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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评书中，《聊斋志
异》是很独特的一部书。它不
同于《三国演义》等讲史类评书
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也不同
于《三侠五义》等侠义类评书的
江湖风云、英雄肝胆。评书《聊
斋志异》中的篇目很多是反映
市井百态的作品，大部分情节都是
较为生活化的。像《聊斋志异》这
样的作品，改编成评书，表演难度
无疑是相当大的。然而从清末至
今的百余年里，以演说《聊斋志异》
闻名书坛的演员依然层出不穷，从
早期的张智兰，到后来的陈士和、
赵英颇，再到现代的刘健英、张健
声、刘立福、张立川、杨立恒、齐信
英等人，这些人都有各自的传承与
改革创新。
为什么情节没有较大起伏的

《聊斋志异》经过评书演员的讲述
就变得生动有趣，扣人心弦？在这
其中也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探
索。最初的说书人（如张智兰等
人）也是依照原文，用白话来解说
《聊斋志异》的内容，观众范围较为
有限。后来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说

书人，结合自身条件，将丰富的阅历、
渊博的见识，再配合精彩的动作表
演，把这些技巧都融入评书的演绎之
中，这无疑扩大了《聊斋志异》的可听
性和知识容量。这种“以故事为经，以
杂学为纬”的演出模式，起源于陈士
和，后来被众多名家所效法，取得了良
好的艺术效果。经过一代又一代说书
人的不断丰富，评书《聊斋志异》形成
了一套较为完整的表演模式，获得了
内外行的认可，能够适应社会各阶层
观众的审美需求，使得这部古典名著
在书坛历经百年而传承不衰。
提到评书《聊斋志异》，自然要说

到陈士和。他从青年时代便拜张智
兰为师，学说《聊斋志异》。后来用其
毕生的经历使这部书升华到一个全
新的高度。他从原著四百多篇小说
中，遴选出五十多段书目。经过四十

余年的不断丰富，把这些篇目打
磨成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现
代评书《聊斋志异》的表演方法
也是由他确立完善的。在他的
带动下，演说《聊斋志异》逐渐成
为评书界的潮流，很多说书人都
吸收了陈士和的艺术营养。他

同时也培养了很多传人。他们不断改
进演出技巧，为的是能够更好地适应
新时代的观众。另外，有的说书人也
受到启发，将很多与《聊斋志异》同类
型的短篇小说集（如《夜雨秋灯录》等）
中的内容搬上曲艺舞台，进一步扩大
了评书的题材，为后人拓宽了艺术道
路，由此也可见陈士和的艺术体系的
极大影响力。
通过评书《聊斋志异》这百余年来

的传播和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在旧时
代，说书人通过自己的艺术加工让一
些古典小说变得通俗易懂，从而也使
更多的社会大众了解了这些文学名
著。在今天，新时代的小说是否也可以
通过评书演绎改编的手法来拉近和受众
的距离，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呢？我想
上面所概括的评书《聊斋志异》的发展
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参考的。

（一）

1981年8月，孙犁为姜德明所藏的《津门
小集》写了一篇题记，谈到他进城初期在天
津郊区一带采访的情况：“回忆写作此书时，
我每日早起，从多伦道坐公共汽车至灰堆，然
后从灰堆一小茶摊旁，雇一辆‘二等’，至津郊
白塘口一带访问。晚间归来，在大院后一小屋
内，写这些文章，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明日
即见于《天津日报》矣。盖此初进城，尚能鼓老
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后则
逐渐衰竭矣。”（见《孙犁文集·续编》第三卷）
天津是在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孙

犁当日便与《冀中导报》的同事们一起，从河
北胜芳镇出发，进入新生的城市参与创办《天
津日报》。他回忆说，别人都是坐汽车进城
的，唯独他和方纪两人非要骑自行车进城不
可——这两位作家兼记者是要实地观看一下
沿途的实景，切身感受一下天津这座北方大
城市的风物和风情。彼时，硝烟尚未散去，城
市刚刚苏醒，一切都将重新起步，新生活将在
这里铺展开来。可以想见，孙犁当时的心情
是激情豪迈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从那一刻开始，孙犁便开始了一项坚持
数年的采写工程：主动深入到天津的工厂和
乡村，捕捉鲜活的素材，感受城市的脉动，以
敏锐的新闻眼发现这座城市的新事物、新气
象、新变化，并迅速披露于报端。前面所引
述的那段文字，正是孙犁先生对那时“鼓老
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的
记者生涯的“夫子自道”。
孙犁当时在《天津日报》的实职是副刊

