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东北人过年节，尤其是在农村，炕
桌上少不了大鱼大肉，街衢上少不了秧
歌锣鼓。海林也不例外，正月里几乎天
天都有秧歌队巡街表演，感觉上却与我
在百里外的牡丹江看到的有所不同。
我问海林当地的朋友，海林的秧歌表演
与东北其他地区秧歌表演有什么区
别。他说，区别嘛，应该也没啥大区别，
都挺火爆，不同的是我们海林这边的秧
歌队伍步子迈得要小一点，动作比牡丹
江那边的更强调艺术性。

海林最有名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
杨子荣墓，另一处是以双峰农场、八一
滑雪场等为核心区域的雪乡。杨子荣
墓就位于海林市区，地势高耸，从海林
市区内的多数地方都能望
见。雪乡则是要去张广才岭
那个方向，不近。但我来海
林要看的却不是这两处地
方，而是海林另一处不算特
别热门但历史上的名气却要
比雪乡大得多的所在——宁
古塔。

实际上，如今海林城区的大部分区
域就是当年宁古塔将军驻地“旧街”所
在地。清朝统一中国前，其皇族远祖有
兄弟六人居于此地，满语称六为“宁
古”，单个为“塔”，因此称其地为“宁古
塔贝勒”，简称“宁古塔”，也就是“六个”
的意思。清朝统一中国后，宁古塔成为
清政府设置在盛京（沈阳）以北管辖黑
龙江、吉林及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区域的
边陲重镇。宁古塔将军驻地和治所曾
经两次迁移，三易其地，依次为宁古塔
旧城（旧街）、宁古塔新城、吉林乌喇。
1636年宁古塔将军初设，1640年后，宁
古塔将军取代奴儿干都司开始行使对
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包括库页岛的管
辖权，宁古塔旧城遂成为清政府在盛京
以北保卫东北边陲的最重要的军事和
行政中心。

除了海林旧街外，当年流放宁古
塔的流人主要聚集地都在海浪河两
岸。海浪河是松花江的主要支流，发
源于张广才岭，流经海林市所辖多个
乡镇，是宁古塔农业灌溉用水的主要
来源。其中新安镇就是当年的宁古塔
流人聚集较多的地方。我在海林市文
化馆的朋友陪同下，赶到新安镇下面
一个叫山咀子村的小村，目睹了一场

正在进行的民间秧歌表演。这看上去
是一个不大的村庄，但不管是汉族还
是朝鲜族村民，扭起秧歌的时候都十
分投入，很有美感。据说从年前开始，
不管天气有多冷，每天海浪河两岸各
村群众都会自发走出家门扭秧歌。而
在离山咀子村不远处的道边，就有一
块石头上刻有“宁古塔”三个大字。朋
友说，这一片都是二百年间宁古塔流
人生活和劳动过的地方，有“宁古塔”
碑石的地方不止这一处。海浪河两岸
的村民目前有许多习俗，包括秧歌的
表演方式，都与当年宁古塔流人在这
一带生活的影响有关。

东北秧歌最早据说起源于历史上

播种插秧的劳动生活场面，与东北古代
祭祀农神乞求丰收所唱的颂歌及表演
方式有关，并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了
农歌、戏曲、杂技、武术的技艺和表演形
式，从而从最初的演唱秧歌发展成为今
天这样一种民间载歌载舞的艺术表演
门类。据《柳边纪略》等书籍中记载，东
北秧歌与东北二人转原本是“一回事”，
并不像今天分得这样清楚。尤其是在
春节的时候，秧歌和二人转往往都是合
在一起表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许
多人好奇东北秧歌里为什么包含有许
多“南方元素”？比方说传统的东北秧
歌表演中就有白蛇、青蛇、许仙以及《西
游记》等中原甚至南方戏剧表演里才有
的故事人物？其实在来海林之前，我就
有一种认识——流放宁古塔等东北边
地的流人显然为东北的地方文化和文
艺发展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和“改
造”作用。想一想，在两百多年间，一批
又一批被清朝统治者流放东北的中原、
南方的文人（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名满
海内的大文人，正所谓“南国佳人多塞
北，中原名士半辽阳”），他们的到来，不
仅促进了东北地区经济技术的发展，而
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重塑了东北的
文化生态。

