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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РАТКОЕ ИЗЛОЖЕНИЕ ПРОГРАММ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Курс лекций 

КРАТКИЙ КОНСПЕКТ ЛЕКЦИЙ ПО ТЕМАМ 

Тема 1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как вид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как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й вид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Текст, как речевое произведение, с помощью которого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вербальная коммуникация. Текст – сложное структурное и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ое 

целое. Переводчик должен уметь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текста 

оригинала и обеспечивать целостность создаваемого им текста перевода. 

Переводчик как создатель текста на переводящем языке. Содержатель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текста в трех разных измерениях: вертикальном (создает 

формально-тематическое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кста, начиная с общего замысла или 

темы текста до отдельных суждений), горизонтальном (создается 

формальными и смысловыми связями между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ми; формальная 

связность достигается с помощью различных языковых средств: союзов, 

повторов, слов-заместителей, согласования временных форм и др.; 

смысловое единств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ся логической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стью  и 

непротиворечивостью изложения, логическими связками), глубинном 

(отражает процесс построения речевых высказываний и включения их в 

текст).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 это перевод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Основная задача: передать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достоинства оригинала, создать полноценный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кст на языке перевода. Свобода в выборе средств.  



 Образность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ее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окраска, связь с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обстановкой. Передача временной дистанции.  

Тема 2. История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как науки в Китае 

 Первые переводы в Китае. Основные этапы развития перевод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Кита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Цюй Цюбо и Лу Синя. Осно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выдвигаемые переводчику при работе с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им 

текстом. 

Тема 3. Китайская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перевод 

 Проблемы, возникающие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наличие сходных по написанию иероглифов; архаизм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выражений; неразличимость написания имен собственных и нарицательных; 

возможность соединения в одном слове нескольких лексических и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х значений; трудность разделения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лексические единицы и др.  

Тема 4. Лексико-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Роль лексической окраски слова 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ее передачи в 

переводе. Средства оформления эстетическ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а) чэнъюй (четырехсложны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остроенные, как правило, но 

нормам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б) поговорка  (поговорки можно переводить либо дословно, либо описательно) в) 

гуаньюнъюй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устойчивые трехсложные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я, 

обладающие целостностью и единством в смысловом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используется прием описатель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Это вызвано тем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ом, что некоторые специфические китайские метафоры непонятны 



рус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поэтому их смысл приходится раскрывать описательно. 

Гуаньюнъюи иногда можно переводить с сохранением образной основы). 

г) афоризм (наиболее яркие высказывания, отточенные фразы. Особенностью этих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является архаичность их структуры и компонентов, которые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в том виде, в каком они впервые были зафиксированы 

в древнекитайском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роизведении. Перевод афоризмов довольно 

редко дается в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их словарях, поэто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уметь 

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комментариями китайских толковых словарей. Как правило, 

афоризмы переводятся дословно. Их количество не остается неизменным, 

постепенно их фонд увеличивается за счет новых,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недавно 

появившихся афоризмов, созданных авторитетными писателями).  

 Средства выражения эмфазы (аллитерация, рифма, синонимические 

пары, двойное отрицание, категорическое отрицание и утверждение, 

порядок слов в предложении).  

Тема 5.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одержание поня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окраска оригинала». Роль 

фоновый знаний в решении проблемы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своеобразия оригинала. Отличия в языках различных культур, которые 

создаю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е трудност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цветовые обозначения 

(обозначение цветовой гаммы в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не совпадает с принятым в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разные ассоциации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того или иного цвета);  

времена года, эстетически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наличие слов с общепринятыми 

переносными оценочными значениями, переносное значение таких слов 

может не совпадать с переносным значением слов в языке перевода),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нно-врем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у каждого народа существуют 

различны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я 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х понятиях, что выражается в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их языковых реалиях), образные сравнения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фразеологизмов, в которых содержится образное сравнение с каким-либо 

предметом или явлением, необходимо с учетом того, какой образ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возникает 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у носителей языка, на который 

осуществляется перевод),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понятия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необходимо либо заменять на известные русскому читателю слова, 

либо как-то их разъяснять), родствен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слож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одства у китайцев,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излишнюю конкретизацию необходимо 

опускать), клише (готовые обороты, которые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можно заменять 

без особого ущерба для читающего или слушающего).  

Тема 6. При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уровне слов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й 

 Перевод омонимов и антонимов. Генерализация. Эквивалентность. 

Перевод реалий. Синтаксически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Замена. Антонимический 

перевод. 

Тема 7. При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лексико-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Перевод чэнъюев. Перевод поговорок. Перевод гуаньюнъюев. Перевод 

афоризмов. Перевод вэньянизмов. 

Тема 8. Соблюде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своеобразия подлинника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Передача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стиля автора. Виды со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воеобразием и формой его передачи. Манера переводчика, как фактор, 

влияющий на конечный результат перевода.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петенция переводчика.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е лингво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ческой компетенции как средство 



адаптации в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иносоциума. Коммуникант – носитель друг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ментальности и языка. Культурная коннотация – экспонент 

культуры в языковой знаке.  Культуросфера китайского этноса.  

Понятие лакунарности. Решение проблемы перевода лакун. 

Интерпрет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пецифических элементов кита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Тема 9.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рама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изведения. Индивидуализированные 

и типизированные речевые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 персонажей.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х и социальных диалектов в речи персонажей. Способы 

передачи в переводе контаминированной реч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занятия 

 

№ 

п/п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темы 

(раздела) 

Содержание темы (раздела) 

1 2 3 

1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 вид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地球的主人»  

2 История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как 

науки в Китае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我无怨无悔»  

3 Китайская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перевод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班车» 

4 Лексико-

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健忘的教授» 

5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三个母亲» 

6 При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на уровне слов и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й 
«整容» 

7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темам 6,7 

Переве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усский и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без словаря) 

8 При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лексико-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中国人的姓名» 

9 Соблюде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своеобразия подлинника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中国人的姓名» 

10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雷雨» 

11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陕北姑娘» 

12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重读西藏» 

13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试试吸毒» 

14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价格» 

15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лексике и грамматике 

Переве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усский и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без словаря) 



16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吗» 

17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孔乙己» 

18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исьменный литературный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Лао Шэ «大悲寺外» 

19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лексике и грамматике 

Перевести предложения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усский и 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китайский (без словаря) 

РЕКОМЕНДУЕМОЕ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ОЕ 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А) Основ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Быкова И.А.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когнитивно-прагматический аспект)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учебник / Электрон. текстовые данные. – М.: 

Росси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13. – 144 с. -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 // www.iprbookshop.ru/22221 

 2)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е аспекты перевода [Текст] :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рек. УМО / О. 

А. Сулейманова [и др.]. - 2-е изд., испр. - М. : Академия, 2012. - 237 с.  

3) Микова С. С.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исьменного перевода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С. С. Микова, В. Антонова, Е. Штырина. - М. : Рос. 

ун-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2013. - 330 с.  

4) Щичко В.Ф., Яковлев Г.Ю.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Полный курс перевод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Восточная книга. 2012. – 368 с.  

Б)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  Алексеева И.С. Введение в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е.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 И. С. 

Алексеева. - 5-е изд., испр. - М. : Академия, 2011. - 360 с. 

2)  Бархударов Л.С. Язык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 : вопросы общей и 

частной теории перевода / Л. С. Бархударов. - 3-е изд. - М. : ЛКИ, 2010. - 238 

с.  

http://irbis.amursu.ru/cgi-bin/irbis64r_11/cgiirbis_64.exe?LNG=&Z21ID=&I21DBN=IBIS&P21DBN=IBIS&S21STN=1&S21REF=1&S21FMT=fullwebr&C21COM=S&S21CNR=20&S21P01=0&S21P02=1&S21P03=A=&S21STR=%D0%9C%D0%B8%D0%BA%D0%BE%D0%B2%D0%B0,%20%D0%A1.%20%D0%A1.
http://irbis.amursu.ru/cgi-bin/irbis64r_11/cgiirbis_64.exe?LNG=&Z21ID=&I21DBN=IBIS&P21DBN=IBIS&S21STN=1&S21REF=1&S21FMT=fullwebr&C21COM=S&S21CNR=20&S21P01=0&S21P02=1&S21P03=A=&S21STR=%D0%91%D0%B0%D1%80%D1%85%D1%83%D0%B4%D0%B0%D1%80%D0%BE%D0%B2,%20%D0%9B%D0%B5%D0%BE%D0%BD%D0%B8%D0%B4%20%D0%A1%D1%82%D0%B5%D0%BF%D0%B0%D0%BD%D0%BE%D0%B2%D0%B8%D1%87


3) Осокин Б.А. Введение в теорию и практику перевода: перевод 

полит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текста: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основы перевода с 

англи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на русский и с русского на английский / Москов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МИД России. -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8. – 152 с. (Учебники МГИМО). 

4) Перевод: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кин. вайцзяосюэ юй яньцзю чубаньшэ, 

1997. 231 с. 

5) Рассказы Лао Шэ: Сборник текстов и упражнений: учеб. Пособие / сост. 

Лемешко Ю.Г., Шатравка А.В. –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изд. АмГУ, 1999. – 127 с.  

6) Сдобников В.В. Теория перевода. Учебник: рек.УМО / В.В. Сдобников, 

О.В. Петрова. – М.: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6. – 445 с.  

7)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кст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Электронный ресурс] : сб. 

учеб.-метод.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о дисц. для направления подготовки 41.03.01 

"Зарубежное регионоведение" / АмГУ, ФМО ; сост. А.В. Шатравка. - 

Благовещенск : Изд-во Амур. гос. ун-та, 2017. - 28 с.– Режим доступа 

:http://irbis.amursu.ru/DigitalLibrary/AmurSU_Edition/8788.pdf 

8)  Щичко В.Ф. Китайский язык.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 учебное 

пособие. М.: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7. – 224 с.  

 

В) Программное обеспечение и Интернет-ресурсы 

Перечень программного обеспечения 

№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ресурса Реквизиты подтверждающ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и наличии), тип и количество лицензий 

1 2 3 

1 

1 

Операционная система 

MS Windows 7 Pro 

DreamSpark Premium Electronic Software 

Delivery (3 years) Renewal по договору - 

Сублицензионный договор  № 

Tr000074357/KHB 17 от 01 марта 2016 г. 

Электронные библиотечные системы 

№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ресурса Краткая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а 

1 2 3 

1 http://www.superlinguist.co

m 

Директория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 

электронно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ой библиотеки 

«Суперлингвист».  На директории «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перевода» можно скачать 

бесплатно и без регистрации учебники, 

монографии, учебно-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пособия 

по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ю 

 

2 http://bkrs.info Онлайн и офлайн версия Большого 

http://irbis.amursu.ru/DigitalLibrary/AmurSU_Edition/8788.pdf
http://bkrs.info/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словаря.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изучения кит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китайско-

русский переводчик. Данный словарь 

крупнейший из изданных у нас в стране 

китайско-русского направления.  
 

3  http://cidian.ru  Постоянно обновляемая обширная 

словарная база помогает очень быстро 

найти любое слово/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е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оисковый запрос может 

быть введён на русском языке, китайскими 

иероглифами, при поиске c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м 

транскрипции пиньинь допустимы запросы 

как с надстрочным знаком тона, так и без 

него. Можно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функцией 

ручного ввода иероглифов, которая 

позволяет нарисовать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иероглиф “от руки”. 

4   http://russian.cri.cn  Директория «Изучаем китайский» на 

русскоязычном портал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радио Китая». Регулярно обновляемая 

директория, гд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тексты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 последующим 

переводом на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Предлагается подробное объяснение самых 

частотных неологизмов на социальн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темы.  

5 Электронно-библиотечная 

система IPRbooks http:// 

iprbookshop.ru 

Электронно-библиотечная система 

IPRbooks — научно-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й 

ресурс для решения задач обучения в 

России и за рубежом. Уникальная 

платформа ЭБС IPRbooks объединяет 

новейшие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е технологии и 

учебную лицензионную литературу.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К ПРАКТИЧЕСКИМ 

ЗАНЯТИЯМ 

 Рекомендуемая тематика и вопросы, формы проведения и списки 

рекомендуем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представлены в Рабочей Программе 

дисциплины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кст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Цель проведе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нятий состоит в том, чтобы привлечь 

студентов к углубленному чтению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навыки перевода текстов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систематизировать знания грамматики, подготовить к предстоящей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й работе. 

 Задачами проведения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нятий являются обучение новым 

методам, приемам и способам научного анализа исследуемой проблемы, 

умению делать правильные выводы из изученного, обобщенного и 

проанализирован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формулировать выводы,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и 

рекомендации, обоснованные материалами проведенного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се 

практические занятия должны быть построены с учето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ую 

реализацию внутри- и междисциплинарных лог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МЕТОДИЧЕСКИЕ УКАЗАНИЯ ДЛ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СТУДЕНТО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внеаудитор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дисциплин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текст на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 проводится с целью: 

-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и закрепления полученных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студентов; 

- углубления и расширения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х знаний; 

- развития познавательных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и активности студентов,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и 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сти; 

-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сти мышления, способностей к 

саморазвитию, само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ю и самореализации. 

 Внеаудиторна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выполняется студентом по 

заданию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я, но без его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го участия.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следующие виды заданий для внеаудитор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для овладения знаниями: чтение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работа со 

словарями и справочниками, учебно-ис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ая работа,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компьютерной техники и Интернета; 

для закрепления и систематизации знаний: повторная работа над учебным 

материалом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составление плана и тезисов 

ответа, ответы на контрольные вопросы, подготовка сообщений к 

выступлению на семинар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подготовка рефератов, докладов. 

 Перед выполнением студентами внеаудитор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проводит инструктаж по выполнению задания, 

который включает цель задания, его содержание, сроки выполнения, 

ориентировочный объем работы, основные требования к результатам 

работы, критерии оценки. В процессе инструктажа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предупреждает студентов о возможных типичных ошибках, встречающихся 

при выполнении задания.  

 В качестве форм и методов контроля внеаудитор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студентов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семинарские занятия, терминологические 

диктанты, тестирование, контрольные работы. 

 Критериями оценки результатов внеаудиторной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студента являются: 

- уровень освоения студентом учеб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 умение студента использовать теоретические знания при выполнении 

практических задач; 

- сформированность общеучебных умений; 

- обоснованность и четкость изложения ответа; 

- оформление материала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требованиями.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АЯ РАБОТА СТУДЕНТОВ  
5 семестр  

№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темы 
Форм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Трудоёмкость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часах 

1 2 3 4 

 

1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как  вид словесного 

творчества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地球的

主人».  

Работа над портфолио. 

 

6 

2 История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ереводоведения как 

науки в Китае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我无怨

无悔».  

6 

3 Китайская 

иероглифическа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и перевод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班车».  6 

 

4 

Лексико-стилистические 

вопрос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健忘的

教授».  

 

6 

5 Проблема сохран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окраски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ы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三个母

亲».  

6 

 

6 

При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уровне слов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整容».  

 

 

6 



словосочетаний 

7 Приемы перевод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го текста 

на лексико-

фразе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темам 6,7 

6 

 

8 

Соблюдение 

индивидуального 

своеобразия подлинника 

при переводе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中国人

的姓名  

Работа над портфолио. 

 

 

6 

 

9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перевода 

драматических 

произведений 

Перевод  пьесы Лао Шэ «

雷雨» 

6 

 Всего  54 

 

6 семестр  

№ 

 

Наименование темы Форма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Трудоемкость в 

академических 

часах 

1 2 3  

1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陕北姑娘»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5 

2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重读西藏»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5 

3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试试吸毒»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5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4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价格»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5 

5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лексике и грамматике 

Выучить лексику по 

пройденным темам, 

повторить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5 

6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吗»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5 

7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孔乙己»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Лексика по теме. 