科副科长，后被戏称为“报社二副”。他的本
职工作本是编辑副刊。但是，从战争年代一
路走来，孙犁一直是以笔为枪，身兼二任：在
家是编辑，出门为记者。而长期的办报生
涯，更锤炼出其独特的新闻敏感和记者目
光，这使他在进城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里，不愿蹲守办公室，宁愿奔波于城市的大
街小巷，进出于工厂车间、郊区乡镇，去采访
那些平凡的、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这段时间
大约持续了五六年，直至1956年他生了一场
大病，才使这一工程戛然而止。
对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孙犁先生也有清

晰明确的自我定位，那就是“我当记者”——
在一篇忆旧文章中，他写道：“进城以后，我当
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见《孙犁
文集·续编》第三卷《风烛庵杂记》）
这些采写所得，就收录在这本薄薄的《津

门小集》中。这些文字以往常被文艺界的朋
友们视为一般的散文随笔；而今，我们从新闻
的角度重读之，则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一卷
新闻记者的采访札记，以新闻专业的文体分
类法细分之，可谓是一组典型的“渐变式的新
闻特写”——以这一新视角重新研读和阐释
孙犁先生的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一片新天。

（二）

应当说，最早关注《津门小集》，并对其
进行初步定位的，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黄秋
耘。早在1962年，他就在一篇题为《情景交
融的风俗画》的文章中写道：“我听说这本小
册子是作家在 1949—1956年间，对天津市

工人和郊区农民的劳动、生活、爱情和斗
争……的零星记载，主要是将所闻所见，疾
书为文，夹叙夹议。这些篇章甚至就是采访
日记，并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见《孙犁
研究文集》）在这里，黄秋耘将这批作品称为
“采访日记”，可谓知人之论。

接着，黄秋耘对孙犁的这些文章做了进
一步的论述：“逐篇读下去，在我的眼前仿佛
展开了一幅幅色彩宜人、意境隽永的‘斗方白
描’。有的是风景画，但更多的是风俗画。
他们成功地把这个北方大城市的风景线和
人民新生活的诗意的美融合在一起，既有小
品文的纤丽韵致，又有诗歌的抒情色彩。而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每一篇都洋溢着作
者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歌颂，对劳动人民的温
厚真挚的感情。怎能说这些速写仅仅是素材，
而不是艺术品呢？”
黄的分析当然是站在纯文学的角度，即

便是他对某些观点的纠正，也是以文学为立
足点而言之。譬如，他不认为“这些速写仅
仅是素材”，恰好说明在当时的文学界，可能
普遍认为这类文章“仅仅是素材”，并非成

品。然而今天，当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矫正
研读的视角时，我们可以说，这些文章无疑
都是精彩的采访札记（或曰记者手记），就新
闻诸要素而言，是十分完整且出彩的。
在此，我们不妨岔开话题，先来引述一

些新闻观念，以为立论之基——我是上世纪
70年代末“入行”天津报界的，当时的新闻定义
还在沿用陆定一先生的那句名言：“新闻是新
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及至80年代中期，一些
新闻学者根据国外的新闻传播学的新理论，并
总结国内的新闻实践，对原有的新闻定义进行
了一次重要修正，改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变
化的报道”。一词之易，蹊径别开——“事实”
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事件性的，包括突发新闻、
政治新闻、社会新闻、文体新闻，等等，皆可包
罗在内。但是，事件往往是在完结后才能呈
现，有头有尾，来龙去脉，首尾完整，脉络清楚，
方为事实。而在现实中，很多事件并非一蹴而
就，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结，更多的是逐渐发
展，由渐变到质变，最后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事
件，也有些根本就形不成事件，只是一种变化
而已。因此，新的新闻定义适应了这一业态实
况，将“事实”改为“变化”。而变化中的事实，既
有突变，也有渐变。突变易于发现，而渐变则
不易发现，往往需要一双异常敏锐的慧眼。
回顾我的新闻生涯，高峰期无疑是在上