遥想当年，宁古塔可谓苦寒之所
中的“极地”——大雪困山河，百里无
人烟。且不说在此生产生活繁衍，即
便从南方一路走到宁古塔，也要历经
千难万险，单是翻越长白山和张广才
岭，就不知丢了多少流人性命。在电
视连续剧《甄嬛传》中，甄嬛的父亲便
被流放到了宁古塔，甄嬛听闻后绝望
无比，几番欲死。虽属“神剧”中情节，
但这个桥段的确不算夸张。在那个时
代，流放宁古塔差不多就是被判了极
性，貌似没被判死，却比死也强不到哪
去。因为真正能够走到宁古塔的人，
彼时都算是幸运儿了。
《宁古塔志》中记载了彼时宁古塔：

“四时皆如冬，八月雪，其常也。”在那个
没有暖气和先进御寒措施的年代，就算
是从南方来的普通人，也会因水土不服
而倒下，更别说骄奢淫逸惯了的贵胄
们、不事农桑久了的文人们。顺治十八
年（1661），被流放宁古塔的大文人吴兆
骞在《上父母书》中写道：“宁古寒苦天
下所无，自春初到四月中旬，大风如雷
鸣电激咫尺皆迷，五月至七月阴雨接
连，八月中旬即下大雪，九月初河水尽
冻。雪才到地即成坚冰，一望千里皆茫
茫白雪。”桐城方拱乾记录：“（女子）春
雨即汲，霜雪井溜如山，赤脚单衣悲号

于肩担者，不可纪，皆中华富贵家裔
也。”文人钱威也说宁古塔“塞外流人，
不啻数千”。

遥想当年，仅是顺利抵达宁古塔
的名人中就有康熙的老师陈嘉猷，江
南哭庙案被斩于市的金圣叹的妻子和
儿子金释弓（乳名断牛），收复台湾的
郑成功之父郑芝龙，桐城大家方拱乾，
吴梅村自叹不如的大文人吴兆骞，崇
祯一朝的兵部尚书张缙彦，还有海内
知名的文人姚其章、钱威、钱虞仲、钱
方叔等等。

当年的宁古塔的确系苦寒极地，
但也非人间地狱，史料中记载，流人到
宁古塔各旗，多数都分给住房、耕牛和

土地。宁古塔官吏及当地百姓比较敬
重读书人，流人在宁古塔，虽是刑余之
人，但尚且自由，从大将军到副都统、
协领、佐领等，大都与那些被流放来的
文人和贵胄结为友好，而文人们亦可
经常相聚。

作为明末清初颇具争议性的人物，
张缙彦为人有缺，作为大明的兵部尚
书，他一降李自成，二降洪承畴，后因资
助李渔刊刻作品及其他“文字狱”罪名
而被流放到宁古塔。但张缙彦本系才
子一枚，少读诗书，系崇祯四年进士，诗
词歌赋皆有造诣，尤爱南曲。流放宁古
塔，除却家人仆役以及大量图书之外，
竟还专门带来了10名自己喜爱的南曲
歌姬，是张缙彦最早将南方的戏曲表演
文化带到了宁古塔，极大地促进了与东
北地方文艺的借鉴融合发展。至宁古
塔后，张缙彦与吴兆骞、方拱乾等人“朝
夕相对，欢若一家”，诗酒唱和，过从甚
密，同游渤海国上京龙泉府遗址，张缙
彦写下了《东京》一文，史料价值极高；
张还写成了黑龙江第一部山川学与地
名学专著《宁古塔山水记》；而他的散文
集《域外集》则是黑龙江第一部散文集，
其中的《苍头街移镇记》，则是中国第一
篇论述中俄关系的作品。

方拱乾年过六旬流放宁古塔，至戍
所后，建屋三间。方拱乾用自己从江南
带来的种子在屋外种植上花果蔬菜，并
效仿明代王阳明贬居贵州龙场驿时行
事，将其居所命名为“何陋居”。“呼牛驾
短犁，辍谷且种蔬”；“荒哉饱饭六十年，
白头才知辨麦菽”；“素餐六十年，白头
乃食力”……从方拱乾在宁古塔写下的
这些诗句可看出，方拱乾俨然已从一个
不折不扣的文人变成了一个“知辨麦
菽”的农人，抑或说他的文人血液已掺
入了农人的因子，方拱乾肯定不会再是
从前的那个文人了。后来清廷要扩建
皇城，颁布流刑之人可认工赎罪。安徽
桐城的方家罄尽所有，认修了北京的前
门楼子，终使方拱乾得以赦返故里。

