
究上是值得积极倡导的。”得到《晋阳学刊》编
辑部的充分肯定。俞、周二人《关于〈长恨歌〉
的通信》发表后，曾被《新华文摘》1982年第2
期全文转载。
周煦良先生在信中称呼“平伯先生”，那时

候“先生”二字还很少使用。他说：“实际上我
应称呼先生姻长，因为家叔叔弢续弦许夫人与

先生府上有亲；因称姻长免使先生感觉突然，
而具有封建味道，所以就称‘先生’了，但‘同志’
二字总嫌不礼貌。”信中所说周叔弢（1891—
1984）先生的续弦许夫人实是俞先生的姨妈。
1924年春，周叔弢先生以石印法影印和影刻元
本《庐山复教集》两种，就“是为了替许氏母亲
祈福”的（周叔弢之子周景良语）。
俞平伯先生在回信中，直接称呼“煦良兄”，

并且回应“姻长”一事，曰：“叨在姻末，诚如来
书所言，你我实是平辈，自不须‘客气’。早年
在津，曾晋谒叔弢姨丈，蒙借阅《清真词》校本，
后来在京又屡瞻侍。今又得与兄讨论文字，何
幸如之。”早在1917年前后，俞平伯在北京大
学读书期间，就曾亲聆黄季刚先生讲授《清真
词》, 并被郑重叮咛指导去读《清真词》，还将
郑文焯校本《清真词》借给他，俞先生说：“这是
我于《清真词》的初见。黄先生平常散散漫漫
的，但对于这书似颇珍重，不久就要了回去。”
1918年3月21日，他给黄先生还书时，“很有点
舍不得”。从此，他对《清真词》以至于唐宋词
均产生研究的兴趣。1930年前后，他开始在清
华大学以及其他学校讲授《清真词》，并陆续发
表研究文章，后于1948年出版了学术专著《清
真词释》。从他与《清真词》结缘的经历，可知

弢翁能够“借阅《清真词》校本”对他学术延
续的重要意义，因此，令他数十年铭记不忘。
著名藏书家周叔弢先生对俞平伯早

年的学术研究也是关注的，不仅借书给
他，而且在自己浏览的书中，也有俞平伯
1923年4月出版的红学新著《红楼梦辨》，
一直保存数十年，十分难得。殊不知《红
楼梦辨》一书，俞先生自己早已无存。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香港友人通过关
系来函索要，也未能如愿。
1950年7月，周一良等亲属为纪念周叔弢

先生六十华诞，拟出版纪念论文集，俞平伯与
向达、张政烺、陈寅恪、季羡林、周叔迦、周祖谟、
周绍良、赵万里、钱钟书、顾廷龙、顾颉刚、谢国
桢等共计29位学者应邀提交了论文，俞先生的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被收入《周叔弢先生
六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天津周氏师古堂1952
年印行。晚年，周一良先生回忆并感慨道：“此
册作者阵容当时颇为难能可贵。”
俞平伯先生的论文是对《论语·宪问》中的“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进行解读。文章旁征博引，既
有与江绍原的交流，又有向父亲俞陛云的请教，
并非心血来潮之作。三十余年后，俞先生偶翻旧
作，深感《“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解》“题目琐屑，不
得要领，当改作《论语‘子路问成人’章解》”。同
时，记下了对该文的修改意见，曰：“中年有考证
之病，若此篇是，节外生枝，无理取闹，其释‘久要’，
读为‘久幽’，终不惬人意，不如‘旧约’之为通顺
也。全章颇有疑难，而舍之不谈，则尤可怪。三
十年后难收覆水，为之抚然。”1985年5月6日，他
又叮嘱儿子俞润民：“我文字不必皆好，有不宜重
印者，此类是也。”可见俞先生晚年仍然在不断
反思，总结经验，这也正是他的学术思想不断进
步的根源。

