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上映的电影《摘金奇缘》，讲述了一位亚
裔灰姑娘为爱与男友家族博弈的故事，故事的发生
地放在了新加坡这个地处亚洲、多元文化交融的国
家。该片仅用3000万美元的成本，就收获了全球高
达2.385亿美元的票房。影片改编自新加坡华裔作
家凯文·关的小说《疯狂的亚
洲富豪》，他曾用两年的时间，
跟随新加坡的名流们一起生
活，为小说取材，比如片中饕
餮盛宴的灵感就来自于他
在新加坡的真实见闻，而他
本人也亲自参与了剧本改
编，还全程跟随拍摄。

为了讲好这个亚裔故
事，制片方还特地找来华裔导演朱浩伟坐镇。朱浩
伟1979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祖籍浙江温州
的父母经营着一家中餐馆，养活家里五个孩子。作
为家中最小的孩子，朱浩伟自小便对音乐剧与电影
充满兴趣，大学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影学院学习
电影专业。他先后执导了著名歌舞片系列《舞出我
人生2：街舞》与续作《舞出我人生3》；此后又在《惊
天魔盗团2》中，展现了自己把控剧情片的实力。
《摘金奇缘》汇集了多位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

的亚裔演员，片中想要表达的东西方文化交融，在
演员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饰演钻石王老五尼
克·杨的亨利·戈尔丁，是一位混血儿，母亲来自马
来西亚，父亲来自英国。在此之前，他是一名电视
主持人，意外被人推荐去试镜本片，从此开启演员

生涯。女一号的饰演者吴恬敏，父母来自中国台
湾，她曾凭借系列电视剧《初来乍到》中的“虎妈”角
色成功出圈，这一次的银幕形象却大大反转，饰演
遭遇“虎妈”的儿媳妇。来自马来西亚的华裔女星
杨紫琼一改功夫女星的形象定位，在片中饰演了一

位阻挠儿子谈恋爱的恶婆婆。还有近两年崭露头
角的奥卡菲娜，是一位中韩混血儿，4岁时母亲去
世，自小由来自中国的奶奶带大。为了更贴近奶奶
祖籍的文化，她还曾在北京语言大学留学过。

很多学者认为，亚裔一直是美国社会被忽视的
族群。凯文·关也说过，他写这个故事就是为了让
全世界观众看到当今亚洲的样貌。而朱浩伟在片
中坚持用歌曲《流星》，来表达他对于这个世界减少
仇视与偏见，以及对美好未来的期待，他想用这首
歌把《摘金奇缘》的故事比作天空中的流星，让全世
界的观众都能看到属于亚洲的故事。

10月1日22:2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摘金奇缘》，10月2日14:24“佳片有约”周日影

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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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字的意涵
阎晓明

《摘金奇缘》：
让世界看到亚洲的故事

曹宇田

今年10月6日是母校耀华中学95岁华
诞。校友会两次通知写稿，先是征文，后又
让我代表67届起草贺函。书写之间忽陡生
一问：读过书的学堂为何要唤作“母校”？
循着此疑，又催发了些许忆想……

众所周知，“老三届”在历届毕业生中
可能最为特殊。而我和另外三位耀华同
学，或许又称得上是“老三届”中最为特殊的。1966年6月，
初二即将读完的时候，“文革”开始。由于无课可上，又因
了《军垦战歌》《年轻的一代》《西去列车的窗口》的感染，高
二4班的张连起，便带了我们初二4班的虞克难（《天津日
报》1964年5月29日载袁静所写《一朵小红花》的主人公）、
王治疆（原名王天镛，后曾协助张连起完成耀华院士塑像
群，二人姓名均镌于塑像群前）和我，于1966年9月23日登
上驶向河西走廊西端的列车，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生产建
设兵团农业建设第11师3团7连（后改为兰州军区生产建
设兵团916部队7连）的军垦战士。那时，我们都未毕业，甚
至还是少先队员，我还担任着学校少先队的大队劳动委
员，6月停课前不久，才刚刚带领初一、初二的少先队员去
水上公园种过蓖麻。