而大文人吴兆骞的文采则被宁古
塔官方和同去的流人们共同看重，他是
第一个在宁古塔开馆授徒的人，第一个
教的就是宁古塔第一个流人陈嘉猷（曾
做过康熙的老师）的
长子陈光召，他也是
吴兆骞最钟爱的弟
子。后来，黑龙江将
军巴海专门聘吴兆
骞为书记兼家庭教
师，教授巴海两个儿
子额生、尹生读书，

“礼遇甚重”。
1665年夏，张缙彦邀流放于宁古塔的

文人吴兆骞、姚其章、钱威、钱虞仲、钱方
叔、钱丹季等六人，发起“七子诗会”，每月
集会一次，分派题目，限定韵律，作诗唱和，
这是黑龙江有史以来首个文人诗社。张缙
彦曾撰文记录诗会情境：“岩回波绕，升高
骋目，天风飕飕，迥然有尘外之思。遂系马
披榛，烧蓬置酒，分曹竞饮。”这无疑就是文
人聚在一起采风并野餐了。文中还记录了
他们在采风时曾下套捉到一只野鸡，却未
将其“野餐”，而是被“恻然”的方拱乾暗地
在崖顶放飞了。方拱乾并当场赋诗《放雉》
两首。众文人遂将方拱乾放雉处命名为
“放雉涯”。方拱乾返还故里后曾写下《忆

雉》一诗：“笼外有天地，山梁
霜雪春。别时犹顾我，行处
未逢人。曾否故巢在，应疑
旧羽新。花根见余粒，爪印
印阶尘。”

彼时流放到宁古塔的文
人也好，官吏也罢，虽然在流
放前皆有各自立场，都有不

同身份，甚至曾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对手，但
在冰天雪地的宁古塔，在距离故乡万里之
遥的流放地，却都相处得极好。在宁古塔，
他们彼此的政治身份消失了，阶层地位弱
化了，大家虽皆为戴罪之身，但却纷纷回归
到真实的自我，倒比关内的那些“循规蹈
矩”者活得更自由，更洒脱，更加无忧无虑。

海林文化馆的朋友对我说，当年72岁
的张缙彦病逝于宁古塔自己的书斋内，宁
古塔军民自发为其送葬。张缙彦被后世称
作“张坦公”，因他给东北带来关内昆弋名
曲，对东北文艺成长颇有贡献。从前东北
一直流行一种以秧歌贺岁、拜年的形式：倘
在城里，秧歌串街则双行纵队，边舞边行，
遇有鸣鞭炮或是备茶水迎接者，则停下打
场，就地演出；若在农村，秧歌队伍进各屯
拜年都要事先联络，获准后入屯中心广场
或开阔地，慢走慢舞，旗鼓居中，除扭秧歌
外，其间还要唱二人转和小戏，然后向全屯
父老乡亲拜年。这种形式，据说最早兴盛
于流人聚集的辽阳、卜奎（齐齐哈尔）、宁古
塔一带。

正月十五那天，我在吉林朝阳镇见到
了据说连当地人也不常见的“灯官会”。东
北农村乡镇有在正月办“灯官会”的习俗，
届时由选出来的“灯官”巡灯，“灯官”带着
秧歌队伍一路查灯，谁家的灯漂亮会受到
奖励，而不挂灯者会受罚。虽是带有一定
的奖惩性质，但实际上是又一种形式的秧
歌表演，深得群众喜爱。扭秧歌的队伍从
朝阳镇的大街上舞动着走过，络绎不绝，有
行路的群众自发地进入扭秧歌的队伍，虽
然舞姿不怎么讲究，可那兴奋的劲头却溢
于言表。