俞平伯与
周煦良、周叔弢的往事

孙玉蓉

上学时，所学专业课中，有中国现
当代图书发行史课程。据教材介绍，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新华书店
曾有一句口号非常流行，那就是“为读
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此口号当
时不但经常出现在各地新华人的语言
和文字中，而且还被写成标语悬挂在
各地书店的办公场所和店堂。而这个
口号的最初拟定与推广者，便是新华
书店天津分店，时间是1954年。至于
这个口号是天津分店何人最先提出，
当时又是在什么背景下怎样提出的，
教材里没讲。许多年过去了，1987年
初我受命参与《发行家列传》系列图
书写作时，在中宣部出版局于天津召
开的一次审稿会上，天津市新华书店
参会人员在介绍他们申报的传主张
维时，曾讲道，他就是这个口号的最初
拟定者。

对于张维，我不陌生。我当时任
职的《天津书讯》报刚刚创办时，编辑
部曾有一段时间就设在天津市新华书
店办公楼里。我与时任市店办公室主
任的张维经常见面，印象中他是个和
蔼内向，沉稳中又带点幽默的人。因
此在得知是他最先提出“为读者找好
书，为好书找读者”这个口号后，便立
即去书店找他了解内情。因为我负责
撰写的传主事迹中，也涉及了这个口
号的提出和对全国的影响。为此我曾
采访过几位书店老人，大家虽对口号
印象颇深，但当问到谁是最先提出者
及当年是怎样提出的时，答案或语焉
不详或众说不一。

见到张维时，已升任天津市新华书店经理的他，仍保持着以往
的沉稳与谦恭。他先是不肯谈口号的事，而是讲了许多当年书店
里其他人的“好人好事”。后在我的反复要求和讲明这个口号对
“列传”中天津“发行家”的重要性后，他才慢慢忆起了往事。那是
在1954年的6月，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开展了“服务运动月”活动。
当时任基层部门主任的张维，在一次研究各门市服务竞赛的店务
会上，他从1949年初天津新生时，劳动介绍所门前所写的“为人找
事，为事找人”八个字的广告中得到启发，联想到新华书店的工作
对象一边是读者，一边是图书，读者有需求，图书要供应，把这两者
紧密结合起来，就构成了书店工作的核心。于是他脑筋一动，便提
出了“为读者找书，为书找读者”这一口号。当时参会者一致认为，
这个口号既形象生动，又便于上口，立即决定将其作为竞赛口号使
用。记得讲到这里时，他曾自谦地说：“我提出的口号是‘为读者找
书，为书找读者’，后来变成‘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是大
家想出来的。”并说这个口号在天津分店喊响后，很快便传到了北
京总店。总店对此非常重视，曾写成文章向全国书店推广。

据当年曾经历过此口号流行的新华书店天津分店老人讲，
1954年之前的天津各书店，还多是较原始的摆书摊式陈列，不但
各种图书分类不清，读者选书不便，而且营业员也不熟悉图书和宣
传方式。自从这个口号喊出后，书店立即制定了整改方案，规定了
门市分组划片，制定了营业员的岗位职责及书籍管理办法。新的
陈列方式做到了分类清楚，布局合理，突出重点，易于选购。营业
员的销售工作也由被动等待变成有目的性的主动推介，整个书店
的服务意识大大提升。同时各书店还纷纷建立了“基本读者联系
卡”，增加了新书预订、委托代办、远程邮购等服务项目。并在“服
务运动月”的基础上，又于当年10月开展了“书籍宣传月”活动，旨
在改善服务质量，为读者找好书，为好书找读者。

这一系列改革激发了职工的创造热情，他们先后发明了“三勤
工作法”“熟悉书籍联想法”“书籍轮换陈列法”等先进工作方法，新
华书店总店编印的《图书发行》对这些都曾作过专题报道。而其中
的“书籍轮换陈列法”，便是张维发现并总结成理论的。对此，张维
的胞弟、曾任《人民日报》天津记者站站长的肖荻对我讲过，当年书
店营业员刘慧芝不断变换图书陈列位置，使读者总有新书上架的
感觉，从而吸引读者频繁进店选书。时任门市主任的张维经过细
心观察和同这个营业员交谈，遂写成经验介绍发表在新华书店华
北总分店的刊物上，旋即便被总店推广到全国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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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城尽
得风气之先，比如1925年，第一
家无线电广播电台由义昌洋行
（在日租界旭街四面钟附近）开
设。仁昌绸缎庄紧随潮头，于
1932年创办了天津首家私营商业
电台——仁昌广播电台，这一新
奇之举活跃了城市商业文化氛
围，尤其是广告手段的多样性，也
促进了电台与广播在天津的方兴
未艾。