Лексико-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комментарий. 

Упражнения по 

грамматике и лексике. 

5 

8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Лао Шэ «大悲寺外»  

Чтение и перевод 

текста.  

 

5 

9 Контрольная работа по 

лексике и грамматике 

Выучить лексику по 

пройденным темам, 

повторить 

граммат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5 

1

0 

Экзамен Письменный перевод 

рассказа со словарем 

 

 Всего   45 

 



ДОПОЛНИТЕЛЬ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ДЛЯ САМОСТОЯТЕЛЬНОЙ 

РАБОТЫ СТУДЕНТОВ   

 

РАССКАЗЫ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КИТАЙ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тексты для перевода) 

老舍 

大悲寺外              

  黄先生已死去二十多年了。这些年中，只要我在北平，我总忘不了去祭

他的墓。自然我不能永远在北平；别处的秋风使我倍加悲苦：祭黄先生的时

节是重阳的前后，他是那时候死的。去祭他是我自己加在身上的责任；他是

我最钦佩敬爱的一位老师，虽然他待我未必与待别的同学有什么分别；他爱

我们全体的学生。可是，我年年愿看看他的矮墓，在一株红叶的枫树下，离

大悲寺不远。 

  已经三年没去了，生命不由自主的东奔西走，三年中的北平只在我的梦

中！ 

  去年，也不记得为了什么事，我跑回去一次，只住了三天。虽然才过了

中秋，可是我不能不上西山去；谁知道什么时候才再有机会回去呢。自然上

西山是专为看黄先生的墓。为这件事，旁的事都可以搁在一边；说真的，谁

在北平三天能不想办一万样事呢。 

  这种祭墓是极简单的：只是我自己到了那里而已，没有纸钱，也没有香

与酒。黄先生不是个迷信的人，我也没见他饮过酒。 

  从城里到山上的途中，黄先生的一切显现在我的心上。在我有口气的时

候，他是永生的。真的；停在我心中，他是在死里活着。每逢遇上个穿灰布

大褂，胖胖的人，我总要细细看一眼。是的，胖胖的而穿灰布大衫，因黄先

生而成了对我个人的一种什么象征。甚至于有的时候与同学们聚餐，“黄先



生呢？”常在我的舌尖上；我总以为他是还活着。还不是这么说，我应当说：

我总以为他不会死，不应该死，即使我知道他确是死了。 

  他为什么作学监呢？胖胖的，老穿着灰布大衫！他作什么不比当学监强

呢？可是，他竟自作了我们的学监；似乎是天命，不作学监他怎能在四十多

岁便死了呢！ 

  胖胖的，脑后折着三道肉印；我常想，理发师一定要费不少的事，才能

把那三道弯上的短发推净。脸象个大肉葫芦，就是我这样敬爱他，也就没法

否认他的脸不是招笑的。可是，那双眼！上眼皮受着“胖”的影响，松松的

下垂，把原是一对大眼睛变成了俩螳螂卵包似的，留个极小的缝儿射出无限

度的黑亮。好象这两道黑光，假如你单单的看着它们，把“胖”的一切注脚

全勾销了。那是一个胖人射给一个活动，灵敏，快乐的世界的两道神光。他

看着你的时候，这一点点黑珠就象是钉在你的心灵上，而后把你象条上了钩

的小白鱼，钓起在他自己发射出的慈祥宽厚光朗的空气中。然后他笑了，极

天真的一笑，你落在他的怀中，失去了你自己。那件松松裹着胖黄先生的灰

布大衫，在这时节，变成了一件仙衣。在你没看见这双眼之前，假如你看他

从远处来了，他不过是团蠕蠕而动的灰色什么东西。 

  无论是哪个同学想出去玩玩，而造个不十二分有伤于诚实的谎，去到黄

先生那里请假，黄先生先那么一笑，不等你说完你的谎——好象唯恐你自己

说漏了似的——便极用心的用苏字给填好 “准假证”。但是，你必须去请假。

私自离校是绝对不行的。凡关乎人情的，以人情的办法办；凡关乎校规的，

校规是校规；这个胖胖的学监！ 

  他没有什么学问，虽然他每晚必和学生们一同在自修室读书；他读的都

是大本的书，他的笔记本也是庞大的，大概他的胖手指是不肯甘心伤损小巧

精致的书页。他读起书来，无论冬夏，头上永远冒着热汗，他决不是聪明人。

有时我偷眼看看他，他的眉，眼，嘴，好象都被书的神秘给迷住；看得出，



他的牙是咬得很紧，因为他的腮上与太阳穴全微微的动弹，微微的，可是紧

张。忽然，他那么天真的一笑，叹一口气，用块象小床单似的白手绢抹抹头

上的汗。 

  先不用说别的，就是这人情的不苟且与傻用功已足使我敬爱他——多数

的同学也因此爱他。稍有些心与脑的人，即使是个十五六岁的学生，象那时

候的我与我的学友们，还能看不出：他的温和诚恳是出于天性的纯厚，而同

时又能丝毫不苟的负责是足以表示他是温厚，不是懦弱？还觉不出他是 “我

们” 中的一个，不是 “先生” 们中的一个；因为他那种努力读书，为读书而

着急，而出汗，而叹气，还不是正和我们一样？ 

  到了我们有了什么学生们的小困难——在我们看是大而不易解决的——黄

先生是第一个来安慰我们，假如他不帮助我们；自然，他能帮忙的地方便在

来安慰之前已经自动的作了。二十多年前的中学学监也不过是挣六十块钱，

他每月是拿出三分之一来，预备着帮助同学，即使我们都没有经济上的困难，

他这三分之一的薪水也不会剩下。假如我们生了病，黄先生不但是殷勤的看

顾，而且必拿来些水果，点心，或是小说，几乎是偷偷的放在病学生的床上。 

  但是，这位困苦中的天使也是平安中的君王——他管束我们。宿舍不清

洁，课后不去运动……都要挨他的雷，虽然他的雷是伴着以泪作的雨点。 

  世界上，不，就说一个学校吧，哪能都是明白人呢。我们的同学里很有

些个厌恶黄先生的。这并不因为他的爱心不普遍，也不是被谁看出他是不真

诚，而是伟大与藐小的相触，结果总是伟大的失败，好似不如此不足以成其

伟大。这些同学们一样的受过他的好处，知道他的伟大，但是他们不能爱他。

他们受了他十样的好处后而被他申斥了一阵，黄先生便变成顶可恶的。我一

点也没有因此而轻视他们的意思，我不过是说世上确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

并不是不晓得好歹，而是他们的爱只限于爱自己；爱自己是溺爱，他们不肯

受任何的责备。设若你救了他的命，而同时责劝了他几句，他从此便永远记



着你的责备——为是恨你——而忘了救命的恩惠。黄先生的大错处是根本不应

来作学监，不负责的学监是有的，可是黄先生与不负责永远不能联结在一处。

不论他怎样真诚，怎样厚道，管束。 

  他初来到学校，差不多没有一个人不喜爱他，因为他与别位先生是那样

的不同。别位先生们至多不过是比书本多着张嘴的，我们佩服他们和佩服书

籍差不多。即使他们是活泼有趣的，在我们眼中也是另一种世界的活泼有趣，

与我们并没有多么大的关系。黄先生是个 “人”，他与别位先生几乎完全不

相同。他与我们在一处吃，一处睡，一处读书。 

  半年之后，已经有些同学对他不满意了，其中有的，受了他的规戒，有

的是出于立异——人家说好，自己就偏说坏，表示自己有头脑，别人是顺竿

儿爬的笨货。 

  经过一次小风潮，爱他的与厌恶他的已各一半了。风潮的起始，与他完

全无关。学生要在上课的时间开会了，他才出来劝止，而落了个无理的干涉。

他是个天真的人——自信心居然使他要求投票表决，是否该在上课时间开会！

幸而投与他意见相同的票的多着三张！风潮虽然不久便平静无事了，可是他

的威信已减了一半。 

  因此，要顶他的人看出时机已到：再有一次风潮，他管保得滚。谋着以

教师兼学监的人至少有三位。其中最活动的是我们的手工教师，一个用嘴与

舌活着的人，除了也是胖子，他和黄先生是人中的南北极。在教室上他曾说

过，有人给他每月八百圆，就是提夜壶也是美差。有许多学生喜欢他，因为

上他的课时就是睡觉也能得八十几分。他要是作学监，大家岂不是入了天国！

每天晚上，自从那次小风潮后，他的屋中有小的会议。不久，在这小会议中

种的子粒便开了花。校长处有人控告黄先生，黑板上常见 “胖牛”，“老山药

蛋”……同时，有的学生也向黄先生报告这些消息。忽然黄先生请了一天的假。

可是那天晚上自修的时候，校长来了，对大家训话，说黄先生向他辞职，但



是没有准他。末后，校长说，“有不喜欢这位好学监的，请退学；大家都不

喜欢他呢，我与他一同辞职。” 大家谁也没说什么。可是校长前脚出去，后

脚一群同学便到手工教员室中去开紧急会议。 

  第三天上黄先生又照常办事了，脸上可是好象瘦减了一圈。在下午课后

他召集全体学生训话，到会的也就是半数。他好象是要说许多许多的话似的，

及至到了台上，他第一个微笑就没笑出来，楞了半天，他极低细的说了一句：

“咱们彼此原谅吧！” 没说第二句。 

  暑假后，废除月考的运动一天扩大一天。在重阳前，炸弹爆发了。英文

教员要考，学生们不考；教员下了班，后面追随着极不好听的话。及至事情

闹到校长那里去，问题便由罢考改为撤换英文教员，因为校长无论如何也要

维持月考的制度。虽然有几位主张连校长一齐推倒的，可是多数人愿意先由

撤换教员作起。既不向校长作战，自然罢考须暂放在一边。这个时节，已经

有人警告了黄先生：“别往自己身上拢！” 

  可是谁叫黄先生是学监呢？他必得维持学校的秩序。况且，有人设法使

风潮往他身上转来呢。 

  校长不答应撤换教员。有人传出来，在职教员会议时，黄先生主张严办

学生，黄先生劝告教员合作以便抵抗学生，黄学监…… 

  风潮及转了方向，黄学监，已经不是英文教员，是炮火的目标。 

  黄先生还终日与学生们来往，劝告，解说，笑与泪交替的揭露着天真与

诚意。有什么用呢？ 

  学生中不反对月考的不敢发言。依违两可的是与其说和平的话不如说激

烈的，以便得同学的欢心与赞扬。这样，就是敬爱黄先生的连暗中警告他也

不敢了：风潮象个魔咒捆住了全校。 

  我在街上遇见了他。 

  “黄先生，请你小心点，” 我说。 



  “当然的，” 他那么一笑。 

  “你知道风潮已转了方向？” 

  他点了点头，又那么一笑，“我是学监！” 

  “今天晚上大概又开全体大会，先生最好不用去。” “可是，我是学监！” 

  “他们也许动武呢！” 

  “打‘我’？”他的颜色变了。 

  我看得出，他没想到学生要打他；他的自信力太大。可是同时他并不是

不怕危险。他是个 “人”，不是铁石作的英雄——因此我爱他。 

  “为什么呢？” 他好似是诘问着他自己的良心呢。“有人在后面指挥。” 

  “呕！” 可是他并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据我看；他紧跟着问：“假如我去

劝告他们，也打我？” 

  我的泪几乎落下来。他问得那么天真，几乎是儿气的；始终以为善意待

人是不会错的。他想不到世界上会有手工教员那样的人。 

  “顶好是不到会场去，无论怎样！” 

  “可是，我是学监！我去劝告他们就是了；劝告是惹不出事来的。谢谢

你！” 

  我楞在那儿了。眼看着一个人因责任而牺牲，可是一点也没觉到他是去

牺牲——— 一听见 “打” 字便变了颜色，而仍然不退缩！我看得出，此刻他

决不想辞职了，因为他不能在学校正极紊乱时候抽身一走。“我是学监！” 

我至今忘不了这一句话，和那四个字的声调。 

  果然晚间开了大会。我与四五个最敬爱黄先生的同学，故意坐在离讲台

最近的地方，我们计议好：真要是打起来，我们可以设法保护他。 

  开会五分钟后，黄先生推门进来了。屋中连个大气也听不见了。主席正

在报告由手工教员传来的消息——就是宣布学监的罪案——学监进来了！我知

道我的呼吸是停止了一会儿。 



  黄先生的眼好似被灯光照得一时不能睁开了，他低着头，象盲人似的轻

轻关好了门。他的眼睁开了，用那对慈善与宽厚作成的黑眼珠看着大众。他

的面色是，也许因为灯光太强，有些灰白。他向讲台那边挪了两步，一脚登

着台沿，微笑了一下。 

  “诸位同学，我是以一个朋友，不是学监的地位，来和大家说几句话！” 

  “假冒为善！” 

  “汉奸！” 

  后边有人喊。 

  黄先生的头低下去，他万也想不到被人这样骂他。他决不是恨这样骂他

的人，而是怀疑了自己，自己到底是不真诚，不然…… 

  这一低头要了他的命。 

 

  他一进来的时候，大家居然能那样静寂，我心里说，到底大家还是敬畏

他；他没危险了。这一低头，完了，大家以为他是被骂对了，羞愧了。 

  “打他！” 这是一个与手工教员最亲近的学友喊的，我记得。跟着，

“打！” “打！”后面的全立起来。我们四五个人彼此按了按膝，“不要动” 的

暗号；我们一动，可就全乱了。我喊了一句。 

  “出去！” 故意的喊得很难听，其实是个善意的暗示。他要是出去——他

离门只有两三步远——管保没有事了，因为我们四五个人至少可以把后面的

人堵住一会儿。可是黄先生没动！好象蓄足了力量，他猛然抬起头来。他的

眼神极可怕了。可是不到半分钟，他又低下头去，似乎用极大的忏悔，矫正

他的要发脾气。他是个 “人”，可是要拿人力把自己提到超人的地步。我明

白他那心中的变动：冷不防的被人骂了，自己怀疑自己是否正道；他的心告

诉他——无愧；在这个时节，后面喊 “打！”：他怒了；不应发怒，他们是些

青年的学生——又低下头去。 

  随着说第二次低头，“打！” 成了一片暴雨。 



  假如他真怒起来，谁也不敢先下手；可是他又低下头去——就是这么着，

也还只听见喊打，而并没有人向前。这倒不是大家不勇敢，实在是因为多数

——大多数——人心中有一句：“凭什么打这个老实人呢？”自然，主席的报告

是足以使些人相信的，可是究竟大家不能忘了黄先生以前的一切；况且还有

些人知道报告是由一派人造出来的。 

  我又喊了声，“出去！” 我知道 “滚” 是更合适的，在这种场面上，但

怎忍得出口呢！ 

  黄先生还是没动。他的头又抬起来：脸上有点笑意，眼中微湿，就象个

忠厚的小儿看着一个老虎，又爱又有点怕忧。 

  忽然由窗外飞进一块砖，带着碎玻璃碴儿，象颗横飞的彗星，打在他的

太阳穴上。登时见了血。他一手扶住了讲桌。后面的人全往外跑。我们几个

搀住了他。 

  “不要紧，不要紧，” 他还勉强的笑着，血已几乎盖满他的脸。 

  找校长，不在；找校医，不在；找教务长，不在；我们决定送他到医院

去。 

  “到我屋里去！” 他的嘴已经似乎不得力了。 

  我们都是没经验的，听他说到屋中去，我们就搀扶着他走。到了屋中，

他摆了两摆，似乎要到洗脸盆处去，可是一头倒在床上；血还一劲的流。 

  老校役张福进来看了一眼，跟我们说，“扶起先生来，我接校医去。” 