整整25年后，我从甘肃调回天津，1991年9月23日在
天津市广播电视局报到时，已从不满15周岁的初中学生，
变为时值不惑的中年人。尽管两年的中学生活过于短暂，
却也教给了我很多很多，留下了一幕幕难忘的景象和深刻
的记忆，我曾以散文《自由的天空》忆及母校美好的人和
事，亦通过《书当快意读易尽》和《劳动课》描述过曾怎样从
母校的图书馆和劳动课中受益终生。不过，更令我感念不
已的是，在离开耀华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母校总能给我
许多全新的感动、恒久的教诲。

当年在校读初中时，从未听说过老校长赵天麟在日寇

特务枪口下壮烈牺牲的故事。离开母校40年后，时任校长
曲丽敏命我为纪念赵校长而拍摄的纪录片《气贯长虹 光耀
中华》撰稿，方对先烈事迹有所了解，母校便给了我新的教育
与感动。赵天麟校长1934年到耀华工作，短短四年后，便用
生命写就一篇天津版《最后一课》。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名
作《最后一课》曾被多国选入课本，整个世界都为主人公的爱
国情怀点赞。但，那个叫做韩麦尔的法语教师毕竟没有因
捍卫法语舍命流血，而我们的赵校长却为抵制奴化教育英
勇献身——津版《最后一课》实为中外教育史罕见。所以，
那部纪录片在电视台播出后，又作为校庆80周年纪念品制
作光盘时，我为盒封写过这样的简介：“这是一个世所难见的
故事——因不学日语为日方暗杀！主人公以满腔热血书写
了国内外教育史上堪称罕见的一首爱国主义英雄诗篇。”更
令我感动的是，1941年毕业于耀华的梁思礼院士，每次回到
母校都要向赵天麟校长的铜像献花，梁院士生前接受采访
时曾坦言：“南开中学遭到破坏后，当时耀华中学校长赵天麟
为了接收我们这些失学的学子入校，开办‘抗日特班’，被日
军卑鄙暗杀。所以，我现在每次回到耀华，总要向赵天麟校
长铜像鞠躬，怀念这位爱国烈士。”

母校给我又一次的新感动，是继开办“抗日特班”70多
年后所办的12个“抗震特班”。2011年秋，母校命我再拍一
部记录500多名藏族学生在耀华就读一年的电视片《民族
大爱谱华章》。接到任务后，我立即赶赴学校，经对领导和

师生的多日采访，了解到这一故事的来龙
去脉和其中很多令人感动的细节。2010
年4月14日，青海玉树发生地震。震后，国
家决定安排震区部分教室受损、无法上课
的学生，暂时前往内地就读，母校耀华便承
担了这一光荣任务。为使任务出色完成，
母校上上下下动员起来。2010年 7月 31

日，时任副校长侯立瑛等赶赴西宁，与青海省教育厅、玉树
州教育局共同讨论安置灾区学生的方案。8月31日，时任
学校党总支书记边华一行，专程前往玉树迎接学生。9月1
日，500多名玉树学生分乘15辆大客车，经18小时抵达西
宁换乘火车。9月3日，这批学生终于来到耀华滨海学校。
9月5日下午3时，学校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我
接到拍摄任务时，这批学生即将返回家乡，但我还是幸运
地参加了他们课内课外大量的各种活动，跟他们促膝谈
心，熟识他们，了解他们，同他们在海河之滨的津湾大剧院
一起联欢，甚至还登上他们返乡的大客车，直至北京西站
将他们送上西行的列车。在同藏族学生的交往中，我再次
为母校的大爱所感动。