仁昌绸缎庄的地址在繁华热
闹的法租界梨栈（今劝业场一
带），20世纪30年代的电话号码
簿中显示其电话为 2.2324（楼
上）、2.1448（楼下）。仁昌号主营
绸缎、顾绣、呢绒、布匹等，号称
“时代先进，绸业标准”。该号自
设的广播电台设在不远处的法租
界31号路（德大夫路，今河北路）庆丰里3号，
据1934年3月该号在《大公报》上的广告显
示，仁昌广播电台的周波率、呼号为1240K.
C. 和XHTG。电台以曲艺节目为主，笔者
收藏有几份老天津《商报》，1934年 4月 27
日的“天津卫”版刊登着仁昌台广播节目
表，如下午1:00到 2:00放送最新唱片，3:00
至 5:00 节目有儿童故事、家庭常识、英语教
授等，晚间8:00至12:00播送气象预报、经济
报告、名票清唱等。这里的“英语教授”是中
华书局与仁昌台联合举办的。同年4月间，中
华书局接连在各大媒体发出广告，称“欲求立
足社会、研究科学、高尚职业、真实学问、增长
知识，不可不学英语”。文中告知读者，书局
将与仁昌台开办无线电免费教授英语的讲
座，并特辟两处宣讲所（课堂）进行专门辅导。

再看1936年10月17日的部分节目表：
上午8:30到 9:30放唱片夹播广告，至10：15
播京东大鼓《说唱香铃串》，接下来播15分钟
商业介绍，10:30到11:15播奉天大鼓《狸猫换
太子》等。

在商言商，何况是自家办的电台。仁昌
台在文艺节目中间当然要插播推销绸缎的广

告，也兼顾其他付费商户，所以
亦可谓“广告电台”。台长由仁
昌绸缎庄广告部经理刘家祥出
任，更能说明问题。

昔日名角在电台表演兼报
广告是常态，甚至要赶场。京东
大鼓名师刘文斌演唱的《大西
厢》《十字坡》《朱买臣休妻》《诸
葛亮招亲》《韩湘子上寿》《昭君
出塞》等脍炙人口，如1936年 4
月3日的《广播日报》上说：“刘文
斌的唱段深受大家喜爱，尤其是
广大家庭妇女，特别是老太太的
青睐。”

仁昌广播电台，以及后来开
设的中华台、东方台、青年会台
等，自然也瞄上了刘文斌，纷纷
请他到电台献艺并播报广告。
比如刘文斌在仁昌台演唱时播

报过药品广告：“调经养血，一元钱；咳嗽除
根，一世福；小儿安宁，一家乐。”刘文斌的听
众如云，许多广告也被他播报得有声有色，效
果事半功倍。中华台不甘人后，开出高于仁昌
台几倍的报酬，想买断刘文斌独家演播，但刘
文斌重信誉，婉言谢绝了好意，坚持同时服务
两家。岂料，中华台暗中勾结帮派势力，竟给
刘文斌连发了数封画有匕首的匿名信，扬言若
不从就杀掉他。仁昌台、中华台的争斗日趋激
烈，导致刘文斌无处可演，无奈只好请头面人
物协调说合，才算平息事端。

相声名家马三立也曾在仁昌台演节目，
还是承报广告较多的演员。2001年11月笔
者曾采访过马三立先生，他回忆说，商家广告
往往由广告公司代理到电台，至于电台收了
多少钱，演员不大清楚。比如在仁昌台，每插
播一个商户的广告，仁昌每月付马三立五元，
多播多得。据介绍，马三立也在天津其他电
台播过“广告相声”。