到东北过大年，过的就是这么个火爆
劲儿，过的就是这么个痛快劲儿。过年，从
年前到正月，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到处
都响彻着清脆的锣鼓点，到处都扭动着舞
秧歌人的动人身影。遥想当年，吴兆骞、方
拱乾、张缙彦、钱威、金释弓等各路文人，不
知道是否也曾与当地人一起舞之蹈之？甚
至如精通音律如张缙彦者，亲自参与指导
和编排也说不定呢！我在海林的街头曾问
过一位只穿单薄衣装演出的老大爷，问他
穿得这么少冷不冷。老大爷说，只要是扭
秧歌，不管是自己扭还是瞅别人扭，心里都
是热乎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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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化妆品大致可分为“粉、黛、脂、香”四大种
类，均是家庭手工业，为达官显贵使用。随着近代沿海城
市开埠通商，外国化妆品开始进入中国。1870年进口到
上海的美国化妆品牌子林文烟，是最早进入中国的欧美化
妆品。至清末民初，化妆品和美容用品均以洋货为主，法
国、英国、美国等国化妆品牌陆续进入中国人的视野，比如
西蒙香粉蜜、夏士莲雪花膏、司丹康美发霜、巴黎素兰霜、
力士香皂、李施德林牙膏等，均是畅销产品。

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为民族工业的发展进一步扫清
障碍。列强忙于一战无暇东顾，全国“抵制日货，提倡国
货”“实业救国”的社会思潮日益强烈，加之女性解放和
生活方式的改变，以及外国化妆品的大量进入及其广告
的推广，助推了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实业发展的“短暂的
春天”。在此背景下，天津的化妆品业也开始萌芽。据
《申报》刊载的《化妆品之制造与消耗》一文对化妆品的
定义，当时的化妆品可分为毛发剂、皮肤剂、口齿剂、香
料剂四大品类，牙膏、漱口水、花露水均包括在内（香皂
不包括在内），其中最早兴起、使用最多的是牙粉。

1915年12月，王聘卿在天后宫前创立三玉成牙粉工
厂，与同年创立的芝兰香牙粉香水工厂，是天津最早的
民族化妆品工厂。据刘谷候在1929年《社会月刊（天
津）》刊载的《天津之化妆品工业》统计，1928年天津生
产化妆品的厂家主要有丽华社、同兴实业工厂、中国实
业西亚工厂、义生工厂、松茂工厂、天津造胰公司等几
家，主要生产牙粉、雪花膏、生发水、花露水、头油等低端
产品，而高端产品如香粉、香水等仍然依靠进口。

天津生产牙膏约在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久大精
盐公司搜罗世界各地牙膏生产工艺，并请其下属的黄海
化学工业社进行分析，结合国人喜好和卫生习惯，配制
成海王牙膏。1936年同昌行牙粉厂试制牙膏取得成功，
开始生产“火车头牌”牙膏。此外，中国实业社的三星牙
膏、美国花旗牙膏、日本仁丹牙膏亦均在津销售。但总
体来讲，由于牙膏需要在牙粉基础上添加甘油、薄荷油
等辅料，软管包装技术也更为复杂，且其价格约占市售2角的牙膏价格一半以上，因
此，虽然牙膏在使用便利性、洁齿效果等方面更优，但市场上仍以牙粉为主。

由于民国时期的牙粉所用原料、辅料、包装等基本依赖外国进口，且多数为家庭
式工业，雇佣工人数量也较少，因此化妆品的销售主要依靠各类百货商店和洋货批发
庄经销，例如20世纪20年代的元隆号绸缎庄，兼营服饰、化妆品、旅行用品和日用
品。而在销售过程中，也多是采用先销售、后向厂家支付货款的“赊销”方式。此外，
除了专业的化妆品厂商外，药房在兼卖化妆品的同时，也对化妆品进行研制和生产，
例如上海中西大药房就生产不少品类的化妆品。