2020年1月20日，在宁河区春节晚会的现场，因我是
《于敏》诗朗诵节目的修改者和话剧《于方舟》（片段）的作
者，便有幸同于敏之子于辛坐在了一起。我同他谈起了耀
华。于辛说，他父亲对耀华的印象既深又好，生前曾多次
谈到求学耀华是他能够考入北京大学的关键一步。于是，
我向于辛郑重推荐了耀华的院士雕像群和于敏的胸像：
“我每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动、新的教育，都会得到某种
净化与升华。”

忆起这些，我似有所悟：母语、母校、母亲、母爱，每当
面对这些冠以“母”字的语词，何以会深切体味出孕育、哺
育、养育、教育的无私、伟大、厚重与恒远……

天津滨海地区渔村里，有很多有趣的故
事，船名的来历就是其中之一。渔船的名字经
历了从粗俗到规范的发展过程，体现了它的历
史发展变化和脉络。

很早以前，渔村蔡家堡的渔船，都有一个土
得掉渣的名字，老人们说起往事，言语间尽显心
酸。过去，穷人们没有文化，生活条件又艰苦，
孩子们起的名字很随便，叫着也方便，尤其是有
一种迷信的说法：小孩子的名字起得太高贵了，
穷人家养不起，缺吃少喝天灾患病都容易夭
折。渔民们给渔船起名字也源于这些道理。那
时，渔民们乘船出海打鱼，危险重重，很难抵御
狂风恶浪的侵袭，这种听天由命的生活环境，使
得他们更加迷信，在言行中谨小慎微。他们认
为，如果船的名字太高贵了便难以执掌，也怕龙
王老子嫉妒责难。

过去的船名，有的是船主在准备簰新船时，
经过深思熟虑起的，如：小新牛、大花猪、松木篓
等，这种名字大有生命力旺盛之意；有的是簰船
之时，船工们根据船型随口叫出的，如：大马槽、
大脑袋、大花鞋等，取平安稳妥之意；有的是船

工们随意送给船主的外号，如：尖帽子、二秃子、尿盔子等；还有更随意的，如：
大猛添、小道机等，它们是当年新安装的船用机器的名称。这种俗气的船名，
在渔村沿用了几百年。

到了民国时期，有了船号的出现。滨海汉沽档案馆中，保存着4面布
质税旗，全部由“河北省财政厅沿海船捐征收处”于民国廿二年（1933）颁
发。这4面税旗全是正三角形，分别为蓝色、白色、灰色和粉色，上有“营城
第三等第八七〇号船”字样，是当年国民党政府用以收取苛捐杂税的标
志，但当时没能与船名挂钩。

船名的改变是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开始的。渔家人的生活好了，观念
也在逐渐地改变。从渔村渔业合作化开始，渔船的名字，首先是按在生产
队里的排序，集体起船名，如一队的小一号、大二号、小五号等。与时俱进
的是，人们的名字也起了变化，渔民少了小名和外号，开始称呼学名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渔船开始像汽车一样，有了统一牌照，牌照号成
了船名。“津汉渔04205”是一个完整的渔船名字，“津”代表天津，“汉”代表
汉沽，“渔”代表渔业生产作业船，其意义是该船拥有《捕捞许可证》。“04”
是汉沽专属序列号，“200—400”号段属蔡家堡渔港的渔船所有，而蔡家堡
村也拥有了160多条渔船。有趣的是，这时有些人称船长的名字，用船号

的后几位数字
替代，让人分不
清是在说船还
是在说人。从
船名的演变历
史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时代进步
的足迹。

1974年，我们这支驻守北疆的部队开展了官兵忆苦思甜的自我教
育。不久，我从宣传科听到了一条消息：某团佤族战士岩门在诉苦中讲出
自己曾当过8年“娃子”（奴隶）、还被关过水牢的经历。科长指示我把它
写成一个节目。