  校医来了，给他洗干净，绑好了布，叫他上医院。他喝了口白兰地，心

中似乎有了点力量，闭着眼叹了口气。校医说，他如不上医院，便有极大的

危险。他笑了。低声的说：“死，死在这里；我是学监！我怎能走呢——校长

们都没在这里！” 

  老张福自荐伴着 “先生” 过夜。我们虽然极愿守着他，可是我们知道

门外有许多人用轻鄙的眼神看着我们；少年是最怕被人说 “苟事” 的——同



情与见义勇为往往被人解释作 “苟事”，或是 “狗事”；有许多青年的血是能

极热，同时又极冷的。我们只好离开他。连这样，当我们出来的时候还听见

了：“美呀！黄牛的干儿子！” 

  第二天早晨，老张福告诉我们，“先生” 已经说胡话了。 

  校长来了，不管黄先生依不依，决定把他送到医院去。 

  可是这时候，他清醒过来。我们都在门外听着呢。那位手工教员也在那

里，看着学监室的白牌子微笑，可是对我们皱着眉，好象他是最关心黄先生

的苦痛的。我们听见了黄先生说： 

  “好吧，上医院；可是，容我见学生一面。” 

  “在哪儿？” 校长问。 

  “礼堂；只说两句话。不然，我不走！” 

  钟响了。几乎全体学生都到了。 

 

  老张福与校长搀着黄先生。血已透过绷布，象一条毒花蛇在头上盘着。

他的脸完全不象他的了。刚一进礼堂门，他便不走了，从绷布下设法睁开他

的眼，好象是寻找自己的儿女，把我们全看到了。他低下头去，似乎已支持

不住，就是那么低着头，他低声——可是很清楚的——说：“无论是谁打我来着，

我决不，决不计较！” 

  他出去了，学生没有一个动弹的。大概有两分钟吧。忽然大家全往外跑，

追上他，看他上了车。 

  过了三天，他死在医院。 

  谁打死他的呢？ 

  丁庚。 

  可是在那时节，谁也不知道丁庚扔砖头来着。在平日他是 “小姐”，没

人想到 “小姐” 敢飞砖头。 



  那时的丁庚，也不过是十七岁。老穿着小蓝布衫，脸上长着小红疙疸，

眼睛永远有点水锈，象敷着些眼药。老实，不好说话，有时候跟他好，有时

候又跟你好，有时候自动的收拾宿室，有时候一天不洗脸。所以是小姐——

有点忽东忽西的小性。 

  风潮过去了，手工教员兼任了学监。校长因为黄先生已死，也就没深究

谁扔的那块砖。说真的，确是没人知道。 

  可是，不到半年的工夫，大家猜出谁了——丁庚变成另一个人，完全不

是“小姐”了。他也爱说话了，而且永远是不好听的话。他永远与那些不用功

的同学在一起了，吸上了香烟——自然也因为学监不干涉——每晚上必出去，

有时候嘴里喷着酒味。他还作了学生会的主席。 

  由 “那”一晚上，黄先生死去，丁庚变了样。没人能想到 “小姐” 会打

人。可是现在他已不是 “小姐” 了，自然大家能想到他是会打人的。变动

的快出乎意料之外，那么，什么事都是可能的了；所以是 “他”！ 

 

  过了半年，他自己承认了——多半是出于自夸，因为他已经变成个 “刺

儿头”。最怕这位 “刺儿头” 的是手工兼学监那位先生。学监既变成他的部

下，他承认了什么也当然是没危险的。自从黄先生离开了学监室，我们的学

校已经不是学校。 

  为什么扔那块砖？据丁庚自己说，差不多有五六十个理由，他自己也不

知道哪一个最好，自然也没人能断定哪个最可靠。 

  据我看，真正的原因是 “小姐” 忽然犯了 “小姐性”。他最初是在大家

开会的时候，连进去也不敢，而在外面看风势。忽然他的那个劲儿来了，也

许是黄先生责备过他，也许是他看黄先生的胖脸好玩而试试打得破与否，也

许……不论怎么着吧，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天性本来是变鬼变神的，加以脸

上正发红泡儿的那股忽人忽兽的郁闷，他满可以作出些无意作而作了的事。

从多方面看，他确是那样的人。在黄先生活着的时候，他便是千变万化的，



有时候很喜欢人叫他 “黛玉”。黄先生死后，他便不知道他是怎回事了。有

时候，他听了几句好话，能老实一天，趴在桌上写小楷，写得非常秀润。第

二天，一天不上课！ 

  这种观察还不只限于学生时代，我与他毕业后恰巧在一块作了半年的事，

拿这半年中的情形看，他确是我刚说过的那样的人。拿一件事说吧。我与他

全作了小学教师，在一个学校里，我教初四。已教过两个月，他忽然想换班，

唯一的原因是我比他少着三个学生。可是他和校长并没这样说——为少看三

本卷子似乎不大好出口。他说，四年级级任比三年级的地位高，他不甘居人

下。这虽然不很象一句话，可究竟是更精神一些的争执。他也告诉校长：他

在读书时是作学生会主席的，主席当然是大众的领袖，所以他教书时也得教

第一班。校长与我谈论这件事，我是无可无不可，全凭校长调动。校长反倒

以为已经教了快半个学期，不便于变动。这件事便这么过去了。到了快放年

假的时候，校长有要事须请两个礼拜的假，他打算求我代理几天。丁庚又答

应了。可是这次他直接的向我发作了，因为他亲自请求校长叫他代理是不好

意思的。我不记得我的话了，可是大意是我应着去代他向校长说说：我根本

不愿意代理。 

 

  及至我已经和校长说了，他又不愿意，而且忽然的辞职，连维持到年假

都不干。校长还没走，他卷铺盖走了。谁劝也无用，非走不可。 

  从此我们俩没再会过面。 

  看见了黄先生的坟，也想起自己在过去二十年中的苦痛。坟头更矮了些，

那么些土上还长着点野花，“美” 使悲酸的味儿更强烈了些。太阳已斜挂在

大悲寺的竹林上，我只想不起动身。深愿黄先生，胖胖的，穿着灰布大衫，

来与我谈一谈。 



  远处来了个人。没戴着帽，头发很长，穿着青短衣，还看不出他的模样

来，过路的，我想；也没大注意。可是他没顺着小路走去，而是舍了小道朝

我来了。又一个上坟的？ 

  他好象走到坟前才看见我，猛然的站住了。或者从远处是不容易看见我

的，我是倚着那株枫树坐着呢。“你，” 他叫着我的名字。 

  我楞住了，想不起他是谁。 

  “不记得我了？丁——” 

  没等他说完我想起来了，丁庚。除了他还保存着点 “小姐” 气——说不

清是在他身上哪处——他绝对不是二十年前的丁庚了。头发很长，而且很乱。

脸上乌黑，眼睛上的水锈很厚，眼窝深陷进去，眼珠上许多血丝。牙已半黑，

我不由的看了看他的手，左右手的食指与中指全黄了一半。他一边看着我，

一边从袋里摸出一盒 “大长城” 来。 

  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一阵悲惨。我与他是没有什么感情的，可是幼时的

同学……我过去握住他的手；他的手颤得很厉害。我们彼此看了一眼，眼中

全湿了；然后不约而同的看着那个矮矮的墓。 

  “你也来上坟？” 这话已到我的唇边，被我压回去了。他点一枝烟，向

蓝天吹了一口，看看我，看看坟，笑了。 

  “我也来看他，可笑，是不是？” 他随说随坐在地上。我不晓得说什么

好，只好顺口搭音的笑了声，也坐下了。他半天没言语，低着头吸他的烟，

似乎是思想什么呢。烟已烧去半截，他抬起头来，极有姿式的弹着烟灰。先

笑了笑，然后说： 

  “二十多年了！他还没饶了我呢！” 

  “谁？” 

  他用烟卷指了指坟头：“他！” 

  “怎么？”我觉得不大得劲；深怕他是有点疯魔。 



  “你记得他最后的那句？决——不——计——较，是不是？” 

  我点点头。 

  “你也记得咱们在小学教书的时候，我忽然不干了？我找你去叫你不要

代理校长？好，记得你说的是什么？” “我不记得。” 

  “决不计较！你说的。那回我要和你换班次，你也是给了我这么一句。

你或者出于无意，可是对于我，这句话是种报复，惩罚。它的颜色是红的一

条布，象条毒蛇；它确是有颜色的。它使我把生命变成一阵颤抖；志愿，事

业，全随颤抖化为——秋风中的落叶。象这颗枫树的叶子。你大概也知道，

我那次要代理校长的原因？我已运动好久，叫他不能回任。可是你说了那么

一句——” 

  “无心中说的，” 我表示歉意。 

  “我知道。离开小学，我在河务局谋了个差事。很清闲，钱也不少。半

年之后，出了个较好的缺。我和一个姓李的争这个地位。我运动，他也运动，

力量差不多是相等，所以命令多日没能下来。在这个期间，我们俩有一次在

局长家里遇上了，一块打了几圈牌。局长，在打牌的时候，露出点我们俩竞

争很使他为难的口话。我没说什么，可是姓李的一边打出一个红中，一边说：

‘红的！我让了，决不计较！’红的！不计较！黄学监又立在我眼前，头上围

着那条用血浸透的红布！我用尽力量打完了那圈牌，我的汗湿透了全身。我

不能再见那个姓李的，他是黄学监第二，他用杀人不见血的咒诅在我魂灵上

作祟：假如世上真有妖术邪法，这个便是其中的一种。我不干了。不干了！” 

他的头上出了汗。 

 

  “或者是你身体不大好，精神有点过敏。” 我的话一半是为安慰他，一

半是不信这种见神见鬼的故事。 

  “我起誓，我一点病没有。黄学监确是跟着我呢。他是假冒为善的人，

所以他会说假冒为善的恶咒。还是用事实说明吧。我从河务局出来不久便成



婚，” 这一句还没说全，他的眼神变得象失了雏儿的恶鹰似的，瞪着地上一

颗半黄的鸡爪草，半天，他好象神不附体了。我轻嗽了声，他一哆嗦，抹了

抹头上的汗，说：“很美，她很美。可是——不贞。在第一夜，洞房便变成地

狱，可是没有血，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血的洞房是地狱，自然这是老思想，

可是我的婚事老式的，当然感情也是老式的。她都说了，只求我，央告我，

叫我饶恕她。按说，美是可以博得一切赦免的。可是我那时铁了心；我下了

不戴绿帽的决心。她越哭，我越狠，说真的，折磨她给我一些愉快。末后，

她的泪已干，她的话已尽，她说出最后的一句：‘请用我心中的血代替吧，’ 

她打开了胸，‘给这儿一刀吧；你有一切的理由，我死，决不计较你！’ 我

完了，黄学监在洞房门口笑我呢。我连动一动也不能了。第二天，我离开了

家，变成一个有家室的漂流者，家中放着一个没有血的女人，和一个带着血

的鬼！但是我不能自杀，我跟他干到底，他劫去我一切的快乐，不能再叫他

夺去这条命！” “丁：我还以为你是不健康。你看，当年你打死他，实在不

是有意的。况且黄先生的死也一半是因为耽误了，假如他登时上医院去，一

定不会有性命的危险。” 我这样劝解；我准知道，设若我说黄先生是好人，

决不能死后作祟，丁庚一定更要发怒的。 

  “不错。我是出于无心，可是他是故意的对我发出假慈悲的原谅，而其

实是种恶毒的诅咒。不然，一个人死在眼前，为什么还到礼堂上去说那个呢？

好吧，我还是说事实吧。我既是个没家的人，自然可以随意的去玩了。我大

概走了至少也有十二三省。最后，我在广东加入了革命军。打到南京，我已

是团长。设若我继续工作，现在来至少也作了军长。可是，在清党的时节，

我又不干了。是这么回事，一个好朋友姓王，他是左倾的。他比我职分高。

设若我能推倒他，我登时便能取得他的地位。陷害他，是极容易的事，我有

许多对他不利的证据，但是我不忍下手。我们俩出死入生的在一处已一年多，

一同入医院就有两次。可是我又不能抛弃这个机会；志愿使英雄无论如何也



得辣些。我不是个十足的英雄，所以我想个不太激进的办法来。我托了一个

人向他去说，他的危险怎样的大，不如及早逃走，把一切事务交给我，我自

会代他筹画将来的安全。他不听。我火了。不能不下毒手。我正在想主意，

这个不知死的鬼找我来了，没带着一个人。有些人是这样：至死总假装宽厚

大方，一点不为自己的命想一想，好象死是最便宜的事，可笑。这个人也是

这样，还在和我嘻嘻哈哈。我不等想好主意了，反正他的命是在我手心里，

我对他直接的说了——我的手摸着手枪。他，他听完了，向我笑了笑。‘要是

你愿杀我，’ 他说，还是笑着，‘请，我决不计较。’ 这能是他说的吗？怎

能那么巧呢？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凡是我要成功的时候，‘他’老借着个

笑脸来报仇，假冒为善的鬼会拿 

柔软的方法来毁人。我的手连抬也抬不起来了，不要说还要拿枪打人。姓王

的笑着，笑着，走了。他走了，能有我的好处吗？他的地位比我高。拿证据

去告发他恐怕已来不及了，他能不马上想对待我的法子吗？结果，我得跑！

到现在，我手下的小卒都有作团长的了，我呢？我只是个有妻室而没家，不

当和尚而住在庙里的——我也说不清我是什么！” 乘他喘气，我问了一句：

“哪个庙事？” 

  “眼前的大悲寺！为是离着他近，” 他指着坟头。看我没往下问，他自

动的说明：“离他近，我好天天来诅咒他！” 

  不记得我又和他说了什么，还是什么也没说，无论怎样吧！我是踏着金

黄的秋色下了山，斜阳在我的背后。我没敢回头，我怕那株枫树，叶子不是

怎么红得似血！ 

 



鲁迅 

祝福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到

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钝响，是

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空气里已经

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我是正在这一夜回到我的故乡鲁镇的。虽说故乡，然

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他是我的本家，比我长一

辈，应该称之曰 “四叔”，是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他比先前并没有什么大

改变，单是老了些，但也还末留胡子，一见面是寒暄，寒暄之后说我 “胖

了”，说我 “胖了”之后即大骂其新党。但我知道，这并非借题在骂我：因为

他所骂的还是康有为。但是，谈话是总不投机的了，于是不多久，我便一个

人剩在书房里。 

    第二天我起得很迟，午饭之后，出去看了几个本家和朋友；第三天也

照样。他们也都没有什么大改变，单是老了些；家中却一律忙，都在准备着 

“祝福”。这是鲁镇年终的大典，致敬尽礼，迎接福神，拜求来年一年中的好

运气的。杀鸡，宰鹅，买猪肉，用心细细的洗，女人的臂膊都在水里浸得通

红，有的还带着绞丝银镯子。煮熟之后，横七竖八的插些筷子在这类东西上，

可就称为 “福礼” 了，五更天陈列起来，并且点上香烛，恭请福神们来享

用，拜的却只限于男人，拜完自然仍然是放爆竹。年年如此，家家如此，—

—只要买得起福礼和爆竹之类的——今年自然也如此。天色愈阴暗了，下午竟

下起雪来，雪花大的有梅花那么大，满天飞舞，夹着烟霭和忙碌的气色，将

鲁镇乱成一团糟。我回到四叔的书房里时，瓦楞上已经雪白，房里也映得较

光明，极分明的显出壁上挂着的朱拓的大 “寿” 字，陈抟老祖写的，一边

的对联已经脱落，松松的卷了放在长桌上，一边的还在，道是 “事理通达心



气和平”。我又无聊赖的到窗下的案头去一翻，只见一堆似乎未必完全的

《康熙字典》，一部《近思录集注》和一部《四书衬》。无论如何、我明天

决计要走了。 

 