仁昌广播电台开办了四五年时间，不仅
促进了自家生意，在广告费方面也盈利数万
元。虽然节目中插播广告较多，但还是丰富
了当时天津听众的文娱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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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打开这部《王安石传》（天津人民出
版社出版，作者崔铭），感觉眼前一亮。我很
难用某一个已有的文体定义它。它既是一
部历史人物的传记，也是一部研究历史人
物的专著，又是一部纪实作品，同时还具有
某些“非虚构”的元素。但有一点可以确
定，这无疑是一部文学作品，而且是一部具
有相当品质的、很出色的文学作品。我相
信，不仅是我，
很多学者、文学
写作者乃至读
者看了这部作
品也会有这样
的感觉，原来历
史人物传记还
可以这样写。

人物传记并不好写，历史人物传记尤其
难写。

对于小说家来说，往往会觉得现实题材
难写。他们宁愿写一些至少在时空上与现实
有一定距离的故事。因为这个距离，能让小
说家获得更大的想象和虚构的空间。而写人
物传记则恰恰相反。越是离现实近的人物才
越好写，如果这个人物就在当下，也就更容
易，因为所有的素材和真相都是现成的，你只
要肯去了解，就摆在那里。历史人物则不然，
时空越远，则研究、考证和打捞的工作越烦琐
复杂。这一来也就往往出现两种状况，或是
写作者为掩盖研究得不够深入和材料掌握得
不足，于是为这个传记披上华丽的文学外衣，
读起来似乎很地道，而如果细看，再细想，则
如同雾里看花，这个被写的人物只是影影绰
绰地隐在历史的迷雾中，连轮廓也很模糊；另
一种，则是写作者把研究和考证的成果，就这
样罗列起来，叠床架屋，貌似这些货真价实硬
邦邦的材料可以让读者大快朵颐，而实际味
同嚼蜡。

这部《王安石传》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
题。作者显然是一位学者。但就这部作品而
言，她的角色认知既是一个研究者，又是一个
文学写作者，这就有意思了。

可以这样说，作者是以文学的方式对王

安石这个本来就很有意味的历史人物进行研
究的。而她的研究成果，又是以文学的方式
表达出来的。这也就使这部历史人物传记既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又成为一部很典
型也很出色的文学作品。可以看出，作者不
仅是一位学者，也有很深的文学功底，所以
叙述语言不仅有弹性，也有张力，同时在叙
事上也收放自如，既有大而化之的讲述，使

人感觉到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同时在这个
历史背景下，又有细腻的人物刻画及人物在
当时的精彩瞬间乃至生动的对话。如此一
来，不仅让这部作品有了故事性的人物关
系，更具可读性，也让人感觉到距我们已有
一千多年的王安石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就
这样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几乎可以感觉
到他的呼吸。

我由此想到，这部作品在出版之后获得
一致好评，而且上了这一年的很多权威性排
行榜，尤其是荣获了2021年度“中国好书”
奖，确实是有道理的。

毫不夸张地说，这部《王安石传》也为书
写历史人物传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同时也是
宝贵的写作经验。而且也证明了一点，文学，
或者说文学性、文学品质，不仅是历史人物传
记的外衣或皮肤，更应该是坚实的骨骼。但
是就传记这个特定的文体而言，对历史人物
的文学书写与以历史人物为原型的虚构历史
故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在这里附带说
一句，今天的很多“戏说”，尤其值得警惕。也
正因如此，以文学方式书写的人物传记，就如
同我们今天使用的全息技术，可以让已经远
去的历史人物重新活生生地出现在我们面
前。由此可见，这部《王安石传》的写作经验
在今天是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当然，这种书
写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历史人物传记的骨骼
王松

2004年10月21日，南开大学为
叶先生庆贺八十寿辰，陈省身先生也
乘轮椅来到会场，并且亲手用毛笔为
叶先生写了一首“祝寿诗”，镶嵌在一
个精美的镜框里，内容是这样的：