至20世纪30年代，天津很多厂家都已生产技术更为复杂、品质更加优良的化妆
品，雪花膏、花露水、香水，以及多种毛发用品均有生产。根据1931年《天津志略》和
1934年《国货年刊》统计，丽群化学工艺社生产丽容牌香水、花露水、毛发用品等10多
个品类；香港广生行天津分公司生产双妹牌香水、花露水、雪花膏等20多个品类和规
格的化妆品；位于估衣街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的三星牌化妆品拥有16个品类和规
格；位于天津锅店街的范永和，旗下生产的环童牌化妆品有20多个不同规格品类的
粉类和面霜。此外，松茂合记的兰芳牌粉类产品、上海家庭工业社天津分部生产无敌
牌20多个品类的化妆品、兴隆化妆社的“三叶”牌、位于法租界的上海先施“虎牌”40
个品类和规格的化妆品均有市售。特别是天津造胰公司生产的皂类、扑粉、牙粉、雪
花膏等产品，“驰誉平津……亦颇能与舶来品争衡”。当时天津生产的化妆品，远销至
东北、西北地区及津浦线等铁路沿线市镇。

与此同时，随着20世纪30年代日本入侵华北加深，日资牙粉如狮子牌、小燕牌牙
粉亦随之大量进入华北，以小林洋行为首的日商在中国设厂，凭借廉价原料，产品广
为畅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受原料限制和战争影响，日化用品被极大压缩，
化妆品业几近停顿，来自日本的进口化妆品主要为日侨所用。天津解放后，以牙粉业
为代表的化妆品业开始较快发展，火车头牌、金鸡牌、非洲牌、牛牌等几个品牌的牙粉
工厂均具有相当规模，加之外省市的各类产品，总计约20多个品牌同时销售。

总体来讲，民国时期天津化妆品业已有较大进步，但在技术水平、经营模式、产品种
类等方面，相比外国化妆品业及上海的化妆品业，仍旧较为落后，生产材料除了“石膏、滑
石、铅粉及少数薄荷冰、薄荷油为国产而外，其余均为日本、德国、美国所产”。外国商品
依靠开港城市较低的进口税、较大规模的广告宣传以及当时国内的崇洋、崇奢风气，无论
是生产技术抑或销量，均在中国的化妆品市场上占据领先地位。尤其是日本侵华时的化
妆品消费，甚至引发一些社会人士的担忧。“男女日用之品种虽多，而以牙粉及化妆品之
漏卮为尤巨，近世社会日趋华侈。举从前所谓青盐、石膏、宫粉、梳头油等国产，率皆诋为
陋劣，屏而远之，于是舶来品翻新出奇，逐加充塞，金钱消耗，日习相忘，浩浑无垠，可胜痛
惜。”1941年《中国经济评论》刊载《化妆品进口数字惊人》一文说道：“我国摩登仕女，雅好
修饰，致每年外来化妆奢侈品，其数大堪惊人。”因此，如何引导国人使用国货化妆品，以
及是否将化妆品列入奢侈品征税，亦成为颇为争议的问题。1948年的一篇报道显示，当
时化妆品业的税务仍然繁重，至少在当时的条件下，国产化妆品业仍无力与洋货竞争。

化妆品业的发展大大改变了很多居民的生活习惯和卫生健康意识。例如中国古
代就使用盐水漱口，用草药制作牙粉和药物牙膏，“因着时代的进展，旧法的洁齿剂大
多日渐没落淘汰了，试看今日的都市里，能有多少人还在照着旧式的用食盐或乌鲗
（同乌贼——作者注）骨粉来刷牙？”每日刷牙已成为习惯，而美容、化妆日渐成为都市
女性“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较浓艳的化妆，在以前认为不正当的，现在却以为必需
的了”。介绍化妆品生产和使用方法的文章也常见诸报端。她们的妆容、发型及服
饰，代表了当时中国城市女性的新风尚和新潮流，呈现出新式女性的一些特征，某种
程度上也显示出对于女性进入社会和女性参与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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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黎学校的孩子们冲进屋子，
用何克曾经教过他们的抢救溺水者
的方法来抢救他，但于事无补。孩
子们这才意识到他们永远失去了自
己最熟悉的伙伴，此时做什么都是
回天乏力，他们不禁失声大哭。

培黎学校的孩子们把写有自己
名字的校旗放入棺木中，围着坟墓最后
一次为何克唱起了校歌，接着孩子们三
鞠躬，默哀一分钟，一同坚立了墓碑。何
克的墓地就在学校南门，1987年艾黎去
世后，他的骨灰撒在山丹，在何克墓碑旁
边坚立了新的墓碑，何克陵园由此改名
为“艾黎与何克陵园”。