1970年参军的兵能有多大岁数？居然还当过8年奴隶？被关过水
牢？一踏入连部，我就把疑问甩给了徐指导员。他认真地对我讲：“岩门是
1949年5月生人，当过8年‘娃子’，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确实是这么填写的。”
“被关进水牢是啥时候的事？”
“他六岁就开始给土司头人放牛了……有一次因为豹子咬死了牛，就

关了他水牢。”
“哎呀，这种经历在我们同龄人中太少见了！我一定要好好采访他。”
“你别高兴得太早，这个战士特别不善言辞，入伍四年了吧，我几乎没

听见他说过一段完整的话，你交给他再重再难的活儿，他就回答一个‘是’
字，转身就去干活儿了，准保完成得特别漂亮！”

徐指导员说到这儿，我抬腿就往外走，“现
在就去班里找他！”
“现在找不着，他没在连队。离这儿40里

地是我们连的生产基地，这不刚撒完稻种吗？
迁徙的鸟儿、水鸭子啥的净偷吃，岩门在那儿盯
着哪！”

第二天，我整整走了大半天才到连队生产
基地，这是山间的一块小平地，开出15亩的稻
田。春播刚过，水田里一行行的稻种将将发出
绿芽，迁徙的候鸟在空中“嘎嘎”地叫着，不时向
下俯冲要叼起发芽的稻种，只见岩门挥舞着绑
上布条的树枝奔走在田埂上，大声吆喝着驱赶
嘴馋的鸟儿。我上前主动介绍自己并说明来
意，他只“嗯”了一声便不再言语。我看他驱鸟
的任务太重，也不好意思再干扰，就跑到小河边
折了一根长柳条回来跟他一起哄鸟。直到太阳
落山水鸟归巢，岩门才回到小马架子前边，在石
头搭起的锅灶里煮了些苞米大碴子粥，我俩就
着他腌制的咸菜吃了晚饭。我以为这会儿他该
接受采访了，他却拿起柳条要走，说是得整夜在
田埂上待着，防止水鸟夜里来偷吃稻种，直到长成稻苗，水鸟才会飞走。

满天星斗的夜空下，我跟岩门各自挥舞着柳条，在田埂上一边巡视一
边聊了起来。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解放军挺进大西南，解放了他家乡
的专区、县城，岩门家寨子里的土司头人听到风声之后，连夜携眷逃到边
界那边的亲戚家，封闭山林中的老百姓以为他们是去串亲戚了。半年过
后，头人听说大军并没开到村寨中来，便领着家眷悄悄返回来，继续对村
寨实行“统治”……

岩门的祖祖辈辈都是土司的“娃子”，他到10岁时已经放一群牛
了。一天，从林中蹿出的豹子咬死了一头牛，小岩门受惩罚被关进了水
牢。牢里的水耗子见有人关了进来，就游上身来抓挠，咬得小岩门浑身
鲜血淋淋……直到父亲找亲戚借钱赔了牛，土司才把他放出来。

岩门说他家一直住在“山卡卡”里。“什么叫‘山卡卡’”？我不解。他
张开右手的“虎口”，左手指着拇指与其他四指间的空当，“就住这。”我马
上明白了，那是山崖下凹进去的部位，成了遮风避雨的“岩屋”。他说入伍
前从来没有穿过布衣服，一年四季只是用树叶或兽皮裹在腰间。1964
年，地方政府发现岩门家的村寨还是土司头人统治着，立即进行了民主改
革。1969年4月之后，他家乡才成立了人民公社，1970年岩门成为家乡第
一名参加解放军的青年。