世纪80年代。因而，我对这一新闻观念是高
度认同的，也一直秉持这种观念来评判新闻
作品。以此为基点，重新定义孙犁先生的这
一组采访札记，无疑是属于典型的“渐变式的
新闻特写”——天津解放是一次巨大的“突
变”，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不啻是天翻地覆，换
了人间，这是此后一切变化的基础和前提。
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变化，有的单摆浮搁，
显而易见；更多的却潜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
面面，包括大众心态、城市景观、经济活动、人
际交往……都在城乡之间渐次铺展开来。这
些新变化，依照彼时的流行说法，皆可称为新
生活、新气象、新面貌、新观念，并非如一场战

斗一项工程一件大事那样，是直
观的，一目了然。相反，这些变化
是隐形的渐进的无声无息潜移
默化的。这就需要更加敏锐更
加精细更加独到的新闻眼光，
去发现、去开掘、去撷取——而
孙犁先生当时所做的恰恰是这

样的采写工程，非新闻高手则不能办也！
当然，光有新闻敏感还不够，还要兼有文

学素养和艺术表现能力，而这些刚好都是孙犁
的强项。于是，一篇篇清新生动又亲切朴实的
短文，就这样从他的笔下流出并迅速见诸报
端了——
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人只被驱赶着干活儿，谁

会教你认字学文化？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工人当
家做主了。当家做主哪能不识字还当睁眼瞎
呢？这个变化被孙犁捕捉到了——“解放带给
工人的种种新生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学
习以接连的热潮展开了，把新的意识带到生
活的最深处。”（见《孙犁文集》第三卷《学习》）
以前，工人在工厂干活儿，是给资本家卖

命。而今，所有生产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建设也
是为了自己，节约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
工人们自觉的行动。孙犁敏锐地捕捉到这样
一个细节——“一个乡下的丈母娘，来到在中
纺当工人的女婿家里，夜晚帮女儿给小外甥
缝衣服，掉了一条线，就绕世界寻找起来。她
说：‘我们在乡下，哪里讨换这样一条洋线，丢
了多么叫人心疼！’感动了女婿和女儿，进到
工厂更知道爱惜公家的财物。”（见《节约》）
以前都是包办婚姻，青年工人们哪里想

过自由恋爱？而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人
宿舍里，这样的小景却已司空见惯——“中
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睡醒了，他从房间轻
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
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
电话：‘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
吗？好好，没事没事！’就赶紧把耳机放下
了。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
‘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搅
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讲完这个故事，孙犁以夹叙夹议的笔法

写道：“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
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
伴。”真是要言不烦，画龙点睛。（见《宿舍》）
小刘庄是工人聚集区，与城市中心区相比，

这里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少有记者光顾。而
孙犁却悄悄走进了这些寻常巷陌，探访此处的
新变化——“因为待遇的实际提高，使小刘庄大
街面粉的销路增加起来，无谓的奢侈品减少了，
合作社增加了朴素实用的货物。在拐角的地
方，还有一个鲜花摊，陈列着盆栽的海莲、月季、
十样锦，是卖给在职工宿舍住宿的工人的。”这
里记下的是市场的变化。接着孙犁“目击”了
街头的实况：“小刘庄正在修整街道和那些残
破的房子，在边沿上，在清除那些野葬和浮厝，
疏通那些秽水沟。这里的环境卫生还要努力
改善。在摆渡口有一个落子馆儿，几个女孩子
站在台上唱，台下有几排板凳，但因为唱的还
是旧调，听的人很少。在街中心，有一个中年
妇女出租小人书，内容新旧参半，只是数量很
少。小刘庄应该有一家通俗书店，应该有一个
完备的文化馆，工厂的文化娱乐，应该更密切
地和工人家属教育结合起来。”（见《小刘庄》）
在孙犁的笔下，一个街区在新旧转换之际

