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以《国家宝藏》《如果国宝
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为代表的
电视节目和纪录片热度不断，它们都以
我国古代文物为题材，全方位、多角度、
深层次地展示了我们引以为傲的古物
国宝。天津也有档电视节目叫做《艺品
藏拍》，专门请专家鉴定持宝人的艺术
收藏品，讲述与物品相关的历史文化、
收藏鉴定等方面的知识。

作为公共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天
津博物馆有着丰富的馆藏文物资源。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最近出版的《从
来爱物多成癖：北宋收藏文化及其观念
摭谈》一书作者白俊峰先生，现任天津
博物馆副馆长，致力于艺术史和收藏史
研究。在该书中，他主要研究了北宋时
期存在的收藏文化、收藏观念和收藏行
为，并分章节对以宋太祖、宋太宗、宋徽
宗为代表的皇家收藏群体和以欧阳修、
苏轼、米芾等为代表的士人收藏群体进
行分析，同时加入了大量清晰精美的天

津博物馆馆藏文物图片，让读者可以
“零距离”展开并欣赏这部“历史书卷”。

书名“从来爱物多成癖”取自唐代诗
人李涉的《葺夷陵幽居》，既表达了本书
北宋收藏文化的主题，又显示出作者对
于北宋收藏文化的研究热情。作者首先
探讨了收藏文化及其观念的含义，统述
了宋代收藏文化情况。“从时间线梳理，
可以把两宋收藏大致概括为发展期、繁
荣期、鼎盛期及衰落期。太祖、太宗时
期，开启了宋代收藏的历史，至仁宗，为
发展期”，“仁宗至徽宗时期为繁荣期，分
别涌现出以欧阳修、苏轼为核心的两个
具有鲜明特征的庞大收藏家群体”，“徽
宗朝为鼎盛期”。南渡之际，受战火影
响，“皇家收藏几乎流散殆尽”，“但依然
出现了贾似道这样富可敌国的大收藏
家”。因此，该书以北宋晚期的收藏为主
要内容，描绘宋代收藏的鼎盛风貌。

该书第一章“遗编坠简宜寻求”，主要
讲述宋太宗对于“遗编坠简”、古书典籍的

搜访、收藏，以及通过典籍收藏而施行的文
治政策和实现的政治功用。第二章“风物
催人成南渡”，主要讲述北宋晚期宋徽宗的
收藏行为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而章名则
来自清代陈维崧《满江红·汴京怀古十首》
其六《艮岳》中的一句“叹世间，风物剧催
人，成南渡”。艮岳，即徽宗兴建的园林建
筑，在北宋末期成为改朝易代的牺牲品和
象征。第三章“君子应寓意于物”，出自苏
轼《宝绘堂记》中的“君子可寓意于物，但不
可留意于物”。此章着重探讨了苏轼的收
藏观念与精神世界，他的“寓意于物”，为收
藏文化注入了他特有的文人趣味、价值思
考和人性光辉。第四章“功名不如翰墨
久”，则源于宋代诗人岳珂的《薛稷夏热帖
赞》中“米芾有言，功名不如翰墨”一句。此
章主要讨论了米芾的鉴藏观念、行为和作
伪动机，他代表了“一种基于性情且无涉经
世价值的收藏观念”。同时，此章也对比了
欧阳修、苏轼、米芾在收
藏方面的同异，阐明了以
三人为代表的三种不同
的北宋诗人收藏类型。

作为“观书”系列图
书的又一力作，该书中
也有多处与“观书”相关
的内容。宋太宗的观书

会，成为“教化臣子的重要媒介”，具有丰富
的政治内涵。作者还引用了苏轼《题鲁工
帖》：“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则君子小人
必见于书。是殆不然。以貌取人，且犹不可，
而况书乎？”苏轼认为以貌取人尚且不可，
更不能“以书取人”。因而不论是外貌还是
书籍作品，都只是反映一个人的某一部分
而非全貌，我们都需要具有整体意识和全
局意识。
“观书”系列的命名，来源于宋代朱熹的