    况且，一直到昨天遇见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那是下午，

我到镇的东头访过一个朋友，走出来，就在河边遇见她；而且见她瞪着的眼

睛的视线，就知道明明是向我走来的。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

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五年前的花白的头发，即今已经全白，会不像四

十上下的人；脸上瘦削丕堪，黄中带黑，而且消尽了先前悲哀的神色，仿佛

是木刻似的；只有那眼珠间或一轮，还可以表示她是一个活物。她一手提着

竹篮。 

内中一个破碗，空的；一手技着一支比她更长的竹竿，下端开了裂：她分明

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 

    我就站住，豫备她来讨钱。 

    “你回来了？” 她先这样问。 

    “是的。” 

    “这正好。你是识字的，又是出门人，见识得多。我正要问你一件事——”

她那没有精采的眼睛忽然发光了。 

    我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的站着。 

    “就是——” 她走近两步，放低了声音，极秘密似的切切的说，“一个人

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 

    我很悚然，一见她的眼钉着我的，背上也就遭了芒刺一般，比在学校

里遇到不及豫防的临时考，教师又偏是站在身旁的时候，惶急得多了。对于

魂灵的有无，我自己是向来毫不介意的；但在此刻，怎样回答她好呢？我在

极短期的踌躇中，想，这里的人照例相信鬼，“然而她，却疑惑了，——或者



不如说希望：希望其有，又希望其无……，人何必增添末路的人的苦恼，一

为她起见，不如说有罢。 

    “也许有罢，——我想。” 我于是吞吞吐虹的说。 

    “那么，也就有地狱了？” 

 

    “啊！地狱？” 我很吃惊，只得支吾者，“地狱？——论理，就该也有。

——然而也未必，……谁来管这等事……。” 

    “那么，死掉的一家的人，都能见面的？” 

    “唉唉，见面不见面呢？……”这时我已知道自己也还是完全一个愚人，

什么踌躇，什么计画，都挡不住三句问，我即刻胆怯起来了，便想全翻过先

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

不清。” 

    我乘她不再紧接的问，迈开步便走，勿勿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里很

觉得不安逸。自己想，我这答话怕于她有些危险。她大约因为在别人的祝福

时候，感到自身的寂寞了，然而会不会含有别的什么意思的呢？——或者是

有了什么豫感了？倘有别的意思，又因此发生别的事，则我的答活委实该负

若干的责任……。但随后也就自笑，觉得偶尔的事，本没有什么深意义，而

我偏要细细推敲，正无怪教育家要说是生着神经病；而况明明说过 “说不

清”，已经推翻了答话的全局，即使发生什么事，于我也毫无关系了。 

    “说不清” 是一句极有用的话。不更事的勇敢的少年，往往敢于给人解

决疑问，选定医生，万一结果不佳，大抵反成了怨府，然而一用这说不清来

作结束，便事事逍遥自在了。我在这时，更感到这一句话的必要，即使和讨

饭的女人说话，也是万不可省的。 

    但是我总觉得不安，过了一夜，也仍然时时记忆起来，仿佛怀着什么

不祥的豫感，在阴沉的雪天里，在无聊的书房里，这不安愈加强烈了。不如

走罢，明天进城去。福兴楼的请墩鱼翅，一元一大盘，价廉物美，现在不知



增价了否？往日同游的朋友，虽然已经云散，然而鱼翅是不可不吃的，即使

只有我一个……。无论如何，我明天决计要走了。 

    我因为常见些但愿不如所料，以为未毕竟如所料的事，却每每恰如所

料的起来，所以很恐怕这事也一律。果然，特别的情形开始了。傍晚，我竟

听到有些人聚在内室里谈话，仿佛议论什么事似的，但不一会，说话声也就

止了，只有四叔且走而且高声的说： 

 

    “不早不迟，偏偏要在这时候——这就可见是一个谬种！” 

    我先是诧异，接着是很不安，似乎这话于我有关系。试望门外，谁也

没有。好容易待到晚饭前他们的短工来冲茶，我才得了打听消息的机会。 

    “刚才，四老爷和谁生气呢？” 我问。 

    “还不是和样林嫂？” 那短工简捷的说。 

    “祥林嫂？怎么了？” 我又赶紧的问。 

    “老了。” 

    “死了？” 我的心突然紧缩，几乎跳起来，脸上大约也变了色，但他始

终没有抬头，所以全不觉。我也就镇定了自己，接着问： 

    “什么时候死的？” 

    “什么时候？——昨天夜里，或者就是今天罢。——我说不清。” 

    “怎么死的？” 

    “怎么死的？——还不是穷死的？”他淡然的回答，仍然没有抬头向我看，

出去了。 

    然而我的惊惶却不过暂时的事，随着就觉得要来的事，已经过去，并

不必仰仗我自己的 “说不清” 和他之所谓 “穷死的” 的宽慰，心地已经渐

渐轻松；不过偶然之间，还似乎有些负疚。晚饭摆出来了，四叔俨然的陪着。

我也还想打听些关于祥林嫂的消息，但知道他虽然读过 “鬼神者二气之良能

也”，而忌讳仍然极多，当临近祝福时候，是万不可提起死亡疾病之类的话



的，倘不得已，就该用一种替代的隐语，可惜我又不知道，因此屡次想问，

而终于中止了。我从他俨然的脸色上，又忽而疑他正以为我不早不迟，偏要

在这时候来打搅他，也是一个谬种，便立刻告诉他明天要离开鲁镇，进城去，

趁早放宽了他的心。他也不很留。这佯闷闷的吃完了一餐饭。 

    冬季日短，又是雪天，夜色早已笼罩了全市镇。人们都在灯下匆忙，

但窗外很寂静。雪花落在积得厚厚的雪褥上面，听去似乎瑟瑟有声，使人更

加感得沉寂。我独坐在发出黄光的莱油灯下，想，这百无聊赖的祥林嫂，被

人们弃在尘芥堆中的，看得厌倦了的陈旧的玩物，先前还将形骸露在尘芥里，

从活得有趣的人们看来，恐怕要怪讶她何以还要存在，现在总算被无常打扫

得于干净净了。魂灵的有无，我不知道；然而在现世，则无聊生者不生，即

使厌见者不见，为人为己，也还都不错。我静听着窗外似乎瑟瑟作响的雪花

声，一面想，反而渐渐的舒畅起来。 

    然而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联成一片了。 

    她不是鲁镇人。有一年的冬初，四叔家里要换女工，做中人的卫老婆

子带她进来了，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年纪大约二十

六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卫老婆子叫她祥林嫂，说是自己母家

的邻舍，死了当家人，所以出来做工了。四叔皱了皱眉，四婶已经知道了他

的意思，是在讨厌她是一个寡妇。但是她模样还周正，手脚都壮大，又只是

顺着限，不开一句口，很像一个安分耐劳的人，便不管四叔的皱眉，将她留

下了。试工期内，她整天的做，似乎闲着就无聊，又有力，简直抵得过一个

男子，所以第三天就定局，每月工钱五百文。 

    大家都叫她祥林嫂；没问她姓什么，但中人是卫家山人，既说是邻居，

那大概也就姓卫了。她不很爱说话，别人问了才回答，答的也不多。直到十

几天之后，这才陆续的知道她家里还有严厉的婆婆，一个小叔子，十多岁，



能打柴了；她是春天没了丈夫的；他本来也打柴为生，比她小十岁：大家所

知道的就只是这一点。 

    日子很快的过去了，她的做工却毫没有懈，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

人们都说鲁四老爷家里雇着了女工，实在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到年底，扫

尘，洗地，杀鸡，宰鹅，彻夜的煮福礼，全是一人担当，竟没有添短工。然

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的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 

    新年才过，她从河边掏米回来时，忽而失了色，说刚才远远地看见几

个男人在对岸徘徊，很像夫家的堂伯，恐怕是正在寻她而来的。四婶很惊疑，

打听底细，她又不说。四叔一知道，就皱一皱眉，道： 

    “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 

 

    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 

    此后大约十几天，大家正已渐渐忘却了先前的事，卫老婆子忽而带了

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进来了，说那是详林嫂的婆婆。那女人虽是山里人模样，

然而应酬很从容，说话也能干，寒暄之后，就赔罪，说她特来叫她的儿媳回

家去，因为开春事务忙，而家中只有老的和小的，人手不够了。 

    “既是她的婆婆要她回去，那有什么话可说呢。” 四叔说。 

    于是算清了工钱，一共一千七百五十文，她全存在主人家，一文也还

没有用，便都交给她的婆婆。那女人又取了衣服，道过谢，出去了。其时已

经是正午。 

    “阿呀，米呢？祥林嫂不是去淘米的么？……” 好一会，四婶这才惊叫

起来。她大约有些饿，记得午饭了。 

    于是大家分头寻淘箩。她先到厨下，次到堂前，后到卧房，全不见掏

箩的影子。四叔踱出门外，也不见，一直到河边，才见平平正正的放在岸上，

旁边还有一株菜。 



    看见的人报告说，河里面上午就泊了一只白篷船，篷是全盖起来的，

不知道什么人在里面，但事前也没有人去理会他。待到祥林嫂出来掏米，刚

刚要跪下去，那船里便突然跳出两个男人来，像是山里人，一个抱住她，一

个帮着，拖进船去了。样林嫂还哭喊了几声，此后便再没有什么声息，大约

给用什么堵住了罢。接着就走上两个女人来，一个不认识，一个就是卫婆于。

窥探舱里，不很分明，她像是捆了躺在船板上。 

    “可恶！然而……。” 四叔说。 

    这一天是四婶自己煮中饭；他们的儿子阿牛烧火。 

    午饭之后，卫老婆子又来了。 

    “可恶！” 四叔说。 

    “你是什么意思？亏你还会再来见我们。” 四婶洗着碗，一见面就愤愤

的说，“你自己荐她来，又合伙劫她去，闹得沸反盈天的，大家看了成个什

么样子？你拿我们家里开玩笑么？” 

 

    “阿呀阿呀，我真上当。我这回，就是为此特地来说说清楚的。她来求

我荐地方，我那里料得到是瞒着她的婆婆的呢。对不起，四老爷，四太太。

总是我老发昏不小心，对不起主顾。幸而府上是向来宽洪大量，不肯和小人

计较的。这回我一定荐一个好的来折罪……。” 

    “然而……。”四叔说。 

    于是祥林嫂事件便告终结，不久也就忘却了。 

    只有四嫂，因为后来雇用的女工，大抵非懒即馋，或者馋而且懒，左

右不如意，所以也还提起祥林嫂。每当这些时候，她往往自言自语的说，

“她现在不知道怎么佯了？”意思是希望她再来。但到第二年的新正，她也就

绝了望。 



    新正将尽，卫老婆子来拜年了，已经喝得醉醺醺的，自说因为回了一

趟卫家山的娘家，住下几天，所以来得迟了。她们问答之间，自然就谈到祥

林嫂。 

    “她么？”卫若婆子高兴的说，“现在是交了好运了。她婆婆来抓她回去

的时候，是早已许给了贺家坳的贸老六的，所以回家之后不几天，也就装在

花轿里抬去了。” 

    “阿呀，这样的婆婆！……”四婶惊奇的说。 

    “阿呀，我的太太！你真是大户人家的太太的话。我们山里人，小户人

家，这算得什么？她有小叔子，也得娶老婆。不嫁了她，那有这一注钱来做

聘礼？他的婆婆倒是精明强干的女人呵，很有打算，所以就将地嫁到里山去。

倘许给本村人，财礼就不多；惟独肯嫁进深山野坳里去的女人少，所以她就

到手了八十千。现在第二个儿子的媳妇也娶进了，财礼花了五十，除去办喜

事的费用，还剩十多千。吓，你看，这多么好打算？……” 

    “祥林嫂竟肯依？……” 

    “这有什么依不依。——闹是谁也总要闹一闹的，只要用绳子一捆，塞在

花轿里，抬到男家，捺上花冠，拜堂，关上房门，就完事了。可是详林嫂真

出格，听说那时实在闹得利害，大家还都说大约因为在念书人家做过事，所

以与众不同呢。太太，我们见得多了：回头人出嫁，哭喊的也有，说要寻死

觅活的也有，抬到男家闹得拜不成天地的也有，连花烛都砸了的也有。样林

嫂可是异乎寻常，他们说她一路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

拉出轿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的捺住她也还拜不成夭地。他们一不

小心，一松手，阿呀，阿弥陀佛，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

窟窿，鲜血直流，用了两把香灰，包上两块红布还止不住血呢。直到七手八

脚的将她和男人反关在新房里，还是骂，阿呀呀，这真是……。” 她摇一摇

头，顺下眼睛，不说了。 



    “后来怎么样呢？”四婢还问。 

    “听说第二天也没有起来。” 她抬起眼来说。 

    “后来呢？” 

    “后来？——起来了。她到年底就生了一个孩子，男的，新年就两岁了。

我在娘家这几天，就有人到贺家坳去，回来说看见他们娘儿俩，母亲也胖，

儿子也胖；上头又没有婆婆，男人所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是自家的。

——唉唉，她真是交了好运了。” 

    从此之后，四婶也就不再提起祥林嫂。 

    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得到祥林嫂好运的消息之后的又过了两个新

年，她竟又站在四叔家的堂前了。桌上放着一个荸荠式的圆篮，檐下一个小

铺盖。她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祆，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

两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顺着眼，眼角上带些泪痕，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

神了。而且仍然是卫老婆子领着，显出慈悲模样，絮絮的对四婶 

说： 

    “……这实在是叫作‘天有不测风云’，她的男人是坚实人，谁知道年纪青

青，就会断送在伤寒上？本来已经好了的，吃了一碗冷饭，复发了。幸亏有

儿子；她又能做，打柴摘茶养蚕都来得，本来还可以守着，谁知道那孩子又

会给狼衔去的呢？春天快完了，村上倒反来了狼，谁料到？现在她只剩了一

个光身了。大伯来收屋，又赶她。她真是走投无路了，只好来求老主人。好

在她现在已经再没有什么牵挂，太太家里又凄巧要换人，所以我就领她来。

——我想，熟门熟路，比生手实在好得多……。” 

    “我真傻，真的，” 祥林嫂抬起她没有神采的眼睛来，接着说。“我单

知道下雪的时候野兽在山坳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

我一清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

去。他是很听话的，我的话句句听；他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掏米，米



下了锅，要蒸豆。我叫阿毛，没有应，出去口看，只见豆撒得一地，没有我

们的阿毛了。他是不到别家去玩的；各处去一问，果然没有。我急了，央人

出去寻。直到下半天，寻来寻去寻到山坳里，看见刺柴上桂着一只他的小鞋。

大家都说，糟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他果然躺在草窠里，肚里的五脏

已经都给吃空了，手上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 她接着但是呜咽，

说不出成句的话来。 

    四婶起刻还踌踌，待到听完她自己的话，眼圈就有些红了。她想了一

想，便教拿圆篮和铺盖到下房去。卫老婆子仿佛卸了一肩重相似的嘘一口气，

祥林嫂比初来时候神气舒畅些，不待指引，自己驯熟的安放了铺盖。她从此

又在鲁镇做女工了。 

    大家仍然叫她祥林嫂。 

    然而这一回，她的境遇却改变得非常大。上工之后的两三天，主人们

就觉得她手脚已没有先前一样灵活，记性也坏得多，死尸似的脸上又整日没

有笑影，四婶的口气上，已颇有些不满了。当她初到的时候，四叔虽然照例

皱过眉，但鉴于向来雇用女工之难，也就并不大反对，只是暗暗地告诫四姑

说，这种人虽然似乎很可怜，但是败坏风俗的，用她帮忙还可以，祭祀时候

可用不着她沾手，一切饭莱，只好自已做，否则，不干不净，祖宗是不吃的。 

    四叔家里最重大的事件是祭祀，祥林嫂先前最忙的时候也就是祭祀，

这回她却清闲了。桌子放在堂中央，系上桌帏，她还记得照旧的去分配酒杯

和筷子。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摆。”四婶慌忙的说。 

    她讪讪的缩了手，又去取烛台。 

    “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四婶又慌忙的说。 

    她转了几个圆圈，终于没有事情做，只得疑惑的走开。她在这一天可

做的事是不过坐在灶下烧火。 



    镇上的人们也仍然叫她祥林嫂，但音调和先前很不同；也还和她讲话，

但笑容却冷冷的了。她全不理会那些事，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

夜不忘的故事： 

    “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

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

豆，叫我们的阿毛坐在门槛上剥豆去。他是很听话的孩子，我的话句句听；

他就出去了。我就在屋后劈柴，淘米，米下了锅，打算蒸豆。我叫，‘阿

毛！’ 没有应。出去一看，只见豆撒得满地，没有我们的阿毛了。各处去一

向，都没有。我急了，央人去寻去。直到下半天，几个人寻到山坳里，看见

刺柴上挂着一只他的小鞋。大家都说，完了，怕是遭了狼了；再进去；果然，

他躺在草窠里， 

肚里的五脏已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的捏着那只小篮呢。……”她

于是淌下眼泪来，声音也呜咽了。 

    这故事倒颇有效，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

女人们却不独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

泪来。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

的故事。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齐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

番，满足的去了，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她就只是反复的向人说她悲惨的故事，常常引住了三五个人来听她。

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

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后来全镇的人们几乎都能背诵她的话，一听到就烦厌得

头痛。 

    “我真傻，真的，” 她开首说。 

 

    “是的，你是单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才会到村里来的。”

他们立即打断她的话，走开去了。 



    她张着口怔怔的站着，直着眼睛看他们，接着也就走了 

 

林语堂 

女人              

 

    我最喜欢同女人讲话，她们真有意思，常使我想起拜伦的名句： 

    “男人是奇怪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女人。” 

  “What a strange thing is man! and what is stranger is woman!” 