在何克去世后，全校都投入纪念何
克的运动中去。艾黎命人把何克的遗
体抬到城外，在河边筑起一块新墓碑。
在新墓碑附近，艾黎带领学生建立了新
的毛纺厂、造纸厂、玻璃和瓷器车间，对
于热爱劳动的何克来说，这是对他最好
的纪念。孩子们在他墓碑附近修建了
凉亭，建了新的篮球架。每年何克离世
的这一天成了培黎学校的“节日”，孩子
们相约来到河边游泳、在凉亭里下象棋、
在他的墓碑附近打篮球，学生们选择继
续开展何克生前常常带领他们完成的
活动，以这种独特的方式来纪念他。即
使他去世了，也仿佛他从未离去，他的
精神和思想还在继续鼓舞和支撑着培
黎学校的师生们。

范文海是何克曾经的学生，在回忆
这位恩师时，他写道：“当我回忆起乔治·

何克的生平时，我更钦佩他的国际主义精
神。他能看到他周围需要他做什么，懂得
爱什么和恨什么。很自然，乔治知道如何
与普通人民一起工作，丝毫不以恩人自居
或觉得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他对所有和
他共事的人都很热情友好。从一九四五年
他去世到一九四九年解放的那几年里，他
好像仍在我们中间鼓舞我们去战胜困难。”

范文海还回忆起何克生前的一些趣
事。何克有一副浑厚的嗓子，他的声音非
常悦耳动听，他在周六的娱乐会上唱歌时，
总能吸引许多孩子侧耳倾听。每当一曲终
结，孩子们总是缠着他说：“何克，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他也总是笑吟吟地满足学生的
要求，在自己唱完后教学生们唱这些革命
歌曲。

他对收集红色革命歌曲充满了热情，
常常不知疲倦地把收集来的各类红色歌曲
记在随身携带的小本子上，这些本子早已
不知道换了多少本了。学校里的丁齐生老
师常常帮助何克学习新歌，他唱起歌来总
是那么动人，他将自己的满腔感情融入歌
中，唱出了歌曲的灵魂。

何克用中文写过一首歌，歌词唱道：
“我们在山丹获得新生，我们要坚持在这
里，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

63以独特的方式纪念他

听着丈夫的讲述，妻子心中不
由对王聪儿产生了几分敬佩之情，
脱口说道：“这王聪儿也真了得，如
果不是误入歧途，比宋之梁红玉、明
之秦良玉也毫不逊色！”她接着又问
丈夫，“难道朝廷就没有一个知兵大
员？那么多统兵大将连一个妇道人家也
不如？”
龚丽正叹口气道：“和中堂把持朝中，

统兵大将不是昏庸无能之辈，就是和珅
私人。加上互不统协，各怀私心，怎能克
敌制胜？朝廷初任永保，无功而罢；继任
惠令，屡遭诘责；代之以宜绵也屡次指挥
失宜。河南巡抚景安本是和珅的族孙，
接到惠令的檄文，让他驰援襄阳，他率兵
五千，到了南阳就不再向前。观兵河上，
纵兵抢掠百姓，自己日日饮酒狎妓。齐
王氏分兵三路，自己居中，姚之富在左，
王廷召在右，过南阳北进，吓得他连忙避
匿城中，紧闭城门，直到白莲教离城百里，
才敢开城。像这样畏敌如虎，怎会不贻
误战机？”“那么，这次是怎样擒斩姚之富
和齐王氏的？”妻子又问丈夫道。
龚丽正说：“这次多亏了四川东乡罗

思举、桂涵两个人。据说这两个人原是
江洋飞贼，蹿房越脊，如履平地。听说朝
廷悬赏购求王聪儿的首级，就
前来德楞泰军中投效，自告奋
勇，前去刺杀王聪儿。齐王氏
被官军堵截在郧西山中，夜晚
住宿在一座破寺里。罗思举和
桂涵夜半从屋顶潜入她的住