《观书有感》：“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观书”不只代表了阅读，更强调通过
书籍去全面地观人、观事、观物，不断学习，
接受新鲜事物，保持思想的活跃与进步。作
为出版者，要不断地丰富出版内容，为读者
带来更多好书。作为阅读者，也不仅仅是读
书，更是通过书籍开阔眼界，以书籍内容为
起点，寻求广度和深度的丰富，使中国文化
不断传承，使文化自信愈发坚定。

草书是什么？许多人至今认为汉字书写
流便、笔画连绵的就是草书。许多书法家认
为，草书是行书的再“加速”而已。囿于浅见，
当代中国书法的篆隶乃至楷行书，都似春之
花，繁茂争妍，在各种形式的展览中随处可
见。然而草书，虽有人为之，多只是行书运笔
之连绵再“加速”而已。敢说，当今知草书、识
草书的书家不多，而天津书法家马孟杰却是
知草书、识草书，踽踽独行于这个孤岛的草书大家。

马孟杰，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出生，本是中医世
家却自幼喜书法爱诗文，从此改换世代悬壶之门庭。曾
问马孟杰，少年时期为什么《柳公权玄秘塔》临习千遍？
难道天下碑帖独钟柳体？马孟杰一句话道出缘由：当时
家中就只有这一本帖呀。如此窘境，如此逼仄，走出如
此之草书大家，怎一个“刻苦”二字了得。

还说草书。若以学历的阶梯
论，虽非剀切，但能说明问题，书法
的楷书、行书、草书，正如小学、中
学、大学一样，草书是汉字书法的最
高端，古人说“草字为书艺之冠”。
它既是汉字书写之极限，又是书法
艺术的极致。

为什么西方油画在极度写实的
基础上，后来出现了像莫奈、毕加索
等画家兴起的一批新画派？是为了
油画的“提速”（比传统油画用时短）
吗？显然不是，若说写实油画的逼
真似照相，那么后来的抽象派油画
则是将人的眼睛感受心灵感应放到
画中。我们书法的草书也是情感的
融入，它将自然万象、情怀思绪都融
入其间。唐代张怀瓘《书断》云，古
人的书艺“何词不录，何物不储，怪
思通理，从心所知，如彼江海，大波
洪涛，如彼音乐，干戚羽旄”。将自
然之景、音乐之美纳入笔端，“怪思
通理，从心所知”，就是说将人想所
未想的“怪思”发挥出来，但合乎道
通乎理。草书恰恰与西方抽象派有
异曲同工之妙。

马孟杰以几十年的努力打造自
己的草书，与古人对话，与当今链
接，欲将中国的汉字草书推向世界，比肩西方的抽象
艺术。于是近十年来，他在海外举办个展联展，创意
多个定位高、影响力强的活动，在海外产生较大反响，
让中国书法及草书产生世界波。

2015年元旦，马孟杰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举办
送“福”字活动，其书写的略带隶意的楷书福字，雍容
大气，彰显着中国汉字的坚稳厚重。其用楷书书写的

自撰联写出了中华民族与人为善、谋求和平与共同发
展的宗旨。联语是这样写的：“国家无远近，同谋友
善；世界要和平，共享阳春。”寥寥18字，道出中华民族
大胸襟，也道出书法家马孟杰高境界汉语大功底。

2016年2月，马孟杰在联合国总部举办书法展，将近
年创作的书法精品数十件向世界各国友人展出。汉字的
黑白红“三色艺术”被认为白宣纸、墨黑字和红印章，构

成“黑白切割艺术”。中华民族古老的
汉字不仅不老，而且许多方面与现当
代艺术理念契合，让人流连。

2016年9月，受俄罗斯皇家艺术
科学院邀请，由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等
主办的“中国梦·马孟杰书法作品展”
在圣彼得堡开幕。俄罗斯皇家艺术
科学院院长马亦博洛德出席开幕式
并讲话，他说，这样经典的艺术活动，
这样经典的艺术书法，和马孟杰先生
带来的这样经典的中国传统文化，让
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和源远流长。