的真实图景，被摄录在简要的文字中。一个街区
是这样，一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一
斑，可窥全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这种新旧比
较的，不唯孙犁一人。很多从老区进入城市的人
们，很多获得新生的工人和农民，很多在旧社会饱
尝辛酸的市民大众，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持续进行
类似的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比较中，
他们由衷地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芬芳
啊！凡是有劳动着的人群的地方，都有着幸福
和欢笑哩。”这段话，引自黄秋耘的《情景交融的
风俗画》。黄秋耘进而坦承，孙犁的这些文章
“唤起我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在这一段期间，
我也是抱着同样的欣悦心情来看待生活的”。
黄秋耘与孙犁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都

是年轻时参加革命，都是干新闻出身，也都是
进城干部……他能看出孙犁这组文章中具有
“采访日记”般的新闻特性，他也能理解并赞
赏孙犁对新旧社会转换中的种种细微变化的
摄取和描摹，他因此而被孙犁视为最早的
“知音”，良有以也！

玻璃，在我国历史上又被称为琉璃或者料器，直到19
世纪中叶，还被视同金银珠宝一般的贵重物品，通常只有
皇室或者权贵富户才会拥有。晚清特别是清末民初以后，
随着西方玻璃制品的输入，建筑用玻璃、玻璃灯罩、玻璃玩
具以及玻璃制的酒瓶、汽水瓶、化妆品瓶、药瓶、糖罐等开
始渐渐“飞入寻常百姓家”，进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
方面面。面对着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发展民族经济、提
倡国货等因素的促动下，中国的玻璃工业逐渐发展起来。
近代，天津的玻璃制造业在国内具有较为重要的地

位，被誉为与山东博山齐名的“华北最著名之玻璃制造中
心”。天津的玻璃工业兴起于20世纪初。同其他地方不同
的是，天津的玻璃厂多称为“料器厂”。1902年，在津日本商
人建立了茂泰洋行硝子厂，这是天津的第一家玻璃制造
厂。1907年，由中国人开办的第一家玻璃厂，即天津机器玻
璃厂，在官方资助下由直隶工艺总局会办赵尔萃创办成
功。第二年，日资企业永信料器厂成立。上述工厂为天津
培养了很多具有玻璃制造技术的人才。此后，天津玻璃制
造工业开始加快发展，玻璃厂越来越多。
截至1923年，仅本地商人开办的玻璃厂就有大兴、中

利、北洋、明晶、晋丰、旭升等12家。不过这些工厂因资本
或经营不善等原因，后来多倒闭或停业重组。20世纪30
年代中期，天津规模较大的玻璃厂有旭升、长发顺、中华
魁、义和、克明、北方、天然、华盛、同利成等13家，此外还
存在着不少资本薄弱、手工业作坊性质的小玻璃厂。1941
年，天津料器工业同业公会在册会员共有26家，同时期还
有永信料器厂、渡边硝子厂和馥义料器工厂3家日资玻璃
厂。到天津解放前夕，玻璃厂数量减至十七八家。
总体来看，天津的玻璃厂大多数规模都不大，目前已

知资本额超过万元的仅有大兴料器有限公司、明晶玻璃
公司和长发顺料器厂，分别为1万元、2.5万元和10万
元。其他规模较大者如旭升、中华魁等资本多为数千
元。各玻璃厂的全年流水，较大者约七八万元，较小者不
过一万元上下。上述玻璃厂普遍设有动力装置和坩埚等
设备，职工人数少则二三十人，多则五六十人。旭昇料器
厂规模最大时有坩埚12个，雇工人数多达150人。20世纪
30年代中期，旭升、长发顺、中华魁、义和、克明、北方、天然
7家玻璃厂，职工总人数达到了380余人。分别是技师97
人，伙友65人，烧炉工40人，杂役25人，童工153人。这其
中，烧炉工尤为重要，必须知道火候，能够辨别罐中溶液色
彩，才能胜任。这类工人，每厂须4到6人。而资本更为薄
弱的小玻璃厂，则“以极微之资与简单之方法，雇用三、二
名工人，收用数个学徒，即支撑起来，实行‘穷干、强干、硬