    请不要误会我是女性憎恶者，如尼采与叔本华。我也不同意莎士比亚

绅士式的对于女人的至高的概念说：“脆弱，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我喜欢女人，就如她们平常的模样，用不着神魂颠倒，也用不着满腹

辛酸。她们能看一切的矛盾、浅薄、浮华，我很信赖她们的直觉和生存的本

能－－她们的重情感轻理智的表面之下，她们能攫住现实，而且比男人更接

近人生，我很尊重这个，她们懂得人生，而男人却只知理论。她们了解男人，

而男人却永不了解女人。男人一生抽烟、田猎、发明、编曲，女子却能养育

儿女，这不是一种可以轻蔑的事。 

    我不相信假定世上单有父亲，也可一看管他的儿女，假定世上没有母

亲，一切的婴孩必于三岁以下一起发疹死尽，即使不死，也必未满十岁而成

为扒手。小学生上学也必迟到，大人们办公也未必会照时侯。手帕必积几月

而不洗，洋伞必时时遗失，公共汽车也不能按时开行。没有婚丧喜庆，尤其

一定没有理发店。是的，人生之大事，生老病死，处处都是靠女人去应付安

排，而不是男人。种族之延绵，风俗之造成，民族之团结，都是端赖女人。

没有女 

子的社会，必定没有礼俗，宗教，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世上没有天性守礼

的男子，也没有天性不守礼的女子。假定没有女人，男人不会居住在漂亮的



千扁一律的公寓、弄堂，而必住于三角门窗而有独出心裁的设计之房屋。会

在卧室吃饭，在饭厅安眠的，而且最好的外交官也不会知道区别白领带与黑

领带之重要。 

    以上一大篇话，无非用以证明女子之直觉远胜于男人之理论。这一点

既明，我们可以进而讨论女子谈话之所以有意思。其实女子之理论谈话，就

是她们之一部。在所谓闲谈里，找不到淡然无味的抽象名词，而是真实的人

物，都是会爬会蠕动会娶嫁的东西。比方女子在社会中介绍某大学的有机化

学教授，必不介绍他为有机化学教授，而为利哈生上校的舅爷。而且上校死

时，她正在纽约病院割盲肠炎，从这一点出发，她可向日本外交家的所谓应

注意的“现实”方面发挥－－或者哈利生上校曾经跟她一起在根辛顿花园散步，

或是由盲肠炎而使她记起“亲爱的老勃郎医生，跟他的长胡子”。 

    无论谈到什么题目，女子是攫住现实的。她知道何者为充满人生意味

的事实，何者为无用的空谈。所以任何一个真的女子会喜欢《碧眼儿日记》

（Gentlemen Prefer Blondes）中的女子，当她游巴黎，走到 Place Vendome 

的历史上有名的古碑时，俾要背着那块古碑，而仰观历史有名的名字，如 

Coty 与 Castier （香水店的老招牌），凭她的直觉，以 Vendome 与

Coty相比，自会明白 Coty 是充满人生意义的，而有机化学则不是。人

生是由有机化学与无机化学而造成的。自然，世上也有 Madame Curie 

Emma Goldmans 与 Beatrice Webbs 之一类学者，但是我是讲普通的一

般女人。让我来举个例： 

    “Ｘ 是大诗人”，我有一回在火车上与一个女客对谈。“他很能欣赏音

乐，他的文字极其优美自然。” 我说。 

    “你是不是说Ｗ？他的太太是抽鸦片烟的。” 

  “是的，他自己也不时抽。但是我是在讲他的文字。” 

  “她带他抽上的。我想她害了他一生。” 



  “假使你的厨子有了外遇，你便觉得他的点心失了味道吗？” 

 

  “呵，那个不同。” 

  “不是正一样吗？” 

  “我觉得不同。” 

  感觉是女人的最高法院，当女人将是非诉于她的 “感觉”之前时，明理

人就当见机而退。 

    一位美国女人曾出了一个 “美妙的主意”，认为男人把世界统治得一塌

糊涂，所以此后应把统治世界之权交与女人。 

    现在，以一个男人的资格来讲，我是完全赞成这个意见的。我懒于再

去统治世界，如果还有人盲目的乐于去做这件事情，我是甚愿退让，我要去

休假。我是完全失败了，我不要再去统治世界了。我想所有脑筋清楚的男人，

一定都有同感。如果塔斯马尼亚岛（在澳洲之南）的土人喜欢来统治世界，

我是甘愿把这件事情让给他们，不过我想他们是不喜欢的。 

    我觉得头戴王冠的人，都是寝不安席的。我认为男人们都有这种感觉。

据说我们男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也是世界命运的主宰，还有我们男人是自

己灵魂的执掌者，也是世界灵魂的执掌者，比如政治家、政客、市长、审判

官、戏院经理、糖果店主人，以及其他的职位，全为男人所据有。实则我们

没有一个人喜欢去作这种事。情形比这还要简单，如哥伦比亚大学心理教授

言，男女之间真正的分工合怍，是男人只去赚钱，女人只去用钱。我真愿意

看见女人勤劳工作于船厂，公事房中，会议席上，同时我们男人却穿着下午

的轻俏绿衣，出去作纸牌之戏，等着我们的亲爱的公毕回家，带我们去看电

影。这就是我所谓美妙的主意。 

    但是除去这种自私的理由外，我们实在应当自以为耻。要是女人统治

世界，结果也不会比男人弄得更糟。所以如果女人说，“也应当让我们女人

去试一试”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不出之以诚，承认自己的失败，让她们来统



治世界呢？女人一向是在养育子女，我们男人却去掀动战事，使最优秀的青

年们去送死。这真是骇人听闻的事。但是这是无法挽救的。我们男人生来就

是如此。我们总要打仗，而女人则只是互相撕扯一番，最厉害的也不过是皮

破血流而已。如果不流血中毒，这算不了什么伤害。女人只用转动的针即满

足，而我们则要用机关枪。有人说只要男人喜欢去听鼓乐队奏乐，我们就不

能停止作战。我们是不能抵拒鼓乐队的，假如我们能在家静坐少出，感到下

午茶会的乐趣，你想我们还去打仗吗？如果女人统治世界，我们可以向她们

说：“你们在统治着世界，如果你们要打仗，请你们自己出去打吧。” 那时

世界上就不会有机关枪，天下最后也变得太平了。 

 

郭沫若 

后悔 

 

  阴历的年底看看已经到了。本来是送穷无计的爱牟偏又有几位朋友走来向他告贷，

他没有法子只得拿了一篇小说去拍卖了。 

  价钱倒好，共总一万五六千字的东西，送去没一个礼拜也就掉来了八十块现洋，假

使写小说能够就和书记生写字一样，每天都能写得一两万字时，那他每一个月也可以有

两三千块钱的进款了。无如要写小说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而他的笔尤其是很慢的。

他用的每一个字虽不必如象法国的佛罗贝尔一样，要合上钢琴去求它的和谐，但他每写

好一篇，至少总要推敲四五次。能够写好一篇已经不容易了，写好之后还要经过几次推

敲，畸形的幼儿每每要被洁痹的母亲致死了。  

  就是他卖去的这一篇小说，虽然只有一万五六千字的光景，但他为它所费了的时间，

前后伯有两个月的光景。——但是也好，两个月的苦工换得八十块钱来，可以糊口养家，

可以周济友人，同时也使选稿的编辑者，买稿的出版家，做一番莫大的功德。这不仅是

一举两得的卡情，还是一举三得四得五六得的呢。 

  八十块钱到手之后，他把五十块钱来应酬了友人。但是还剩下三十块钱他却怎么处

分呢？ 

http://mqxx.mhedu.sh.cn/ebook/wxzp/xdwx/dlzj/index.html
http://mqxx.mhedu.sh.cn/ebook/wxzp/xdwx/dlzj/index.html


  年关已经逼近了，上海市上的各大商店都是在廉价拍卖的时候。每天每天在报纸上

登 出 大 号 字 的 “×× 公 司 大 放 盘 ” 的 广 告 ， 看 看 也 只 有 两 天 了 。  

  ——“我们就往××公司去买 mattress ① 罢，楼板上睡把骨头骨节都睡痛了。” 

——“我看倒不如买床的好。” 

——“这房里怎么摆得下床来哟！大的两个孩子要一张，你要一张，我和三儿要

一张，这房里怎么摆得下呢？” 

的确的，象这上海市上的一楼一底的小洋房，前楼里面纵使摆得下三张小床，恐

怕也没有多少空位了。并且他们的这间前楼还不仅是做他们的寝室的。这儿是他们吃饭

的地方，孩子们读书的地方，游戏的地方。……这个万能的地方要到晚上才是供他们睡

眠的。  

他们是不应该知道了游戏对于儿童的发育上是不可缺少的东西！因为多了这番知

识，所以也就多了一层痛苦。上海市上有什么地方可以供儿童游戏的呢？西洋人的公园

并不是没有，但那只是西洋孩子的乐园，看护西洋孩子的中国奶妈可以进去，中国人的

孩子是不能进去的！上海市上的一楼一底的住家又有什么地方可以供儿童游戏的呢？屋

前屋后至多只有两个斗大的天井！客厅被朋友的家属寄寓着了，后楼的亭子间要作为书

斋兼客堂，一座较为广敞的前楼，便不能不兼带着儿童游戏室的使命了。他们的三个孩

子，跑是在这儿，跳是在这儿，抛球是在这儿，争闹也是在这儿，在这儿假使还要安上

三张床，那三个孩子岂不是要逼进墙壁里去了吗？ 

多添一分知识毕竟是多添一层忧患。他们顾得孩子们的运动，便顾不得自己的疼

痛了。 

——“不错，还是买 mattress 的好，白天可以收起来，晚上再面起来睡觉。” 

他和他的夫人在吃了早饭之后，这样商议了一回，便把三个孩子拜托楼下的友人

照料，决意往××公司去买 mattress。 

两座六层楼的大公司对立在街道的两旁，形成了一个上海市上的“巫峡”，弥天

的黑云屯成潮阵，连连地在屋顶上奔流，两岸的“巫山”就好象在动摇的光景。 

 汽车、黄包车、电车，不断地滚来，辰来，滚来，又不断地滚去，滚去，滚去。

殷殷浤浤的人涛，黄色、棕色、黑色、白色，各形各色的人种。这是一幅背光派的画景。

一分钟了，二分钟了，三分钟了，四分钟了……足足等了六分钟的时间，他们的黄包车

才把这道横街渡过去了。 



“大放盘”，“纪念赠品”，“照码八折”……白字红底的幌子，在各层的洋楼

上 招 扬 。 ×× 公 司 的 大 门 就 好 象 一 个 鳄 鱼 张 着 大 口 一 样 。  

  多少行人被这鳄鱼的口吞噬进去了，两架升降机在这鳄鱼的胸部，一上一下地就好

象 左 右 的 心 房 ， 人 是 成 了 各 血 管 中 的 血 球 了 。  

  他们也成了两个血球，滚进升降机，登上四层楼的家具部去。 

出乎意外是一床 mattress 要管二十一块钱。 

——“为什么这样贵呢？” 

——“还是打了八折的呢。” 

——“究竟有多少大呢？”  

——“六尺长，四尺宽，四寸厚，在 double bed ② 上好面。面子是柳条花布。”  

价钱太贵了，他们踌躇了好一会，只好决计再把骨头去和地板苦拼了。  

  停 不 一 会 ， 他 们 走 下 南 部 的 两 层 楼 来 ， 在 儿 童 玩 具 部 里 走 着 。  

  ——“前回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什么东西都没有买给孩子们，我们买些什么玩具

罢。” 

        ——“好的，好的。三儿是喜欢鸡儿的。” 

  他们便买了三种玩具。一个树胶的鸡蛋，横腰劈开里面有六只小小的黄色的鸡雏，

此 外 是 一 只 小 航 船 和 一 匣 颜 料 ， 这 是 预 备 给 大 的 两 个 的 。  

  就这样的三种玩具花费了他们五块钱了。 

  ——“我们这些孩子说可怜也觉得可怜，说奢华也觉得有些奢华呢。我小的时候唯

一的玩物只是一个橡皮人儿，我宝爱得什么似的。” 

  ——“是的呢，我们小的时候，也哪见过这样的东西！小小的一个泥土人儿，三文

钱可以买得的，头上，背上，两胸的侧部各有一个眼，可以吹得呼呼呼的叫。这就是我

们的偶像了，偶尔一打坏了要哭半天。” 

 ——“好，还有什么要买的没有呢？” 

 ——“我们买些年糕罢。看看要过旧年了，孩子们看见别人家吃，自己没有，觉得也

不好。” 

 ——“年糕是要买的，回头在外边去买好了。在这儿还有什么好买的没有呢？”  

    ——“别的也好象没有什么。” 

 ——“哦，那儿有套童衣，那刚好可以买给三儿穿呢。再等几天，三儿也快要满两岁

了。” 



    ——“唔，是的，我们就买了它罢。” 

 一套湖色的绒衣，还附带着一顶童帽，要十三块五角钱，她又嫌贵了。 

    ——“贵也不要紧，我们买了它罢？” 

    ——“来月的生活费不成问题吗？” 

    ——“不要紧，还有几篇小说做好了的，又把去卖就行了。” 

一套童衣又花费了十三块五角。 

     ——“先生，你这块钱换一下，哑板！” 

 一块钱四条的洋硷他们买了四条，拿去了的一块钱又退了转来。 

   他接过手来在玻璃上碰了两下，的确是哑的。  

     ——“这是刚才在楼上找给我的呢。” 