在国内，马孟杰近年已经举办各
种书法展和公益活动近百次。他的
书法、他的草书让人读到他对国家民
族的深情和对中国草书书法深切领
悟与成功实践。

说到这里，再回到草书上来。草
书的创立确实是因为“简檄相传，望
烽走驿”“不能救速”，从而出现了快
速书写的草书。但是到了后代，草书
最大的功用不是传递信息阐述事由
了，而是完全进入了欣赏与书家自我
抒情的层面。草书的笔画连绵，富于
节奏感，当年草圣张旭被杜甫写进
《饮中八仙歌》，“张旭三杯草圣传，脱

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让人觉得草书的书
写形态如此酣畅淋漓，可见草书最有抒情性。

马孟杰的草书书写状态与之相埒。马孟杰学习
书法、创作草书作品常常进入忘我状态。艺先痴而后
必良。其龆年学书，竟在10年内将手中唯一的一本
《柳公权玄秘塔》写了千遍。此后专攻汉隶和魏碑，其
临习的历代碑帖百余种，可谓“废笔成冢，缸水用

罄”。由于对草书的偏爱，从孙过庭《书谱》起，
开启了临习历代草书大家碑帖的漫长历程。
草书是艺术水准最高的书体，“连环钩锁，

神化无穷”，但是历代书家都在喋喋不休地告
诫后人，写好草书，必先学好端楷，然后再写好
行书。马孟杰说，曾习楷二十年，旁猎隶书及
魏碑，然后再及行书，以《书谱》筑草书之基，亦
步亦趋临有百遍之多，同时背诵《书谱》全文，

时在心中思悟。感觉中国书法的草书学起来似潜水，在
大海的深处遨游，虽能窥其奥，但很难得其全。在这个过
程中，时时有奇妙的境界，时时有旖旎的风光，这就是草
书的妙谛所在。

草书越写越觉其难。马孟杰说，草书初习似乎比行
书入手快，而且有一个错觉，草书书写是行书书写的“提
速”。而恰恰是“行笔如飞”是要把字写坏的。蔡邕论书
有“疾涩”之说，其理极精。用笔“疾”就是快，但快中必涩
才好，如果快且滑，这样的字就一定飘泛轻浮。在疾中有
迟涩，在飞动里有沉实，这确实是草书中的难上难。孙过
庭《书谱》《智永千字文》及后世的草书名作，马孟杰几乎
都涉猎过。他说，明代的诸贤把草书推到了一个新高
度。开始，他对祝枝山的草书颇感兴趣；经过临习，认为
还是董其昌的草书境界最高，虽然看似平平，少有大起大
落，然而在舒缓的游走中，有千钧之力蕴于其内。

草书尤其讲求神韵，这种“神”来自书家的神。曾观
马孟杰作书，濡毫弄墨之时，其神情凝然进入“旁若无人”
之状态，及到挥翰疾走之刻，已然“忘其形骸”。其曾书写
毛主席《咏梅》词草书，在丈八纸上，每字大如斗，可谓笔
走龙蛇，水涌平川，有疾走澎湃之势，锋起锋落，墨聚墨
散，写出《咏梅》词的豪情万丈。其书写的李白《怀素上人
草书歌行》草书巨幅之作，写出：“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
天下成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起来
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怳怳如闻神鬼惊，时时只
见龙蛇走。”诗句豪气冲斗牛，马孟杰草书落笔鬼神惊，翰
飞龙蛇走，用此句形容恰如其分。

近年来，马孟杰创作了上百首诗、词、联语，其中“中
国梦”巨字每字高2.3米，成为一时之最，并创作了一首五
律，以记其盛，诗云：“龙蛇大泽动，日映九天融。近水品
清鉴，平畴沐惠风。点燃中国梦，辉耀五洲同。盛世欣逢
者，卓然建伟功。”此诗马孟杰用长锋雪驹羊毫在巨纸上
书写，表达了中华耀五洲的卓业伟功。另用丈八纸18张
书写《石门颂》巨屏，在天津美术馆2000平方米大厅展
出，成津门书展巨书之最，至今被人津津乐道。