干、苦干’，制造一般普通料器及儿童玩具等”。天津日资
玻璃厂的资本普遍较为雄厚，据记载，茂泰、永信和馥义3
个日资企业的资本额均超过1.5万元，规模最大的馥义料
器工厂的资本额达到了10万元（也有记载是5万元）。
从空间分布来看，本地商人兴办的玻璃厂主要集中在

北营门外和南市一带靠近铁路或者沿河地区，目的是便于
原材料和货物的起卸和运输。另外，一些吹制化妆品瓶与
琉璃玩具的小玻璃厂散落在西头、西广开一带。各玻璃厂
因资金等因素常常时开时停，而每年的七八九三个月，由
于天气炎热，行业习惯是普遍停工休息。
天津玻璃工业的原料主要有石英粉、砂子、纯碱、火硝、

萤石、角石、氧化锰、旧破碎玻璃等数种。除少部分从日本
购买外，多数购自国内。在天津本地购买的原料和设备分
别是火硝、碱、碎玻璃和坩埚。其中火硝购自天津硝磺局，
碱买自永利碱厂，破碎玻璃多在本地收购，或派商贩到附近
各地收购。坩埚，则由天津窑业公司和炳华窑业公司提供。
天津玻璃产品的种类几乎应有尽有，“大概除了平面

玻璃，及极精致之化学用具不能够制造外，其余的凡属于
玻璃器皿范围以内的，差不多都可以有方法制造出来”。
大兴、北洋和明晶玻璃公司都尝试制作过平板玻璃，可惜
不久之后都停业了。总体来看，天津的玻璃制品大体可
分为五大类：一是瓶类，包括药水瓶、化妆品瓶、墨汁瓶、
汽水瓶、酒瓶等；二是盒类，包括肥皂盒、糨糊盒及各种玻
璃盒等；三是罐类，包括糖罐、药罐等；四是罩类，包括钟
罩、保险灯罩、洋油灯罩、煤气灯罩、电灯罩等；五是杯盘
类，包括玻璃杯及各种盘碟等。各厂出品，以瓶、罩类为
最多，约占60%；杯、盘类次之，约占30%。不过，产品质
量总体不是很高，“多属粗品”。如天津明星等大汽水厂，
就因本地出品的汽水瓶质量粗糙，易碎裂，再加上售价较
日货高，且出产数量少供不应求等缘故，弃本地货不用而
选用日本进口的汽水瓶。
天津的各种玻璃制品大部分在本地销售，少部分销往

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甘肃等地。一些小工厂，专制粗笨
劣品或玩具等，在本地找不到主顾，就自己雇小贩，到穷乡
僻壤处一面廉价收购破碎玻璃，一面推销货物。
提到天津的玻璃工业，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有限

公司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1922年注册成立的耀华
玻璃公司，是中国乃至远东第一家采用机器生产平板玻
璃的企业，被誉为“中国玻璃工业的摇篮”。耀华的总资
本累积达250万元，是在开滦矿务局的支持和动议之下，
启用滦州矿务公司的新事业发展基金，由周学熙发起创
办。虽然工厂位于秦皇岛，但耀华的董事会和总事务所
都设在天津，注册、更换营业执照等一应事务均通过天津
主管官署进行，销售业务也多在天津展开。因此，当时媒
体和社会上常直接称其为“天津耀华机器制造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天津相关部门在提到
该公司时，也往往直接称“本市
耀华玻璃厂”。耀华玻璃公司的
存在，大大提高了天津玻璃制造
业的知名度。

“渐变式新闻特写”（上）
——重读孙犁的《津门小集》

侯 军

天津工业史话（十八）

近代天津的玻璃制造业
成淑君

由评书《聊斋志异》
想到的
夏仲奇

开庭之后，很多律师的第一个
动作是把缠在脖子上的领带解开，
然后开始收拾桌子上的文件——
电影上是这么演的，真实情况也往
往如此。解开领带，是一种自我
放松，律师如释重负。其实对于
一个全情投入的律师来说，每一个案
件的开庭都是如此。庭审也是个遗憾
的艺术，从纯粹技术的层面，是不是表
达得很好，声音是高了还是低了，姿态
仪表是不是得体？从专业的把握来
看，是不是很好地领会了审判员的意
图，在哪个方面所做的还有所不足，提
交的证据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明效力？
类似种种，都会在律师的脑海里复
盘。不管开庭前准备得如何精密，在开
庭之后，律师总会发现有所疏漏，也许
是真的疏漏，也许就是完美主义。律师
开庭虽然结果是别人的，过程真的是自
己的，庭审过程是律师的作品，这是要
对自己负责的。