陪着岩门在窝棚和稻田里生活了三天三夜，从他嘴里就掏出这么点
“素材”来。我把岩门的模范事迹仔细回想了一遍：自从驻扎到北疆草原
两年多来，他就负责连队15亩水稻的生产全过程，开春之后泡田、耙地的
活儿就交给他跟一头牛全干了，只有播种时全连官兵齐上阵，因为连队没
钱买地膜建温床育苗，只好用人工一行行撒种。这就需要顶着冰碴光脚
下水，冻得战士们总想撒尿还尿不出来。播种之后，驱鸟、移栽、补苗、施
肥、拔草……岩门全包了，直到秋收时节，连队派人来收割就行了。用徐
指导员的话说“就是一头一尾的活儿我们来帮一下，剩下就擎等着收大米
吧！这个兵啊，一点儿也不让人操心，开春从连里背点大碴子、高粱米、大
米，来到这窝棚里生活，吃菜都是在草原上采的野菜，要吃荤腥就逮点儿
长虫和蛤蟆。夏天那大蚊子一个火柴盒只能装下俩，他在窝棚外边点着
蒿子薰，人都薰迷糊了蚊子也不跑，咬得他浑身都是包，直淌黄水儿；风吹
雨淋能没个头疼脑热吗？他就自己采草药熬了药汤喝喝……”

我噙着眼泪抚摸着岩门身上的伤疤，把脑海里他的模范事迹复述一
遍，想激发他说出点儿豪言壮语来。可是岩门沉默半天只憋出半句话来：
“我从小就是这么干活儿的……”

我这个战士业余演出队的创作员真是黔驴技穷了，这个歌颂英雄模
范的节目可怎么完成啊？只好返回连部找徐指导员讨教。
“‘我从小就是这么干活儿的……’舞台上我要这么写出来，这英雄人

物的思想境界也太低了点儿吧？”
“岩门你能真实地写出来，那就很深刻了。他从小当‘娃子’，祖祖辈

辈都是奴隶，在土司头人的眼里他们是什么？就是会说话的牲口。解放
军来了，他成了保家卫国的人民战士，你去问问岩门：今非昔比的生活，他
愿意过哪一种？你这节目不就出来了吗？这主题还不深刻吗？”

徐指导员的点拨如醍醐灌顶，使我茅塞顿开。回到师部我趁热打铁，
很快就写出了说唱节目《“娃子”今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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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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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剧院位于市文化中心的

东侧，利用亲水平台创造出宽敞的

公共空间，形成开放的“城市舞台”。

我的水彩近作《城市霞光里

的天津大剧院》画面主体是大

剧院，并由天、水、树及人物等

绘画要素共同烘托意境，整体

色调为较强烈的暖色调，既表

现霞光笼罩的城市文化空间，

又烘托了市民们游乐其中的休

闲幸福时光，映射着城市定位

完善、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文化生活需要。

城市霞光里的天津大剧院（水彩画） 叶武 文并图

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律师
也是要出门的，衣食住行，人之常
情。但律师这个行业，作为专业技
术人员，掌握专门的能力，被人家
“聘请”，因而是受到一定的尊敬
的。在特定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
合，委托人很可能会派车来接，以表示对
专业的尊敬。律师也并非是要享受这个
礼遇，如果承受了人家派车来接，实在是
为了表示对人家尊敬的尊敬。现在交通
更方便了，经济发展很快，律师们普遍都
有自己的私家车，委托人派车来接的情
况也少了。和第一批中国的私家车车主
一样，改革开放以后第一代拥有私家车
的律师，通常会是一辆红夏利，后来好一
点儿才是桑塔纳、捷达和富康。随着中
国经济的发展和汽车工业的不断进步，
各种国产和合资新车，还有进口车，走进
寻常百姓家，也停在律师事务所的门
口。上世纪90年代初，律师开上“好车”
的就大有人在了，也有一些老板把二手
奔驰抵作律师费交给了律师。到了21
世纪初，除了一般的轿车以外，一些追求
个性、标新立异的律师，也有的开上了越
野车，追求商务范儿的律师会选择开一
辆商务车，车上除了自己还有助理和实
习律师，装得满满都是材料和案卷。还
有少数律师，选择开一辆面包车，车身
喷上自己律师事务所的名称和联系电
话，好像是在做广告，车开起来是自己
流动的办公室，也是一道另类的风景。