两千年前李斯就说：“下笔如鹰隼攫拿。”钟繇曾说：
“点若山颓。”书圣王羲之更说：“点画波撇屈曲，皆须尽一
身之力而送之。”写一字须尽一身之力，而书法欲达到一
定的高度须用一生之力，马孟杰的确做到了。行年花甲
的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朝乾夕惕，孜孜矻矻，不舍昼
夜，终有大成。正可谓：书法须倾毕生力，草书须做百岁
功。胆赤心忠宜精进，天容海色本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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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书须做百岁功
——与书法家马孟杰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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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胶工业是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防、交
通及民生日用品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首次使
用生胶作为工业原料出现在19世纪前半期。1839年，人
们发明了用硫磺加热硫化生胶的方法，开始生产橡皮，
此后逐渐广泛运用于几乎所有工业部门与日常生活用
品当中。不过，中国的橡胶工业出现较晚。1917年，南
洋怡保埠华侨陈玉波等人在广州合股创办的“广州兄弟
胶厂”是中国橡胶厂的开始。此后，橡胶工业逐渐扩张
至上海、天津、青岛、东北三省等地。

天津地处华北平原，自1860年开埠以后，逐渐发展
成为北方最重要的工商业中心城市。清政府不但在天
津创办各类工矿企业，外商也开始在天津投资设厂。由
此，天津的近代工业得以萌芽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开
始至20世纪30年代，是天津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其中
占据重要地位的是纺织工业和面粉工业，而橡胶工业则
姗姗来迟，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出现。1930年，日本人
出渊忠次在津创办怡丰橡胶厂，此是天津第一家橡胶
厂。当时，资本只有一万元，设备也仅有两台轧胶机，主
要生产五眼胶鞋，用火烤代替加硫。由于当时是独家生
产，业务发展很快，每年盈利四五万元。此后，其他日商
紧随而至，原本在朝鲜倒运胶底、胶鞋来津贩卖的日商
中天洋行，也转业改组为濑口橡胶厂，此后相继开设的
还有西长、中村、泰山等厂。他们还组织日本人橡胶同
业工会，试图垄断天津的橡胶业。由此，天津的橡胶业
才具雏形。可以说，天津的橡胶工业是日本经济侵略的
产物。七七事变后，日本进一步扩大在华北的经济势
力，又在津开办了福助、兴满、太阳、兴亚、东亚等规模较
大的胶厂，前后共有日商工厂11家。它们主要生产小型
汽车轮胎、人力车内外胎、胶鞋、胶底、三角带、机带胶
布、胶管等。随着工业的发展以及生活的需要，橡胶业
开始迅速发展。

此时，中国商人也看到橡胶工业有利可图，开始进
军此行业。1938年冬，经营补带胶业的宋德霖与张登
弟、张登林兄弟二人联合其他人，集资在意租界开设了通兴橡胶厂，这是中国民族
资本的第一家橡胶厂。同年开业的还有永兴、富记两厂，不过这些工厂都是家庭手
工作业，没有机器设备，只能以混合胶用煤球炉烤制一些橡胶零件，不能独立生
产。1939年，又有义堂、瑞昌、富盛等厂开业。1940年后，中国民族资本又相继设立
裕合、裕德、大陆、巨源、飞龙、永丰、兴亚、北洋、长城、博华、顺隆、双凤等橡胶厂。
1942年至1945年，又相继设立利兴、利群、协成、万源、富德、同心、东昌、恒兴、光
华、华胜、春生、钰华和德盛等橡胶厂。截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天津民族资
本经营的橡胶厂已达30家。不过，这些厂多为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差的小工厂，
如巨源橡胶厂，开始只雇用一个工人，用煤球炉烤脚蹬皮，卖给日商同井洋行，以后
才发展到数十人。北洋更是开业不足一年就倒闭了。