锦瑟无端八十弦，一弦一柱思

华年。归去来兮陶亮赋，西风帘卷清照

词。千年锦绣萃一身，月旦传承识无

伦。世事扰攘无宁日，人际关系汉学深。

叶先生说：“先生送我的这首诗，如
果就一般诗家的谨严之格律而言，自然
是有些不尽合格律之处，但若撇开外表
的格律而论诗歌之本质，则先生这首诗
所表现的情意之真诚、事典之贴切，却决
然是一首好诗。首先说，此诗开端两句
用的是李商隐《锦瑟》开端的诗句，只不
过做了一点小小的改变。李商隐原句
是‘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
先生这首诗因为是为祝贺我的80岁寿
辰而写的，所以就把原诗的‘五十弦’改
成了‘八十弦’。先生认为李商隐《锦瑟》
诗是自序之作，则‘一弦一柱’当然就都
象喻了诗人对于华年往事的点点滴滴
的回忆。先生虽是引用了古人的诗句，
但我以为先生的引用和改写，实在十分
恰当。如果把年华喻作丝弦，则80岁的
年龄自应是‘八十弦’，我在自己80岁的
生日回想起过去80年的往事，自然也有
着‘一弦一柱’的追忆。先生的诗，可以
说正是道出了我当日的心情……而除
去了这首诗本身是可宝贵的，另外还有
两点增加了其可珍贵之处。第一点是

在这一幅诗稿中，先生偶然留下了一个小
小的笔误，那就是先生在署名后把2004年
的日期写成了200 年。而上款所题写的
则是‘嘉莹姊八十大庆斧正’。如果在200
年我就已经是80岁了，那么到2004年我
岂不是就已经将近两千岁了吗？这自然
是一个偶然的笔误，但正因为有此笔误，
所以我才觉得这幅字之弥足珍贵。这也
正像爱好集邮的人之特别珍视错体邮票
一样，因为这是在世间独一无二的仅有。
第二点则是就陈先生写作这首诗的时间
而言，这一幅字应该已经是陈先生的绝笔
了。因为在先生参加了我的祝寿研讨会
后，不过一个多月就去世了，而这幅字遂成
了最值得珍视的先生的一幅绝笔之作。”

那日以后，叶先生因为其他事情离开
了天津一段时间，不料陈先生竟于一个多月
以后的12月3日去世了。叶先生闻讯甚是
难过，写下来两首诗以为悼念：

其一

噩耗惊传痛我心，津门忽报巨星沉。

犹记月前蒙厚贶，华堂锦瑟动高吟。

十月廿一日南开大学文学院为我举办

八十寿庆暨词与词学会议，陈先生曾亲临祝

贺，并亲笔书写赠诗一首，有“锦瑟无端八十

弦”之句。

23 解读祝寿诗

墨菲对燕大校方的决定也表
示“衷心地同意”，并在此后一年多
的时间里，以这个“小湖”为核心，
对设计方案进行了认真的修改、调
整，于1926年拿出了不负众望的
最终图样。这个得以保留的“小
湖”，就是后来声名远扬的未名湖。

不过这个湖当时并不叫“未名”。燕
大师生一般根据淑春园后来曾名睿王园
而叫它“睿湖”，或因为湖心岛的枫岛之
名而称其“枫湖”。这两个名称在20世纪
三四十年代燕京人写的文章中还常用。
“未名”这个名称，一般说是国学大

师钱穆所起。如侯仁之先生《燕园史
话》说：“燕京大学建校十周年庆祝会期
间，中外来宾曾欢聚在湖泊南岸悬岸之
上的司徒雷登校长住宅大厅中，住宅尚
未命名。在座的校友谢婉莹教授（冰
心），即席建议名为‘临湖轩’，深受赞
赏。当时在座的钱穆教授相继建议悬
岸之下的湖泊，即以‘未名湖’为名，一
时传为佳话，遂成定论。”不过，若参阅
钱穆先生《师友杂忆》一文，侯先生此说
似有可讨论之处。

钱先生文章说，1930年到燕大任教
后，有一天，司徒雷登设家宴招待新来的
教师，询问大家对学校有什么
印象，他直言不讳地说：

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
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
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
见“M”楼、“S”楼。此何义？所

谓中国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
是。一座默然。后燕大特为此开校务会
议，遂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
“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
国名称。园中有一湖，景色绝胜，竞相提名，
皆不适，乃名之曰未名湖。此实由余发
之。有人知此事，戏谓余曰：君提此议，故得
以君之名名一楼，并与胡适各分占一楼，此
诚君之大荣矣。