律师们大多自己开车，聘用司机的是

少数。理由一个是律师工作具有一定私密
性，另外很多律师也可以让助理们帮忙开
车，这样在路上还可以相互交流一些问题，
再有一个也是因为律师的专业人员的身份，
很多律师在内心里会觉得，专业人士，还要
什么司机呀。律师去外地出差当然也会选
择搭乘航班，这些年高铁发达了，选择坐高
铁的律师也不在少数。很多律师界的“空
中飞人”一年下来，要飞很多公里，到全国
各地甚至世界各地去出席各种会议和论
坛，办理法律事务。虽然不一定准确，但衡
量一个律师是不是受到一定的认可，看看
他每年飞行的公里数也是个标准。一般来
说飞得多，说明他的业务就多，如果他是去
旅游那当然要另当别论。当然，律师做到所
谓一定层级，可能他就不再喜欢“飞”了，毕
竟出差是件很辛苦的事情，可以让年轻人
去做。而很多律师的日常出行也在返璞
归真，很多律师放弃开车，开始坐地铁，因
为坐地铁换乘毕竟需要走路，而且地铁站
换乘上来下去的，还要爬楼梯。开大奔驰
或者宝马，曾经也是律师的追求和包装，
现在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不再是一个
律师成功与否的标志。比起一个人丰富
的内心世界，任何的物质都是微不足道
的。把脚装进鞋里，路在脚下。

37 出行话题

王昙对龚自珍说：“要善用其
才，更要善于保护自己。贤弟大
作，篇篇俱佳，但我最爱《尊隐》一
文。胸中风雨雷霆，托诸寓言，泣
血椎心之辞，深藏嬉笑怒骂之中，
给人扑朔迷离、若明若暗之感。微
言大义，见智见仁，让有心人去自己捉
摸，这才是最好的铠甲。这是愚兄一见
之愚，望贤弟谨记。”自珍紧紧握住王昙
的手说道：“兄长金玉良言，我记下了。这
张银票，杭州各家银号均可兑现，兄长收
下，聊沽菽水。今后有什么为难之事，尽
管来找我；若不能亲来，一纸书信，弟即刻
就去。您要多多保重。”自珍一直看着王
昙登舟远去，才转身离开码头，回衙去了。

不想，这次分别，竟成永诀，第二
年王昙就在贫病中去世了。自珍闻讯
立即赶往杭州，亲自为他治丧，并按照
王昙生前的愿望，把他安葬在苏州虎
丘山南面。龚自珍还满腔悲愤地为他
撰写了一篇含意深刻的墓志铭。

葬罢王昙，自珍回到上海，又潜心
于书斋，读书著述。他把自己的文集
命名为《伫泣亭文集》。嘉庆二十三年
（1817），夏璜进京铨选县令，特地绕道
上海来看望自珍。这夏璜，是浙江钱塘
人，嘉庆十年进士，长自珍十
七岁，是自珍的又一忘年交。
他好读史书，尤其爱读《左
传》，能够一字不漏地通篇背
诵。自珍十六岁时，随父亲在
京，家居法源寺附近。夏璜去

拜见自珍的父亲，适逢其父不在家，就和自
珍闲聊起来。他十分喜欢自珍的聪明颖
悟，尽管年龄身份悬殊，但十分投缘。自珍
常常提出一些幼稚但又难以回答的问题，
向这位新科进士求教，有时甚至会使这位
饱学进士受窘、难堪。但夏璜全不放在心
上，一定查找典籍或向人求教后，再给自
珍解答。不知不觉二人竟成了不拘形骸
的忘年之交。那年自珍随母亲回杭州，恰
巧夏璜也在杭州，二人把酒论史，相互辩
难赌输赢饮酒，自珍一连提出三百多条历
史典故，都未能难倒夏璜，使得自珍倾心
折服。像这样两榜出身的饱学之士，却仕
途蹭蹬，至今屈居下僚，自珍深为老朋友愤
愤不平。在自珍的书房里，二人把酒谈
心。自珍说道：“兄长两榜进士，学富五
车。为何时至今日才有铨选的机会？”