天津沦陷时期，由于经济命脉被日本人所控制，中国民族资本受到种种歧视和限
制。而橡胶原料又是由日本物资开发公司配给，由日本橡胶组合严密控制，中国厂商如
需购买橡胶，必须以日本人名义向日本橡胶组合提出申请，但数量少，且处处受限，根本
无法满足生产需求。不仅如此，在技术上，日本橡胶厂对橡胶配方及操作技术更是严格
保密，其调剂、配方的工作室绝对不准中国员工进入，在日本橡胶厂工作十几年的中国
人，有的连“亚铅华”为何物都不知道，更不要说了解其物理性能了。因此，有些中国员工
只能采取偷艺的办法。在日商濑口、中村、西长等厂工作的杨凤藻、肖志新、时建民、王鹤
儒、翟菊林等人都是偷偷掌握一些技术后才开设了自己的橡胶厂。不仅如此，中国橡胶
厂聘请的日本技师，还经常借着中方人员不懂技术的弱点，大权独揽，百般要挟，甚至盗
窃原材料。如通兴厂的日本技师保田师之助，曾将工厂的原材料拉走一大车，最后经过
交涉，虽然退回一部分，但还是付给保田一笔解雇费才了结。飞龙厂为保证生产，曾从黑
市陆续买进汽油250多桶，藏在裕合后院夹壁墙内，因被人告密，汽油全部被没收。后几
经交涉，也只发还给五六十桶。飞龙因此大受影响，此后再也不敢存汽油，只能现买现
用。其他中国厂没有门路，更不敢购买汽油，只能以水浆代替。在产品销售方面，中国厂
家也深受日本厂家的排挤。如青岛日商B·S厂生产的汽车内胎每条原本售价100余元，
天津大陆橡胶厂生产的“大福寿”牌汽车内胎每条定价40余元。B·S厂为与大陆竞争，将
价格逐步降至17元，大陆不敷成本，只好降低质量改为大象牌，每条售价15元。而B·S厂
随之再次降价至12元，最终大陆厂无力与之竞争，只好改为生产胶鞋。B·S厂获胜后又
将汽车内胎恢复原来售价。其他一般小厂因缺乏机器设备，大多依靠手工操作，更是难
以生存，很多只能沦为日本厂的附属车间，代做加工，苟延残喘。

1945年抗战胜利后，日商的11家工厂全部被国民党政府所接收，其中6个厂被
拍卖，1家被接收人员盗卖，4家由国民党联勤军需厂接管。这些工厂全都由国民党
官僚资本经营。只不过，名为恢复生产，实际只是改换厂名，很少生产。除此之外，日
商泰山、濑口、西长、太阳、东亚、兴满等厂，则由国民党政权接收后交“敌伪产业处理
局”标售。结果在此过程中乌烟瘴气，贪污丛生，如后来的大中华、新天津、震中、冀
新、统一等橡胶厂，都是“敌伪产业处理局”标售的原日本橡胶厂。不过，由于这一时
期市场对橡胶制品的需要量增加，很多商业资本投身该行业，一时间新橡胶厂如雨后
春笋，仅1946年一年，就有广兴、志新、中南、兴华等19家开业。1947年至1948年，又
新开了信隆、华北、三泰、中兴等19家。另据1948年的统计，天津橡胶工业同业公会
会员共有48家，设备共有机械混合车99部，月需橡胶300吨，其主要产品为自行车
胎。到天津解放前夕，全市共有橡胶厂66家，职工人数1311人，轧胶机155台。尽管
在设厂数、技术水平、产品品种及产量方面都有增加，一般橡胶制品也均能制造。但
是，由于政治不稳，生产经营一片混乱，很多企业又囤积原料、投机倒把，后期使得大
小橡胶厂都难以经营，整个橡胶行业逐渐走向没落。直到天津解放后，橡胶行业才迎
来了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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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书爱物皆成癖
韩鹏

在从北平到河北曲阳县宋家
庄的途中，何克患上了伤寒，所幸
遇上了来自新西兰的凯瑟琳·霍尔
护士。凯瑟琳在抗战时期冒着生
命危险从日本占领的北平运出药
品送到白求恩大夫手里，新中国
成立后她曾经来中国进行访问，她一
生都热情支持中国人民的各项事业。

何克在宋家庄医院停留了六周，
在生病期间，何克还经常带领周围的
孩子们唱歌，凯瑟琳回忆，何克常常到
山里去，他的歌声飘荡在空旷的山谷
里，在山谷中荡漾开来。在养病期间
何克接触了许多边区工作人员和当地
的大量社会组织，他进一步坚定了自
己留在中国支援中国人民的念头。