开庭之后，可能会有一种“可算结
束了”的长舒一口气的感觉，尤其开庭的
感受如果不错，甚至会有自满滋生。至
少，一个案件的代理工作告一段落。但
把优势化为胜势是很重要的，对于一个
案件最终获得胜诉的结果，还有很多事
情要做。颇有些过去民间谈起盖房子
时候所说的“房子上盖儿，活儿完了一半
儿”的感觉。之后马上要归纳、总结、补
充，根据开庭情况，重新安排工作。

律师发表代理意见，审判员可能沉

思，也可能频频点头，赞赏律师的才华不等
于能采纳律师的意见。法庭其实不是律师
秀才华的地方，律师要的也是结果，因为是
替人家在要。有的律师觉得审判员对自己
并不友好，但获得了胜诉的判决。案件是
否有一个好的结果，不能跟着感觉走。

一个律师是不是有一定水平，举手投
足，一个回合过来，审判员就知道一二。同
理，一个优秀审判员在法庭之上简直是指
挥千军万马，如果张弛有度，律师也会暗
暗叫好，也有的审判员做得不够好，律师
心里也会有一杆秤。在开庭之后，律师要
为审判员能写出一篇好的判决书而做协
助工作，为审判员服务，其实也是为自
己。把完善好的代理词尽早提交给审判
员，有的还会根据庭审的新情况重新写代
理词。还有其他标注清楚爽朗的文件，比
如相近的判例，适用的法律法规汇编。交
给审判员书面材料，如果可以再附上电子
版本，这样审判员采用起来就方便了。总
之律师要清楚自己不是要和审判员对抗，
永远想着服务别人，这就对了。一个好的
律师，交给审判员的材料，都会有自己的风
格。当然，毕竟是开庭结束了。那边厢，审
判员也脱下法袍，要回家了，法律人从法庭
出来，普通人的日常的生活方式开始了。

27 开庭之后

何裕均说：“我看令郎才情识
见，功名是迟早的事，不必太在
心。令郎贵庚几何？”龚丽正答
道：“小儿生于乾隆五十七年壬
子，今年已经二十三岁了。”

何裕均笑道：“还年轻得很
呢！‘三十老明经，五十新进士’。以大
人之才不也是二十九岁举秋魁，三十联
捷成进士。令郎才大志高，心性也太急
了点，不知大人可有为令郎续娶之意？”
说到这里，何裕均有点踌躇，脸似乎也
有点发红。至此，丽正已经明白客人的
用意。他不禁叹口气道：“我和拙荆，早
有此意，只是没遇到合适的人家。小儿
又笃于夫妻之情，非过一年之后才议此
事。所以迟至今日，还没有遣媒提婚。
何大人莫非遇有合适的人家？”何裕均
说道：“令郎宅心仁厚，多情多义，实在
可嘉。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续娶
是难免的。眼下正有一桩绝好的姻
缘，不知大人可有意否？”丽正忙接口
问道：“但不知是哪家小姐？”何裕均却
说：“是下官一家亲戚之女，年方及笄，待
字闺中，时常托付我觅一合适的人家。
今晚一见令郎，忽然想起了这件事。顺
便给大人提一提。大人如不嫌弃，下官
愿为撮合。”丽正忙说：“多谢
何兄美意。既然兄台认为合
适，我想一定不差。我这就先
代小儿多谢你这月下老人
了。”说罢二人都笑起来。临
别约定，两天后丽正夫妇和儿