室，虽未能将她杀死，却把她砍成重伤。接
着德楞泰、明亮大军把那座寺院团团围困
起来。姚之富拼死保护王聪儿突出重围，
败走山中。官军尾随追来，他们走投无路，
最后跳下悬崖。万丈深谷哪有不摔死的？
后来官军找到尸体割了首级。捷报上说是
‘擒斩’，吹嘘罢了。”

“白莲教真的被剿灭净尽了吗？”妻子
不知是为白莲教的徒众担心，还是对朝廷
的捷报怀疑。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数万之众，哪能

真的剿灭干净呢？何况根本问题并没有解
决，恐怕‘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啊！”丈
夫不无忧虑地感叹道。
“什么是根本问题？”妻子不解地问丈

夫。“不均。”丈夫望着妻子困惑的神色，接
着说，“不患寡而患不均。如今兼并之家一
人居百人之屋，一户占百户之田，骡马成群，
金银满库；贫寒人家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如果有人能让他们

吃饱穿暖，有田耕种，他们能不跟
着揭竿而起、赢粮而影从吗？”妻
子点了点头，又接着问丈夫：“皇
上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大臣们
难道不明白这个道理？为什么不
抑止兼并，改变不均呢？”

23 不患寡而患不均 23 梦是真是假

那女大学生身穿阴丹士林蓝大
褂，外面套着月白色上衣，全身装束
朴素大方，她下车后告诉洋车夫，不
超过半点钟就会出来。洋车夫点头
表示可以等待。那女大学生便只身
走进了那扇座黑漆大门里。夜色里，
我低空盘旋着，看到洋车夫是一副
弯眉细眼紫色脸膛，在接连不断地抽着
烟卷……半夜里，我终于从梦中醒来了，
想起梦里并没看到女大学生走出那扇黑
漆大门，那辆洋车也不见了。我失望地
哭起来，之后想起苏联小说里那句话：“有
时历史老人也会流淌新鲜的泪水。”我不
是历史老人，我的泪水来自我不曾经历
的时光。转眼到了18岁。那年初夏时
节，突然传来本市工矿企业招工的消息，
说将有大半应届初中毕业生留城，从而
避免插队落户的命运。我迅速回到家告
诉外祖母，她老人家听了毫不兴奋，反而
口气冰冷地说：“你妈妈身背历史污点，
我估摸人家工矿企业也不会选你的，还
是趁早做好插队落户的准备吧。”

我认清自己的处境，当然不会抱怨自
己的母亲，可是我想知道事情的原委。外
祖母深谙世故，看透我的心思，故意提示
我说：“你师傅刘乙己是刘伯温转世，有啥
事儿你去问问他吧。”我诚恳地告诉她老
人家，那天没有听完高铁桥回忆录，后来
几次询问刘乙己，他都说那册江西文史资
料被我爸借走了，好像故意不让我得知更
详细情况。“你呀你呀！有事儿求我的时
候，你就变成小孩子，没事了你就是大小

伙子，你就这样跟我变来变去吧。”
外祖母说得真对。我想探清事情原委

时就像个小孩子，无形中促使大人放松戒
备心理，不经意间就把实话说出来了。我
承认自己有了心机，渐渐具备跟外祖母斗
智斗勇的本领。于是，我当场使出“激将
法”，向外祖母讲了我凌空飞翔的梦境，说
那次紫色脸膛的洋车夫等到天色大亮，也
没见女大学生走出宪兵司令官邸。

外祖母抑制不住惊诧说：“小子！你真
的做了这样的梦？不会是从破烂儿资料里
看到的吧？”我指着自己鼻尖做出保证，说
梦里洋车夫称呼女大学生“柯小姐”，显得
特别尊重。外祖母抬头望着窗外小院：“那
时滦城真有个紫色脸膛的洋车夫，不过那
种人抽不起烟卷的，拉洋车的都抽旱烟袋，
他们穷啊。”说罢，转回目光望着我，“所以
说你那梦是假的！”

我说希望梦境是假的，那样妈妈就不
会永久下放南郊农场劳动了。
“你长大成人应该懂得道理，当初我想

尽办法搭救田文佐，就是想保住你二姨的
富裕生活！她过好日子我也沾光啊。”外祖
母表情严肃起来，“你整天跟刘乙己讨教，
他嘴里说的全是旧书里看来的，我嘴里说
的，可都是亲身经历的，你相信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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