何克决定接受艾黎的邀请，前往
“工合”西北办事处工作，职位是外事宣
传秘书。他对这份工作十分满意，觉得
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曙光，他把满腔热
情都投入这份工作中，说自己终于如愿
以偿和工合“结婚”了。工合的总部在
宝鸡，工作十分灵活和自由，何克得以
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中国人，他十分
渴望可以和具备先进觉悟的知识分子
接触。他评价这是一份“可以把搞工业
和社会建设相结合”的工作。

何克的足迹遍布西北，他前往兰
州、汉中和洛阳等地的工合分校考察
当地办学情况。在兰州的工合学校，
他惊喜地发现工合兰州站办的合作社
卓有成效，在合作社的帮助下，加入合

作社的难民已经还清欠款，由难民变为
自主的人。合作社为了进一步帮助他
们，还为18位成员举办了集体婚礼，其
中男方大部分是由难民“改造”成的新成
员，女方大多是当地的姑娘。工合的成
员开始了新生活，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1940年，何克来到鲁山工合事务所，
鲁山工合事务所在重视传授劳动技能的
同时也十分注重提升社员们的文化素
质。在这里，五位来自辽宁、山东、江苏、
湖北和广东的骨干为社员编写了特制的
识字教材，组织社员们每天抽出固定时
间学习汉字。鲁山工合事务所还为女性
社员组织了妇女编织合作社，女性社员
每天开展识字、练字、读报纸、学唱革命
歌曲等活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培训，
许多原本目不识丁的妇女具备了一定的
读写能力和文化水平，能够参与工合的
会计等其他工作，何克对此感到十分欣
慰。在洛阳的工合合作社，社员们每天
在生产之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社
员们统一着装和作息，每日清晨早起在
打谷场上晨练，晚上打手球，学习新的工
人舞蹈，社员们干劲十足，如获新生。

何克主要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有时
候也会乘坐“公共汽车”——敞篷卡车。

56 和工合“结婚”

龚丽正来到京师，已是二月
上旬。他和许多千里负笈来到京
师的士子一样，本来盼望着一睹
京都繁华和士林风仪，但进京后
不免大失所望。这几年黄河屡
决，京畿永定河也年年泛滥。国
家糜银万万，银子河水般地淌满治河
官吏的私囊，治河却毫无成效。只见
京师到处是啼饥号寒的难民和衣衫褴
褛的乞丐，使这些进京士子顿生怜悯
之情。考期将近，不少客店都住满了上
京举子。他们呼朋引类，三五相偕，或
拇战豪饮，或借酒会文、联句赋诗。有
的走亲访友，想从朝廷官员那里获得奥
援，甚或有的嫖娼狎妓，出入青楼勾栏。

丽正自幼受匏伯先生教诲，律己甚
严，又素喜清静，耻于和这些人为伍，独身
一人寓居城西南法源寺。法源寺原名悯忠
寺，是唐太宗为悼念征辽死亡将士所建，雍
正年间改称此名。寺里僧众不多，虽近花
节，香客游人也少有来者，清清静静正好读
书。顺天贡院离此不远，也坐落在京师西
南一隅。这是自明至今礼闱会试的老地
方。考期将近，又是新皇登基后的第一次抡
才大典，朝廷十分重视，贡院早已整饰一新。

这贡院前有三座牌坊，巍峨壮
观。左边石坊，额曰“虞门”；
右边石坊，上书“周俊”；中间
石坊，蟠龙石雕环绕着四个
鎏金大字“天下文明”。贡院
围墙高过丈五，雉堞上栽满
了荆棘，名为“棘城”，意为贡