子一道到何家议婚。
原来这何裕均祖籍山阴，世代官宦。

祖父曾经做过河南巡抚，父亲也做过知
府。何裕均曾任池州知府、临江知府，后因
事被黜，去年复起，放徽州同知。他娶妻陈
氏，年四十尚无子息，就由侄儿何镛过继承
祧。后来，何裕均娶妾韦氏，连生二子。偏
巧何镛的胞弟不幸夭亡，何裕均又命何镛
回到本生父母身边。这时何镛已经有了女
儿，名叫吉云，自幼在陈夫人身边长大，就
留在了陈夫人身边。这吉云小姐端静贤
淑，且又聪明过人。自幼得何裕均夫妇调
教，琴棋书画样样皆通，尤其喜诗词，善书
法，深得祖父母钟爱。只是吉云心性高傲，
常说若不能以第一流才子为婿，将终身不
嫁，侍奉祖母。那日随祖父赴徽州上任，路
经西湖泛舟，得遇龚自珍，两度听自珍品箫
赋诗，深为自珍的风流倜傥、多情多义倾
倒。本想一路上寻找机会，结识自珍，但船
过无锡时，祖父带她们去拜访一家亲戚，和

自珍再没有见面。到徽州后，吉云
小姐一直沉默寡言，若有所失，终
于被祖母窥破了心事。一经盘问，
方知就里。何裕均觉得身份、门第
倒也般配，人品才学吉云已经了
解，美中不足之处是填房续弦。

59 月下老人何裕均 14一个师傅教出的徒弟

李正弘的家在铁路老宿舍的
小砖楼三楼，这个房子以前是他
岳父的。早在有铁路分局的年
代，他岳父是分局的副局长，按照
级别分给了小砖楼二楼的一层，
岳父兴许是住惯了宽敞的带院子
的平房，硬是把3个单元房打通了，改
建后的新居迎来的第一个客人，就是
以后发展成上门女婿的李正弘。据
说，李正弘进屋后立即眼前一黑，不是
因为房屋改造后的富丽堂皇，而是这
种对房屋的拆改让他提心吊胆。

当了几年上门女婿，岳父又要调配
房子，而李正弘也恰好要分房，他挖空
心思，搭上自己新分的房屋，给岳父换
了一套带小院的房子，像欢送灶王爷似
的把岳父请走。然后，他立马召集施工
队进驻家里，施工方案很明确，这房子
怎么拆的就怎么还原了。他对外有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不能让自己和邻居住
在危险的环境中，必须把犯下的错误修
正并弥补好。房子恢复原样后，李正弘
又将自己的楼层调整到三楼，这次的理
由更充分了，我就住原来房子的楼上，
如果有危险我第一个承担。只有知道
内情的高克己，在与颜伯虎喝酒的时
候，冷笑一声说：“他李正弘真是有政治
头脑，还兼具一些小农意识。”颜伯虎纳
闷地问：“你这个观点，从何而来啊？我
看人家这事做得挺漂亮！”高克己举杯
一饮而尽后说：“老宿舍是个风水宝地，
此地藏风聚气走官运，要不然他为嘛把

岳父请去住新房？”颜伯虎摇摇脑袋说：
“那他为嘛还调楼层呢，这不是脱裤子放
屁吗？”高克己不同意：“他李正弘属猴，不
适合住楼房低层，最好是住在整幢楼层的
一半以上，小砖楼最高是5层，3楼是最好
的楼层和位置，这样才有利于他以后成长
进步。”一番话说得颜伯虎瞪圆了双眼，紧
抱双拳冲高克己连声说：“大仙，您真是神
机妙算呀！”高克己朝颜伯虎“呸”了一声：
“你当我听不出来你挤对我呢？事实真相
就是，李正弘之前就找人算过！”

现在，高克己推着小电动车，不紧不
慢地来到李正弘家，拎着从小区门口鲜货
店买的一兜水果走上楼，叫开了李正弘家
的门。李正弘热情地把高克己让进屋里，
指着饭厅桌上的酒菜，让他赶紧坐下，自
己端坐在主位上，拿起酒瓶给各自的酒杯
里倒了个平槽儿，没等高克己说话，李正
弘一挥手说：“老规矩，别废话，先干一杯！”
高克己“嗯”了一声，端起酒杯喝下去。李
正弘咧嘴笑了笑，又将酒杯倒满。高克己
看了眼对方，刚要启齿，李正弘又是一挥
手制止道：“你什么也别说，先听我说！”高
克己点点头，李正弘端起酒杯说：“克己，
还是老哥们儿讲义气，不愧是刑警队出
身，也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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