  他说着又把手往大衣的左边的衣包里收去，但他把衣包的内皮一齐抽出来了，应该

还剩着的一张十块钱的钞票，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你怕是错放在破了的一个衣包里了罢？”  

    ——“没有那样的事！” 

  右边的衣包的内皮也拉了出来，果然是破了底子的。 

    他的不高兴就给要下骤雨时的稠云一样，突然聚集上来了。  

    出门的时候除去三张十块钱的钞票之外只带有几角钱的车钱。买了将近十九块钱的

东西，失掉了十块钱，上了一块哑板的当，眼前要买的四条洋硷因为没有钱来换了，更

不能不在店员面前告求一次恕饶。 

  重重的不快积聚在这一瞬间，他转不过圈来，竟愤愤地拿着一只不响的袁头跑上楼

去要和卖童衣的店员理论。 

  —— 啊啊，我这十一块钱的心血！我这两三千字的心血！我就这样白白地洒了吗？ 

   ——“喂，伙计！你刚才找给我的这块钱是哑板！” 

      ——“哦，哑板？” 

 一位用广东官话的招待员走来，他和他交涉了一会，招待员叫店员拿到帐台上去掉换。 

  店员折转来，答应说掉换不了，帐台上说没有找出过这样的钱。 

        又是一位很漂亮的广东官话： 

 ——“这是 brass  ③ 呀。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是啊，现在一说明了，谁也是一眼可以看得出的！” 

    ——“你接上手的时候怎么不敲一下呢？” 



 ——“我相信你们公司里不会有这样的事情，我经常来照顾你们也还没有上过当，所

以忽略了。”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以忽略的。我们公司做了二十五年的生意没有使用过哑板。” 

   ——“那么这块哑板是什么地方来的呢？” 

   ——“这不是我们公司里的钱。” 

   ——“不是你们公司里的钱！你的意思以为我要来敲你一块钱的竹杠吗？我带来二十

块钱（他失掉了的一张钞票不愿意再说出来让人家骂他疏忽了），买了五块钱的玩具，

买了十三块五角钱的这一套童衣，我身上还有几毛和几个铜子（他从衣包里把剩余的钱

通搜了出来），你说我要来敲你这一块钱的竹杠吗？” 

  ——“并没有人说你要来敲竹杠，不过你当时没有说掉，现在是不能掉了。” 

  ——“仅仅两三分钟就不能掉吗？” 

  ——“我看是，不（头儿摆着）能够！” 

  ——“那么，好！你们大公司的信用！” 

他把一个哑板“啪”的一声掷在楼板上。 

   ——“你还要晓得！一块钱倒不要紧，我不是来敲你竹杠的人！” 

 依然睡在楼板上的他，冷飕飕地醒转来了。楼房还是黑洞洞的，下弦月的残光从最高

一面的玻璃窗里照进楼来。他突然想起了在白天投掷了的那块哑板，禁不住泛起了一段

凄凉的悔意。 

—— 哎，我不该把它扔掉了，我不该把它扔掉了！ 

  他的腰部有些隐痛，只可微微地把身子翻了一下。就在这时候，他的夫人也醒转来

了。 

——“爸爸，你醒了吗？几点钟了？” 

——“怕还不到三点罢。”  

——“啊，真冷。睡了一夜脚还没有睡暖。” 

——“没有床总是不行的，这冰冷的楼板倒把我们的体温都吸收了去了。” 

——“早晓得还是买 mattress 的好了。” 

——“没有买 mattress 我倒不后悔，我们买了的时候不是就不能买童衣了吗？” 

——“不过也不会失钱，也不会上当呢。你今天也真太反常，为了一块钱便泛起血眼。” 



——“其实我倒并不是因为一块钱就那样冒火，透过那一块钱的后面，不是有一滩比四

马路上的野鸡还要卖得贱价的心血吗，我还要上人家的当，我怎么能够禁制得住不冒火

呢？不过那一块钱我犯不着扔掉了。” 

——“那还有什么用处吗？” 

——“把给孩子们做玩具也是好的啦。并且那一块钱经我扔掉之后，又要转辗不息地在

世间流用。从那一块钱身上不知道又要生出多少次数的罪恶，多少次数的悲剧了！那样

的一块钱假使是流落到比我更穷的人的手里，或者还可以使人丢命呢！哎，我真不应该

把它扔掉了！” 

 他的夫人也陪着后悔起来。 

——“但是呢，没有办法了。随后假使又上了这样的当的时候，我们便把它留着

罢。……” 

   两个人还幽幽地诉说了好一会，窗外的天光总象还没有破晓的神气。  

 

①作者原注：大垫褥。  

②作者原注：双人床。 

③作者原注：白铜。                  

丁玲 

夜 

一 

    羊群已经赶进了院子，赵家的大姑娘还坐在她自己的窑门口捺鞋帮。不时扭转着她

的头，垂在两边肩上的银丝耳环，便很厉害的摇晃。羊群推挤着朝栏里冲去，几只没有

出外的小羊跳蹦着，被撞在一边，叫起来了。 

    钻聚在这边窑里炕上的几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便陆续从窗口跳了出来。他们刚结束

了会议，然而却还在叮咛些什么。捺着鞋帮的清子便又扭转过来，露出一副粘腻的，又

分不清是否含着轻蔑的一种笑容。 

    被很多问题弄得疲乏了的委员们，望了望天色，蓝色的炊烟已经从窑顶上的烟囱里

吐出来而为风吹往四方，他们只好又重新决定赶到前边的庄子去吃饭，因为在这晚上还

要布置第二天的第一行政村的选举大会。然而已经三四天没有回家的指导员却意外的被



准许回家。区党委的副书记曾为他向大家说了一阵牧畜是很重要的等等的话。他的唯一

的牛就在这两天要生产，而他的老婆是只能烧烧三顿饭的一个四十多岁了的女人。 

    招待员从扫着石磨的老婆身边赶了出来：“已经派好了饭呢。怎的又走了呢？家里

婆姨烧的饭香些么？”他抓住年轻的代理乡长的手，乡长在年下刚娶了一个才十五岁长

得很漂亮的妻子，因此，常常会被别人善意的拿来取笑着。 

    站在大门口看对山盛开的桃花的又是那发育的很好的清子。长的黑的发辫上扎着粉

红的绒绳。从黑坎肩的两边伸出着条纹花布袖子的臂膀，高高的举起，撑在门柱上边。

十六岁的姑娘，长得这样高大，什么不够法定年龄，是应该嫁人的了啊！ 

    在桥头上分了手。大家都朝南走，只有何华明独自往北向着回家的路上。他还看见

那倚在门边的粗大姑娘，无言的眺望着辽远的地方。一个很奇异的感觉，来到他心上，

把他适才在会议上弄得很糊涂了的许多问题全赶走了。他似乎很高兴，跨着轻快的步子，

吹起口哨来。然而却又忽然停住，他几乎说出声音来的那么自语了： 

    “这妇女就是落后，连一个多月的冬学都动员不去的，活该是地主的女儿，他妈的，

他赵培基有钱，把女儿当宝贝养到这样大还不嫁人……” 

    他有意的摇了一下头，让那留着的短发拂着他的耳壳，接着便把它抹到后脑去，像

抹着一层看不见的烦人的思绪，于是他也眺望起四周来，天已经快黑了。在远远的两山

之间，停着厚重的锭青色云块，那上边有几缕淡黄色的水波似的光，很迅速的又是在看

不见的情形中变幻着。山的颜色和轮廓都也模糊成一片，只给人一种沉郁之感，而人又

会多想起一些什么来的。比较明亮的西边山上，人还跟在牛的后边，在松的田地里走来

走去。也有背着犁，把牛从山坡上赶回家去的。只有这作为指导员的他还让土地荒着。

二十天来，为着这乡的什么选举，回家的次数就更少，简直没有上过一次山。相反的，

就是当他每次回家之后听到的抱怨和唠叨也就更多。 

    其实每当他看见别人在田地里辛劳着的时候，他就要想着自己那几垧等着他去种的

土地，而且一意识到在最近无论怎样都还不能离开的工作，总是说不出的一种痛楚。假

如有什么人关切的问着他，他便把话拉开去。他在人面前说笑，谈问题，做报告，而且

在村民选举大会的时候，还被人拉出来跳秧歌舞，唱迷胡，他有被全乡的人所最熟稔和

欢迎的嗓子，然而他不愿同人说到他的荒着的田地，他只盼望着这选举工作一结束，他

便好上山去，那土地，那泥土的气息，那强烈的阳光，那伴着他的牛都在呼唤着他，同

他的生命都是不能分离 

开来的。 



    转到后沟的时候，已经全黑下来了，靠着几十年的来来去去，和习惯了在黑处的视

觉，他仍旧走的很快。而思绪也很快的转着。他是有很久的历史，很多可纪念的事同这

条凶险、幽僻的深沟一道写着的。当他还小的时候，他在这里为了追一条麂子跑到有丛

林的地带去而遇见豹的危险故事。他也曾离开过这里，挟着一个小包卷去入赘在老婆的

家中，那时他才廿岁，她虽说已经三十二岁了，可是即使现在他也不能在回忆中搜出一

个难看的印象。不久，他又牵了驮着老婆的小驴回来了。什么地方埋葬过他的一岁的儿

子，和什么地方是安睡着他四岁女儿的尸体，无论在怎样的深夜他都能看见。而且有一

年多他们在这沟里简直只能在夜晚才能动作。那个小队长不就是被打死在那棵大榆树边

的么？那时他正在赤卫队。他自从做了指导员以来常常弄得很晚才回家，而这些过去的

印象带着一些甜蜜、辛酸和兴奋来抚慰着这个被很多艰深的政治问题和工作的繁难弄得

头昏了的他，因此他对于这孤独的夜行，虽说还不能说养成为一种爱好，但却实在是并

不讨厌的。 

    两边全是很高的山，越走树林越多，汩汩的响着的水流，有时在左，有时在右。在

被山遮成很窄的一条天上，有些很冷静的星星，眨着眼来望他。微微的南风，在身后斜

吹过来，总带着一些熟悉的却也分不清是什么的香味。远远的狗在叫了，有一两颗黄色

的灯光在暗处。他的小村是贫穷的，几乎是这乡里最穷的小村，然而他爱它，只要他看

见那堆在张家窑外边的柴堆，也就是村子最外边的一堆柴，他就格外有一种亲切的感觉。

而他常常还以为骄傲的是在这只有二十家人家中却有廿八个是更亲密的同志，共产党的

党员。 

    当他走上那宽坦的斜坡路，就走得更快了，他奇怪为什么这半天他几乎完全把他的

牛忘记了。他焦急的要立刻明白这个问题。生过了呢？还是没有：平安无事呢，还是坏

了？而在平日闲空时曾幻想过的一条小牛，同她母亲一模一样却是喜欢跳蹦的那影子倒

完全没有了。他急急的便爬到了家，朝着关牛的地方奔去。 

二 

    第二次从牛的住处回来后，老婆已经把炕上收拾好，而她自己却仍坐在灶门前，并

不打算睡。她凝视着他，忍着什么，不说话。但他却在她脸上的每条皱纹里，看出都埋

伏得有风暴，习惯使他明白，除了披上衣，赶快出门是不能避免的。然而时间已经很晚

了，加上他的牛……他嫌恶的看着她已开始露顶的前脑，但为了省去一场风波便只好不

去理她，而且在他躺下去时便说：“唉，实在熬！”他这样说。也不过表示他的不愿意

吵架。希望那女人会因为他疲乏而饶了他。 



    然而有一滴什么东西落在地下了，女人在哭，先是一颗两颗的，后来眼泪便在脸上

开了许多条河流不断的流着。微弱的麻油灯，照在那满是灰尘的黄发上，那托着腮颊的

一只瘦手在灯下也就显出怕人的苍白。她轻轻的埋怨着自己，而且诅咒： 

    “你是应该死的了，你的命就是这样坏的呀！活该有这末一个老汉，吃不上穿不上

是你的命嘛……” 

    他不愿说什么，心里又惦着牛，便把身子朝窑外躺着。他心里想：“这老怪，简直

不是个‘物质基础’，牛还会养仔，她是个什么东西，一个不会下蛋的母鸡。”什么是

“物质基础”呢，他不懂，但他明白那意思，就是说那老东西已经不会再生娃的了。这

是从这区党委副书记那里听来的新名词。 

    他们两人都极希望再有个孩子，他需要一个帮手，她一想到她没有一个靠山便伤心，

可是他们却更不和气，她骂他不挣钱不顾家，他骂她落后，拖尾巴，自从他做了这乡的

指导员以后，他们便更难以和好，像有着解不开的仇恨。 

    以前他们也吵架的，但使她更难过的是他越来越厉害的沉默。好像他的脾气变得好

了，而她的更坏，但她感觉得他离去的更远，她毫不能把握住他。她要的是安适的生活，

而他到底要什么呢，她不懂，简直是荒唐。更其令她伤心的，是她明白她老了，而他年

轻，她不能满足他，引不起他丝毫的兴趣。 

她哭得更厉害，捶打着什么，大声诅骂，她希望能激怒他。而他却平静的躺着，用着最

大的力量压住自己的嫌厌，一个坏念头便不觉的又来了： 

    “把几垧地给了她，咱也不要人烧饭。做个光身汉，这窑，这锅灶，这碗碗盏盏全

给她。我拿一副铺盖，三两件衣服，横竖没娃，她有土地，家具，她可以抚养个儿子，

咱就……”仿佛感觉到一种独身的轻松，翻了一个身，一只暖烘烘的猫正睡在他侧边，

被他一打，躬着身子走了一步又躺下了。这猫被养了三年，是只灰色的猫，他并不喜欢

别人家的，然而却很喜欢这只灰猫，每当他受苦回家后，它便偎在他身边，躺在热炕上

等着老婆把饭烧好了拿上来。 

    老婆还在生气，他担心她失错把她旁边孵豆芽的缸打破，他是很欢喜吃豆芽的。但

他却不愿说话，他又翻过身去。脚又触到炕角上的篓子，那里边罩了一窠新生的小鸡，

因为被惊，便啾啾的叫了起来。 

    “知道我身体不成，总是‘难活’，连一点忙都不帮，草也是我铡的，牛要生仔，

也不管……”她好像已经站了起来，他怕她跑过来，便一溜下炕，往院子里去了。他心

里却还在赌气的说：“牛，小牛都给你。” 



    半个月亮倒挂在那面山顶上边，照得院子有半边亮。一只狗躺在院当中，看见他便

站起来走过一边去。他信脚又到了牛栏边，槽里还剩下很多的草。牛躺在暗处，轻轻的

喷着鼻子，“妈的，为什么还不生呢！”便焦急的想起明天的会。 

    他刚要离开牛栏的时候，一个人影横过来，轻声的问着：“你的牛生仔了没有？”

这人一手托着草筐，一手撑在牛栏的门上，挡住他出来的路。 

    “是你，侯桂英。”他嘎声的说了。心不觉的跳得快了起来。 

    侯桂英是他间壁的青联主任的妻子，丈夫才十八岁，而二十三岁了的她却总不欢喜，

她曾提出过离婚。她是妇联会的委员，现已被提为参议会的候选人。 

    这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了，当他晚上起来喂牲口时，她也跟着来喂，而且总跟过来

说几句话，即使白天见了，她也总是眯着她那单眼皮的长眼笑。他讨厌她，恨她，有时

就恨不得抓过来把她撕开把她压碎。 

    月亮光落在剪了的发上，落在敞开的脖子上，牙齿轻轻的咬着嘴唇，她望着他。他

也呆立在那里。 

    “你……” 