细读此文，不难发现，钱先生只是说他
是给未名湖命名一事的发起者，而并不一
定是实际的命名者。也有人说，“未名湖”和
“临湖轩”一样，也是出自冰心先生。理由是
她燕大毕业后留学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
时，曾给当地一个名叫Lake waban的小湖
取名为“慰冰”。此事确有，她1923年《寄小
读者》一文中就说过，那是因为这个湖给远
离故土的她带来了慰藉。不过，她是否由
“慰冰”想到了提议“未名”，尚待考证。

正因为为未名湖命名的“本来面目”难
寻，在如今网络时代，已经有人对
“未名”做了进一步的发挥，给它冠
上了老子“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的微言大义，更有人揣
测未名是“待未来命名”的意思。或
许“未名”正是其独特魅力之所在。

52 独特魅力在“未名” 70 跟车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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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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稷世恒付饭钱，中年男人
说：“那可不行，我们家虽然穷，一
顿饭还是管得起的，这钱不能要！”
稷世恒坚持要给，中年男人坚决不
收，两个人你推我让地僵持不下，
中年妇女说道：“我说大兄弟，钱我
们肯定不能要，你们俩要是实在过意不
去，一会儿就帮嫂子装车吧。”稷世恒一
听，立刻答应下来。这时，一辆三匹马
拉的胶皮大轱辘车停在小屋门外，中年
男人走出屋问：“柱子，今天怎么来得这
么早？”柱子回答说：“吕老爷让把苹果
拉到镇上去，因为路远就得赶早。”说
完，就张罗着装车。稷世恒和唐明安一
起上手，几个人抬的抬、扛的扛，忙活了
好一阵才把车装完。柱子赶车要走，稷
世恒问他去哪个方向？说是往宝坻方
向。稷世恒一想，正是他和唐明安去往
天津的路径，就对柱子说：“我和我外甥
也要去那个方向，咱们一起走吧。”柱子
说那敢情好。稷世恒和唐明安谢过看
果园的夫妇，跟着马车上路了。唐明安
明白，稷世恒之所以要与柱子同行，是
为了让路上的拦截人员，把他俩当成跟
车装卸的帮工，减少注意力。

秋高气爽，蓝天白云。一片片的玉
米，一片片的高粱，低垂的谷穗儿，成熟
的大豆，都在秋光下展示着饱满的身
姿。农民在掰玉米、割高粱、收瓜豆、刨
红薯、砍白菜，到处是忙碌的景象。不远
处，几个背着枪的民团队员拉出了木架
子，拦在道路中央，挡住了车辆和行人的

去路。“这帮家伙说挡车就挡车，说拦人就
拦人，让你走个路都不顺当！”柱子看着前
面的民团队员，口中叨咕着。“他们是不是
要抢咱们车上的苹果呢？”唐明安问柱子，
心中却在做着他和稷世恒所面临风险的评
估。“他们不敢，吕大财主不好惹！”听了柱
子的话，唐明安的心稍稍稳定下来。

马车走到拦截处，几个民团队员围
上来，一个戴着墨镜的民团队员指着稷
世恒问唐明安：“你们俩是跟车装卸货
的？”唐明安回答：“是。”又问：“这一路上
看没看到有四个骑军马的人？”唐明安
说：“没有。”听完唐明安的回答，那个戴
墨镜的民团队员说了声：“走吧。”马车来
到送苹果的地方，稷世恒和唐明安帮助
卸完车，就和柱子告别了。

为了躲避从宝坻到天津那段路上的
卡口检查，稷世恒和唐明安想走水路。两
个人来到潮白河边的漕运码头，观察码头
出入口处执勤的警察，对上下船人员的检
查情况，盘算安全上船的办法。这时，有两
个日本浪人进入唐明安的眼帘，只见他们
从出入口处，大摇大摆地往外走时，警察不
仅不拦不问，还恭恭敬敬地给他们敬礼。
两个日本浪人对警察表现出的恭敬，不仅
不予理睬，反而还在口中骂了声“八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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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