夏璜浅啜一口，满脸苦笑，说道：“贤
弟难道没有听说过和珅当政时，厌恶书生
的事？在他属下，学问越大越难升迁。一

次皇上问他最讨厌什么样的属
下，他脱口说道，最讨厌书生。
乾隆皇帝听后十分不悦，说道：
‘朕就是书生。’和珅知道说走了
嘴，连忙叩头谢罪，但事后仍然
视书生为异己，直到倒台。”

69 贫病中王昙去世 24 跤场角力

郭玉昕清楚地记得成玉坤遗
体的位置和模样，而且每次想起
来都会不寒而栗。有时候，他会
在心里暗暗问自己：你见过的血
腥场面和凌乱现场也不少，为什
么偏偏忘不掉这个现场？成玉坤
牺牲了，但始终没定性为烈士，师门里
除了李正弘之外，都觉得大师兄应该
是烈士，但他的确已离开警卫的工作
岗位。想到这，郭玉昕无奈地摇摇
头。这时，门外有人喊着他的名字走
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便急忙起身迎
接。来人叫韩胜喜，是他在古文化街
的邻居，也是他的玩友和朋友。

郭玉昕和韩胜喜相识纯属偶然，以
他郭玉昕在这条街上的震慑力和影响
力，无论如何也不会主动去结识韩胜喜
的，那天要不是“熟梨糕”跑来，让他去
跤场看看有个生瓜蛋子要踢“大力丸”
场子，他也不会认识韩胜喜。“熟梨糕”
是特色小吃店的店主，“大力丸”是跤场
的负责人。“熟梨糕”的店铺开在跤场旁
边，有个风吹草动准是他第一个跑过来
报信儿，比打电话还快。他跟着“熟梨
糕”来到跤场，正好看见韩胜喜三下五
除二撂倒了“大力丸”最后一个徒弟。
熟悉跤场规矩的人都知道，不管因为什
么，人家来跤场和你撂跤，把徒弟摔了
一溜够，等于是拆了师傅的四梁八柱，
结果只能是师傅亲自下场比拼。赢了
自然皆大欢喜，可要是输了，那以后就
没脸杵在这了。看着“大力丸”有点儿

尴尬且面露怯色，郭玉昕分开围观的众
人，要上场去会会这个生瓜蛋子，同时也
帮自己的朋友“大力丸”撑个场面。

两个人掼跤前，得依旧礼抱拳拱手道
个姓名，或是有专门的人来介绍。可郭玉
昕完全不理这一套，接过旁边跤手递过来
的褡裢，穿上便直奔着眼前的生瓜蛋子走
过去。果然，对方被他扑面而来的刚猛逼
得后退了两步，但随即伸出手臂迎上前
来。两人搭手入扣扭在一起的时候，郭玉
昕伏在对方耳边问了句：“哪儿的？”对方回
答：“柳青的！”交换了个身位郭玉昕又问：
“没听说柳青出好把式？”对方回答：“你这
不就看见了吗！”两人闪转腾挪几个回合，
郭玉昕感觉对方没什么太多的招式，就是
力气大。郭玉昕先是卖个破绽，借力打力
摔了对方一个“别子”，紧跟着又是一个“大
背胯”，摔了对方一个四仰八叉。按照规
矩，三局两胜对方已经输了，就在郭玉昕抱
拳拱手接受四周喝彩时，那人走过来说：
“你是高手我佩服，不过还有胆子再来一
局吗？”郭玉昕挑了挑眼眉，没说话。对方
说：“我摔跤摔不过你，咱们换个花样。”郭
玉昕手指跤场里所有的家伙什说：“这里的
东西你随便挑！”对方扬手指着场外说：“不
在这比试，咱们去找个文雅点儿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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