院重地森然难犯不容亵渎。正对着中间
石牌坊的贡院大门，便是民间俗称的“龙
门”，士子们一跃龙门，便青云直上了。
嘉庆元年丙辰科会试吉日择定上巳

之后。这科应试举子三千六百多人，规模
之大是近年少见的。当日五鼓，丽正离开
法源寺来到贡院。只见众举子提着灯笼，
挎着考篮，陆续会集到这里。贡院一时烛
光辉映，火海一般映红了半个京城。三月
的黎明，春寒料峭，士子们又焦灼又寒冷，
在夜风中瑟瑟发抖，来回踱着步子。人群
中发出沙沙之声，仿佛春蚕在咀嚼桑叶。
正当大家等得急不可耐的时候，只听贡院
燕喜堂长官一声吆喝：“开龙门了！”随着
喊声，蟠龙华表中间，两扇朱漆铜钉大门
缓缓打开。于是应考举子按照点名顺序
鱼贯入场。龙门两侧各有一座三楹小厅，
名为“仪察厅”，听上去颇为风雅，其实是
最令士子们扫颜面、丢身份、斯文扫地的
地方。不管你是一方彦俊，还是风流名

士，来到这里必须脱光衣服，赤身
裸体接受检查。一经查出夹带
违例物品，立刻逐出贡院，三年不
准应试。搜身完毕，方至公堂前，
等候进场。至公堂上，正副主考
正襟危坐，面目肃然。

16 应试举子三千六 16 越琢磨越紧张

外祖母似乎后悔多嘴，便不想
再说，见我不依不饶，只好快速地说
道：“那宪兵司令高铁桥，光说关押几
天就放人，没承想秘密把田文佐弄死
了，后来连地点都找不到……”说到
这，便止住话语去厨房准备晚饭了。
这时候，里间屋没了鼾声，家里顿时
安静下来。“我送钱也好送人也罢”？我思
索着外祖母的这句话，当然送钱是金票银
圆，那么送人呢？肯定不会糊个纸人儿送
去。那时，外祖母身边只有乳名“小黑眼
儿”和“嫚儿”的两个女儿。一个小媳妇、
一个大姑娘，她老人家会送哪个呢？难道
我爸跟我妈分居的原因，就是当年……我
这样一寻思顿时紧张起来，不敢想象外祖
母送女儿走进国民党宪兵司令家的情景。

惠生睡醒推门走出里间屋，朝我无
声地笑了。我想从他身上寻找田文佐的
影子，就定住目光看着表哥。他从衣兜
里掏出白色手绢，手绢里面包裹着褐色
小纸包，打开小纸包露出两块水果糖：
“这是那年你让我妈捎给我的，我舍不得
吃，一直保存着呢……”我瞪圆眼睛望着
这两块被惠生表哥保存至今的水果糖，
实在难以想象他家农村生活的窘迫。

惠生说现在形势好转，家里生活大
变样：“我妈特别高兴，她说再来天津就
自己花钱住旅馆去。”我想起自从妈妈
拒绝二姨再来我家，这两年她确实没有
露面：“是啊，二姨卖了那幅山水画有了
存款，她可以去北京玩儿嘛。”惠生告诉
我，那次二姨坐火车回家，被小偷掏了

包，一分钱没剩：“我妈性格稀里糊涂，家
里有啥她不知道，家里没啥她也不知道。”

外祖母听到我跟表哥说话，就招呼
我到厨房择菜。我跑进厨房看到没菜，
只有她老人家板结的面孔：“你不要跟惠
生谈论从前的事情，那时他两岁多，啥都
不知道。哪像你这个小神童，张嘴前五
百年，闭嘴后五百年，没有你不知道的掌
故！”外祖母回避从前的事情，这使我想
起自己那句名言：从前的事情就叫历
史。看来她老人家在回避历史。

惠生来到厨房，说想上街转转，外祖母
紧急叮嘱道：“你带来罐头就是了，别再上
街给你老姨买东西啦！”我送表哥走出小
院，告诉他去南市怎么走，那是二姨最喜欢
去的地方。惠生摇头笑了：“我要去兆丰路
参观，那里有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共地下党
秘密联络点，听说不用花钱买门票……”我
说不知道去兆丰路怎么走。表哥说，这种
地方你应该知道的，然后就匆匆走了。

临近傍晚时分，妈妈从南郊农场回
来，身体显得沉重。她性格刚强从不示
弱，走进家门破天荒地叹了口气：“我这
条腿阴天就不得劲儿，难怪您给我买了
拐杖。”外祖母接过女儿的帆布兜子说：
“你这是落下病根儿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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