    他感到一个可怕的东西在自己身上生长出来了，他几乎要去做一件吓人的事，他可

以什么都不怕的。但忽然另一个东西压住了他，他截断了她说道： 

    “不行的，侯桂英，你快要做议员了，咱们都是干部，要受批评的。”于是推开了

她，头也不回的，走进自己的窑里去。老婆已经坐到炕上，好像还在流眼泪。 

    “唉！”他长长的抽了一口气，躺到了炕上。 

    像经过了一件大事后的那么有着应有的镇静。像想着别人的事件似的想着适才的事。

他觉得很满意。于是他喊他的老婆：“睡吧，牛还没有养仔呢，怕要到明天。” 

    老婆看见他在说话了，便停止了哭泣。吹熄了灯。 

    “这老家伙终是不成的，好，就让她烧烧饭吧。闹离婚印象不好。” 

    然而院子里的鸡叫了。老婆已脱了衣服，躺在他侧边，她唠叨的问着：“明天还要

出去么？什么开不完的会……” 

    “牛是又怕侍候不成了……”但他已经没有很多时间来想牛的事，他需要睡眠，他

阖着眼，努力去找瞌睡，却只见一些会场，一些群众，而且听到什么“宣传工作不够罗，

农村落后呀，妇女工作等于零……”等等的话。他一想到这里，就免不了烦躁，如何能

把农村弄好呢，这里没有做工作的人呀。他自己是个什么呢，他什么也不懂。他没有住

过学，不识字， 



他连儿子都没有一个，而现在他做了乡的指导员，他明天还要报告开会意义……。 

“第一要发扬民主才能抗战胜利；第二，三三制就是……” 

    窗户纸在慢慢变白，间壁已经有人起身了。而何华明却刚刚沉入在半睡眠状态中，

黄瘦的老婆已经睡熟了，有一滴眼泪嵌在那凹下去了的眼角上。猫又睡在更侧边，沉沉

的打着鼾。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暖，很甜适。 

    天渐渐的大亮了。 

                           冯骥才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 

一 

  你家院里有棵小树，树干光溜溜，早瞧惯了，可是有一天它忽然变得七扭八弯，愈

看愈别扭。但日子一久，你就看顺眼了，仿佛它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如果某一天，它

忽然重新变直，你又会觉得说不出多么不舒服。它单调、乏味、简易，象根棍子！其实，

它 不 过 恢 复 最 初 的 模 样 ， 你 何 以 又 别 扭 起 来 ？  

  这是习惯吗？嘿，你可别小看了“习惯”！世界万事万物中，它无所不在。别看它

不是必需恪守的法定规条，惹上它照旧叫你麻烦和倒霉。不过，你也别埋怨给它死死捆

着，有时你也会不知不觉地遵从它的规范。比如说：你敢在上级面前喧宾夺主地大声大

气说话吗？你能在老者面前放肆地发表自己的主见吗？在合影时，你能叫名人站在一旁，

你却大模大样站在中间放开笑颜？不能，当然不能。甭说这些，你娶老婆，敢娶一个比

你年长十岁，比你块头大，或者比你高一头的吗？你先别拿空话呛火，眼前就有这么一

对——  

二 

  她比他高十七厘米。  

 

  她身高一米七五，在女人们中间算做鹤立鸡群了；她丈夫只有一米五八，上大学时

绰 号 “ 武 大 郎 ” 。 他 和 她 的 耳 垂 儿 一 般 齐 ， 看 上 去 却 好 像 差 两 斗 ！  

  再说他俩的模样：这女人长得又干、又瘦、又扁，脸盘象没上漆的乒乓球拍儿。五



官还算勉强看得过去，却又小又平，好似浅浮雕；胸脯毫不隆起，腰板细长僵直，臀部

瘪下去，活象一块硬挺挺的搓板。她的丈夫却像一根短粗的橡皮辊儿；饱满，轴实，发

亮；身上的一切——小腿啦，嘴巴啦，鼻头啦，手指肚儿啦，好象都是些溜圆而有弹性

的小肉球。他的皮肤柔细光滑，有如质地优良的薄皮子。过剩的油脂就在这皮肤下闪出

光亮，充分的血液就从这皮肤里透出鲜美微红的血色。他的眼睛简直象一对电压充足的

小灯泡。他妻子的眼睛可就象一对乌乌涂涂的玻璃球儿了。两人在一起，没有谐调，只

有对比。可是他俩还好象拴在一起，整天形影不离。 

  有一次，他们邻居一家吃团圆饭时，这家的老爷子酒喝多了，乘兴把桌上的一个细

长的空酒瓶和一罐矮礅礅的猪肉罐头摆在一起，问全家人：“你们猜这象嘛？”他不等

别人猜破就公布谜底，“就是楼下那高女人和她的短爷儿们！” 

 全家人轰然大笑，一直笑到饭后闲谈时。 

 他俩究竟是怎么凑成一对的？ 

   这早就是团结大楼几十户住家所关注的问题了。自从他俩结婚时搬进这大楼，楼里的

老住户无不抛以好奇莫解的目光。不过，有人爱把问号留在肚子里，有人忍不住要说出

来罢了。多嘴多舌的人便议论纷纷。尤其是下雨天气，他俩出门，总是那高女人打伞。

如果有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矮男人去拾便是最方便了。大楼里一些闲得没事儿的婆娘们，

看到这可笑的情景，就在一旁指指划划。难禁的笑声，憋在喉咙里咕咕作响。大人的无

聊最能纵使孩子们的恶作剧。有些孩子一见到他俩就哄笑，叫喊着：“扁担长，板登

宽……”他俩闻如未闻，对孩子们的哄闹从不发火，也不搭理。可能为此，也就与大楼

里的人们一直保持着相当冷淡的关系。少数不爱管闲事的人，上下班碰到他们时，最多

也只是点点头，打一下招呼而已。这便使那些真正对他俩感兴趣的人们，很难再多知道

一些什么？比如，他俩的关系如何？为什么结合一起？谁将就谁？没有正式答案，只有

靠瞎猜了。 

  这是座旧式的公寓大楼，房间的间量很大，向阳而明亮，走道又宽又黑。楼外是个

很大的院子，院门口有间小门房。门房里也住了一户，户主是个裁缝。裁缝为人老实；

裁缝的老婆却是个精力充裕、走家串户、爱好说长道短的女人，最喜欢刺探别人家里的

私事和隐私。这大楼里家家的夫妻关系、姑嫂纠纷、做事勤懒、工资多少，她都一清二



楚。凡她没弄清楚的事情，就要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这种求知欲能使愚顽成才。她这方

面的本领更是超乎常人，甭说察言观色，能窥见人们藏在心里的念头；单靠嗅觉，就能

知道谁家常吃肉，由此推算出这家收入状况。不知为什么，六十年代以来，处处居民住

地，都有这样一类人被吸收为“街道积极分子”。使得他们对别人的干涉欲望合法化，

能 力 和 兴 趣 也 得 到 发 挥 。 看 来 ， 造 物 者 真 的 不 会 荒 废 每 一 个 人 才 的 。  

  尽管裁缝老婆能耐，她却无法获知这对天天从眼前走来走去的极不相称的怪夫妻结

合的缘由。这使她很苦恼。好象她的才干遇到了有力的挑战。但她凭着经验，苦苦琢磨，

终于想出一条最能说服人的道理：夫妻俩中，必定一方有某种生理缺陷。否则谁也不会

找一个比自己身高逆差一头的对象。她的根据很可靠：这对夫妻结婚三年还没有孩子呢！

于是团结大楼的人都相信裁缝老婆这一聪明的判断。 

  事实向来不给任何人留情面，它打败了裁缝老婆！高女人怀孕了。人们的眼睛不断

地瞥向高女人渐渐凸出来的肚子。这肚子由于离地面较高而十分明显。不管人们惊奇也

好，置疑也好，困惑也好，高女人的孩子呱呱堕地了。每逢大太阳或下雨天气，两口子

出门，高女抱着孩子，打伞的事就落到矮男人身上。人们看他迈着滚圆的小腿、半举着

伞儿、紧紧跟在后面滑稽的样子，对他俩居然成为夫妻，居然这样形影不离，好奇心仍

然不减当初。各种听起来有理的说法依旧都有，但从这对夫妻身上却得不到印证。这些

说法就象没处着落的鸟儿，啪啪地满天飞。裁缝老婆说：“这两人准有见不得人的事。

要不他们怎么不肯接近别人？身上有脓早晚得冒出来，走着瞧吧！”果然一天晚上，裁

缝老婆听见了高女人家里发出打碎东西的声音。她赶忙以收大院扫地费为借口，去敲高

女人家的门。她料定长久潜藏在这对夫妻间的隐患终于爆发了，她要亲眼看见这对夫妻

怎样反目，捕捉到最生动的细节。门开了，高女人笑吟吟迎上来，矮丈夫在屋里也是笑

容满面，地上一只打得粉碎的碟子——裁缝老婆只看到这些。她匆匆收了扫地费出来后，

半天也想不明白这夫妻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打碎碟子，没有吵架，反而象什么开心

事 一 般 快 活 。 怪 事 ！  

  后来，裁缝老婆做了团结大院的街道居民代表。她在协助户籍警察挨家查对户口时，

终于找到了多年来经常叫她费心的问题答案。一个确凿可信、无法推翻的答案。原来这

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都在化学工业研究所工作。矮男人是研究所总工程师，工次达一

百八十元之多！高女人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化验员，收入不足六十元，而且出生在一个

辛苦而赚钱又少的邮递员家庭。不然她怎么会嫁给一个比自己矮一头的男人？为了地位，



为了钱，为了过好日子，对！她立即把这珍贵情报，告诉给团结大楼里闲得难受的婆娘

们。人们总是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尽力反一切事物都和自己的理解力拉平。

于是，裁缝老婆的话被大家确信无疑。多年来留在人们心里的谜，一下子被打开了。大

家恍然大悟：原来这矮男人是个先天不足的富翁，高女人是个见钱眼开、命里有福的穷

娘儿们。当人们谈到这个模样象匹大洋马、却偏偏命好的高女人时，语调中往往带一股

气。尤其是裁缝老婆。  

三 

  人命运的好坏不能看一时，可得走着瞧。 

  一九六六年，团结大楼就象缩小了的世界，灾难降世，各有祸福，楼里的所有居民

都到了“转运”时机。生活处处都是巨变和急变。矮男人是总工程师，迎头遭到横祸，

家被抄，家具被搬得一空，人挨过斗，关进牛棚。祸事并不因此了结，有人说他多年来，

白天在研究所工作，晚上回家把研究成果偷偷写成书，打算逃出国，投奔一个有钱的远

亲。把国家科技情报献给外国资本家——这个荒诞不经的说法居然有很多人信以为真。

那时，世道狂乱，人人失去常态，宁肯无知，宁愿心狠，还有许多出奇的妄想，恨不得

从身旁发现出希特勒。研究所的人们便死死缠住总工程师不放，吓他、揍他、施加各种

压力，同时还逼迫高女人交出那部谁也没见过的书稿，但没效果。有人出主意，把他俩

弄到团结大楼的院里开一次批斗大会；谁都怕在亲友熟人面前丢丑，这也是一种压力。

当各种压力都使过而无效时，这种做法，不妨试试，说不定能发生作用。 

  那天，团结大楼有史以来这样热闹——  

  下午研究所就来了一群人，在当院两棵树中间用粗麻绳扯了一道横标，写着有那矮

子的姓名，上边打个叉；院内外贴满口气咄咄逼人的大小标语，并在院墙上用十八张纸

公布了这矮子的“罪状”。会议计划在晚饭后召开，研究所还派来一位电工，在当院拉

了电线，装上四个五百烛光的大灯泡。此时的裁缝老婆已经由街道代表升任为治保主任，

很有些权势，志得意满，人也胖多了。这天可把她忙得够呛，她带领楼里几个婆娘，忙

里忙外，帮着刷标语，又给研究所的革命者们斟茶倒水，装灯用电还是从她家拉出来的

呢！真象她家办喜事一样！ 



  晚饭后，大楼里的居民都给裁缝老婆召集到院里来了。四盏大灯亮起来，把大院照

得象夜间球场一般雪亮。许许多多人影，好似放大了数十倍，投射在楼墙上。这人影都

是肃然不动的，连孩子们也不敢随便活动。裁缝老婆带着一些人，左臂上也套上红袖章，

这袖章在当时是最威风的了。她们守在门口，不准外人进来。不一会儿，化工研究所一

大群人，也带袖章，押着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一路呼着口号，浩浩荡荡来了。矮男人

胸前挂一块牌子，高女人没挂。他俩一直给押到台前，并排低头站好。裁缝老婆跑上来

说：“这家伙太矮了，后边的革命群众瞧不见。我给他想点办法！”说着，带着一股冲

动劲儿扭着肩上的两块肉，从家里抱来一个肥皂箱子，倒扣过来，叫矮男人站上去。这

样一来，他才与自己的老婆一般高，但此时此刻，很少有人对这对大难临头的夫妻不成

比例的身高发生兴趣了。 

  大会依照流行的格式召开。宣布开会，呼口号，随后是进入了角色的批判者们慷慨

激昂的发言，又是呼口号。压力使足，开始要从高女人嘴里逼供了。于是，人们围绕着

那本“书稿”，唇枪舌剑地向高女人发动进攻。你问，我问，他问；尖声叫，粗声吼，

哑声喊；大声喝，厉声逼，紧声追……高女人却只是摇头。真诚恳切地摇头。但真诚最

廉价；相信真诚就意味着否定这世界上的一切。 

  无论是脾气暴躁的汉子们跳上去，挥动拳头威胁她，还是一些颇有攻心计的人，想

出几句巧妙而带圈套的话问她，都给她这恳切又断然的摇头拒绝了。这样下去，批判会

就会没结果，没成绩，甚至无法收场。研究所的人有些为难，他们担心这个会开得龙头

蛇尾；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裁缝老婆站在一旁听了半天，愈听愈没劲。她大字不识，既对什么“书稿”毫无兴

趣，又觉得研究所这帮人说话不解气。她忽然地跑到台前，抬起戴红袖章的左胳膊，指

着高女人气冲冲地问： 

“你说，你为什么要嫁给他？” 

 这句话突如其来的问话使研究所的人一怔。不知道这位治保主任的问话与他们

所关心的事有什么奇妙的联系。 



高女人也怔住了。她也不知道裁缝老婆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这问题不是这个世

界所关心的。她抬起几个月来被折磨得如同一张皱巴巴枯叶的瘦脸，脸上满是诧异神情。 

“好啊！你不敢回答，我替你说吧！你是不是图这家伙有钱，才嫁给他的？没钱，

谁要这么个矮子！”裁缝老婆大声说。声调中有几分得意，似乎她才是最知道这高女人

根底的。  

高女人没有点头，也没摇头。她好象忽然明白了裁缝老婆的一切。眼里闪出一股

傲岸、嘲讽、倔犟的光芒。 

“好，好，你不服气！这家伙现在完蛋了，看你还靠得上不！你心里是怎么回事，

我知道！”裁缝老婆一拍胸脯，手一挥，还有几个婆娘在旁边助威，她真是得意到达极

点。 

研究所的人听得稀里糊涂。这种弄不明白的事，就索性糊涂下去更好。别看这些

婆娘们离题千里地胡来，反而使会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没有这种气氛，批判会怎好收场？

于是研究所的人也不阻拦，任使婆娘们上阵发威。只听这些婆娘们叫着： 

“他总共给你多少钱？他给你买过什么好东西？说！” 

“你一月二百块钱不嫌够，还想出国，美的你！” 

“邓拓是不是他的后台？” 

“有一天你往北京打电话，给谁打的，是不是给‘三家村’打的？”  

  会开得成功与否，全看气氛如何。研究所主持批判会的人，看准时机，趁会场热闹，

带领人们高声呼喊了一连串口号，然后赶紧收场散会。跟着，研究所的人又在高女人家

搜查一遍，撬开地板，揿掉墙皮，一无所获，最后押着矮男人走了，只留下高女人。 

高女人一直呆在屋里，入夜时竟然独自出去了。她没想到，大楼门房的裁缝家虽

然闭了灯，裁缝老婆却一直守在窗口盯着她的动静。见她出去，就紧紧尾随在后边，出

了院门，向西走了两个路口，只见高女人穿过街在一家门前停住，轻轻敲几下门板。裁

缝老婆躲在街道面的电线杆后面，屏住气，瞪大眼，好象等着捕捉出洞的兔儿。她要捉



人 ， 自 己 反 而 比 要 捉 的 人 更 紧 张 。  

  咔嚓一声，那门开了。一位老婆婆送出个小孩。只听那老婆婆说： 

“完事了？” 

没听见高女人说什么。 

又是老婆婆的声音： 

“孩子吃饱了，已经睡了一觉。快回去吧！” 

 裁缝老婆忽然想起，这老婆婆家原是高女人的托儿户，满心的兴致陡然消失。

这时高女人转过身，领着孩子往回走，一路无话，只有娘俩的脚声。裁缝老婆躲在电线

杆后面没敢动，待她们走出一段距离，才独自怏届地回家了。 

 第二天一早，高女人领着孩子走出大楼时眼圈明显地发红，大楼里没人敢和她

说话，却都看见了她红肿的眼皮。特别是昨晚参加过批斗会的人们，心里微微有种异样

的、亏心似的感觉，扭过脸，躲开她的目光。  

四 

  矮男人自批判会那天被押走后，一直没放回来。此后据消失灵通的裁缝老婆说，矮

男人又出了什么现行问题，进了监狱。高女人成了在押囚犯的老婆，落到了生活的最底

层，自然不配住在团结大楼内那种宽敞的房间，被强迫和裁缝老婆家调换了住房。她搬

到离楼十几米远孤零零的小屋去住。这倒也不错，省得经常和楼里的住户打头碰面，互

相不敢搭理，都挺尴尬。但整座楼的人们都能透过窗子，看见那孤单的小屋和她孤单单

的身影。不知她把孩子送到哪里去了，只是偶尔才接回家住几天。她默默过着寂寞又沉

重的日子，三十多岁的人，从容貌看上去很难说她还年轻。裁缝老婆下了断语： 

  “我看这娘儿们最多再等上一年。那矮子再不出来，她就得改嫁。要是我啊——现

在就离婚改嫁，等那矮子干嘛，就是放出来，人不是人，钱也没了！” 

  过了一年，矮男人还是没放出来，高女人依旧不声不响地生活，上班下班，走进走

出，点着炉子，就提一个挺大的黄色的破草篮去买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



此……但有一天，矮男人重新出现了。这是秋后时节，他穿得单薄，剃了短平头，人大

变了样子，浑身好似小了一圈儿，皮肤也褪去了光泽和血色。他回来径直奔楼里自家的

门，却被新户主、老实巴交的裁缝送到门户前。高女人蹲在门口劈木柴，一听到他的招

呼，刷地站起身，直怔怔看着他。两年未见的夫妻，都给对方的明显变化惊呆了。一个

枯槁，一个憔悴；一个显得更高，一个显得更矮。两人互相看了一忽儿，赶紧掉过头去，

高女人扭身跑进屋去，半天没出来；他便蹲在地上拾起斧头劈木柴，直把两大筐木块都

劈成细木条。仿佛他俩再面对片刻就要爆发出什么强烈而受不了的事情来。此后，他俩

又是形影不离地一起上班，一起下班回家，一切如旧。楼里的人们从他俩身上找不出任

何 异 样 ， 兴 趣 也 就 渐 渐 减 少 。 无 论 有 没 有 他 俩 ， 都 与 别 人 无 关 。  

  天早上，高女人出了什么事。只见矮男人惊慌失措从家里跑出去。不会儿，来了一

辆救护车把高女人拉走。一连好些天，那门房总是没人，夜间也黑着灯。二十多天后，

矮男人和一个陌生人抬一副担架回来，高女人躺在担架上，走进小门房。从此高女人便

没有出屋。矮男人照例上班，傍晚回来总是急急忙忙生小炉子，就提着草篮去买菜。这

草篮就是一两年前高女人天天使用的那个。如今提在他手里便显得太大，底儿快蹭地了。 

  转年天气回暖时，高女人出屋了。她久久没见阳光的脸，白得象刷一层粉那样难看。

刚刚立起的身子左倒右歪。她右手拄一根竹棍，左胳膊弯在胸前，左腿僵直，迈步困难，

一看即知，她的病是脑血栓。从这天起，矮男人每天清早和傍晚都搀扶着高女人在当院

遛两圈。他俩走得艰难缓慢。矮男人两只手用力端着老婆打弯的胳膊。他太矮了，抬她

的手臂时，必须向上耸起自己的双肩，他很吃力，但他却掬出笑容，为了给妻子以鼓励。

高女人抬不起左脚，他就用一根麻绳，套在高女人的左脚上，绳子的另一端拿在手里。

高女人每要抬起左脚，他就使劲向上一提绳子。这情景奇异，可怜，又颇为壮观，使团

结大楼的人们看了，不由得受到感动。这些人再与他俩打头碰面时，情不自禁地向他俩

主动而友善的点头了…… 

五  

  高女人没有更多的福气，在矮小而挚爱的丈夫身边久留。死神和生活一样无情。生

活打垮了她，死神拖走了她。现在只留下矮男人了。 



  偏偏在高女人离去后，幸运才重新来吻矮男人的脑门。他被落实了政策，抄走的东

西发还给他了，扣掉的工资被发给他了。只剩下被裁缝老婆占去的房子还没调换回来。

团结大楼里又有人眼盯着他，等着瞧他生活中的新闻。据说研究所不少人都来帮助他续

弦，他都谢绝了。裁缝老婆说： 

 “他想要什么样的，我知道。你们瞧我的！” 

  裁缝老婆度过了她的极盛时代，如今变得谦和多了。权力从身上摘去，笑容就得挂

在脸上。她怀里揣一张漂亮又年轻的女人照片，去到门房找矮男人。照片上这女人是她

的亲侄女。 

  她坐在矮男人家里，一边四下打量屋里的家具物件，一边向这矮小的阔佬提亲。她

笑容满面，正说得来劲，忽然发现矮男人一声不吭，脸色铁青，在他背后挂着当年与高

女人的结婚照片，裁缝老婆没敢掏出侄女的照片，就自动告退了。 

  几年过去了，至今矮男人还是单身寡居，只在周日，从外边把孩子接回来，与他为

伴。大楼里的人们看着他矮礅礅而孤寂的身影，想到他十多年来一桩桩事，渐渐好象悟

到他坚持这种独身生活的缘故……逢到下雨天气，矮男人打伞去上班时，可能由于习惯，

仍旧半举着伞。这时，人们有种奇妙的感觉，觉得那伞下好象有长长一块空间，空空的，

世 界 上 任 什 么 东 西 也 填 补 不 上 。  

   

老舍 

茶馆 

序幕 

 

  （三幕话剧） 

 

  人物表  

 

  王利发——男。最初与我们见面，他才二十多岁。因父亲早死，他很年轻就作了裕

泰茶馆的掌柜。精明、有些自私，而心眼不坏。  

  唐铁嘴——男。三十来岁。相面为生，吸鸦片。  

  松二爷——男。三十来岁。胆小而爱说话。  

  常四爷——男。三十来岁。松二爷的好友，都是裕泰的主顾。正直，体格好。  



  李三——男。三十多岁。裕泰的跑堂的。勤恳，心眼好。  

  二德子——男。二十多岁。善扑营当差。  

  马五爷——男。三十多岁。吃洋教的小恶霸。  

  刘麻子——男。三十来岁。说媒拉纤，心狠意毒。  

  康六——男。四十岁。京郊贫农。  

  黄胖子——男。四十多岁。流氓头子。  

  秦仲义——男。王掌柜的房东。在第一幕里二十多岁。阔少，后来成了维新的资本

家。  

  老人——男。八十二岁。无倚无靠。  

  乡妇——女。三十多岁。穷得出卖小女儿。  

  小妞——女。十岁。乡妇的女儿。  

  庞太监——男。四十岁。发财之后，想娶老婆。  

  小牛儿——男。十多岁。庞太监的书童。  

  宋恩子——男。二十多岁。老式特务。  

  吴祥子——男。二十多岁。宋恩子的同事。  

  康顺子——女。在第一幕中十五岁。康六的女儿。被卖给庞太监为妻。  

  王淑芬——女。四十来岁。王利发掌柜的妻。比丈夫更公平正直些。  

  巡警——男。二十多岁。  

  报童——男。十六岁。  

  康大力——男。十二岁。庞太监买来的义子，后与康顺子相依为命。  

  老林——男。三十多岁。逃兵。  

  老陈——男。三十岁。逃兵。老林的把弟。  

  崔久峰——男。四十多岁。作过国会议员，后来修道，住在裕泰附设的公寓里。  

  军官——男。三十岁。  

  王大拴——男。四十岁左右，王掌柜的长子。为人正直。  

  周秀花——女。四十岁。大拴的妻。  

  王小花——女。十三岁。大拴的女儿。  

  丁宝——女。十七岁。女招待。有胆有识。  

  小刘麻子——男。三十多岁。刘麻子之子，继承父业而发展之。  

  取电灯费的——男。四十多岁。  

  小唐铁嘴——男。三十多岁。唐铁嘴之子，继承父业，有作天师的愿望。  

  明师傅——男。五十多岁。包办酒席的厨师傅。  

  邹福远——男。四十多岁。说评书的名手。  

  卫福喜——男。三十多岁。邹的师弟，先说评书，后改唱京戏。  

  方 六 ——男。四十多岁。打小鼓的，奸诈。  

  车当当——男。三十岁左右。买卖现洋为生。  

  庞四奶奶——女。四十岁。丑恶，要作皇后。庞太监的四侄媳妇。  

  春梅——女。十九岁。庞四奶奶的丫环。  

  老杨——男。三十多岁。卖杂货的。  

  小二德子——男。三十岁。二德子之子，打手。  

  于厚斋——男。四十多岁。小学教员，王小花的老师。  

  谢勇仁——男。三十多岁。与于厚斋同事。  

  小宋恩子——男。三十来岁。宋恩子之子，承袭父业，作特务。  

  小吴祥子——男。三十来岁。吴祥子之子，世袭特务。  



  小心眼——女。十九岁。女招待。  

  沈处长——男。四十岁。宪兵司令部某处处长。茶客若干人，都是男的。  

  茶房——两个，都是男的。  

  难民数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大兵三、五人，都是男的。  

  公寓住客数人，都是男的。  

  押大令的兵七人，都是男的。  

  宪兵四人。男。  

  傻杨——男。数来宝的。 

 

时间 一九九八年（戊戌）初秋，康梁等的维新运动失败了。早半天。  

 

地点 北京，裕泰大茶馆。  

 

  人物   

  王利发   

  刘麻子   

  庞太监 唐铁嘴 康 六小牛儿   

  松二爷 黄胖子  

  宋恩子 常四爷  

  秦仲义   

  吴祥子   

  李 三 老 人 康顺子二德子  

  乡 妇 茶客甲、乙、丙、丁马五爷   

  小 妞 茶房一二人  

 

  〔幕启：这种大茶馆现在已经不见了。在几十年前，每城都起码有一处。这里卖茶，

也卖简单的点心与菜饭。玩鸟的人们，每天在蹓够了画眉、黄鸟等之后，要到这里歇歇

腿，喝喝茶，并使鸟儿表演歌唱。商议事情的，说媒拉纤的，也到这里来。那年月，时

常有打群架的，但是总会有朋友出头给双方调解；三五十口子打手，经调人东说西说，

便都喝碗茶，吃碗烂肉面（大茶馆特殊的食品，价钱便宜，作起来快当），就可以化干

戈为玉帛了。总之，这是当日非常重要的地方，有事无事都可以来坐半天。  

  〔在这里，可以听到最荒唐的新闻，如某处的大蜘蛛怎么成了精，受到雷击。奇怪

的意见也在这里可以听到，象把海边上都修上大墙，就足以挡住洋兵上岸。这里还可以

听到某京戏演员新近创造了什么腔儿，和煎熬鸦片烟的最好的方法。这里也可以看到某

人新得到的奇珍——一个出土的玉扇坠儿，或三彩的鼻烟壶。这真是个重要的地方，简

直可以算作文化交流的所在。  

 

  〔我们现在就要看见这样的一座茶馆。〔一进门是柜台与炉灶——为省点事，我们

的舞台上可以不要炉灶；后面有些锅勺的响声也就够了。屋子非常高大，摆着长桌与方

桌，长凳与小凳，都是茶座儿。隔窗可见后院，高搭着凉棚，棚下也有茶座儿。屋里和

凉棚下都有挂鸟笼的地方。各处都贴着“莫谈国事”的纸条。〔有两位茶客，不知姓名，

正眯着眼，摇着头，拍板低唱。有两三位茶客，也不知姓名，正入神地欣赏瓦罐里的蟋

蟀。两位穿灰色大衫的——宋恩子与吴祥子，正低声地谈话，看样子他们是北衙门的办



案的（侦缉）。〔今天又有一起打群架的，据说是为了争一只家鸽，惹起非用武力解决

不可的纠纷。假若真打起来，非出人命不可，因为被约的打手中包括着善扑营的哥儿们

和库兵，身手都十分厉害。好在，不能真打起来，因为在双方还没把打手约齐，已有人

出面调停了——现在双方在这里会面。三三两两的打手，都横眉立目，短打扮，随时进

来，往后院去。〔马五爷在不惹人注意的角落，独自坐着喝茶。〔王利发高高地坐在柜

台里。  

 

  〔唐铁嘴踏拉着鞋，身穿一件极长极脏的大布衫，耳上夹着几张小纸片，进来。  

 

  王利发 唐先生，你外边蹓跶吧！  

 

  唐铁嘴 （惨笑）王掌柜，捧捧唐铁嘴吧！送给我碗茶喝，我就先给您相相面吧！

手相奉送，不取分文！（不容分说，拉过王利发的手来）今年是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您贵庚是……  

 

  王利发 （夺回手去）算了吧，我送给你一碗茶喝，你就甭卖那套生意口啦！用不

着相面，咱们既在江湖内，都是苦命人！（由柜台内走出，让唐铁嘴坐下）坐下！我告

诉你，你要是不戒了大烟，就永远交不了好运！这是我的相法，比你的更灵验！  

 

  〔松二爷和常四爷都提着鸟笼进来，王利发向他们打招呼。他们先把鸟笼子挂好，

找地方坐下。松二爷文诌诌的，提着小黄鸟笼；常四爷雄赳赳的，提着大而高的画眉笼。

茶房李三赶紧过来，沏上盖碗茶。他们自带茶叶。茶沏好，松二爷、常四爷向邻近的茶

座让了让。  

 

  常四爷 您喝这个！（然后，往后院看了看）  

  松二爷 好象又有事儿？  

 

  常四爷 反正打不起来！要真打的话，早到城外头去啦；到茶馆来干吗？  

 

  〔二德子，一位打手，恰好进来，听见了常四爷的话。二德子 （凑过去）你这是

对谁甩闲话呢？  

  常四爷 （不肯示弱）你问我哪？花钱喝茶，难道还教谁管着吗？  

 

  松二爷 （打量了二德子一番）我说这位爷，您是营里当差的吧？来，坐下喝一碗，

我们也都是外场人。二德子 你管我当差不当差呢！  

 

  常四爷 要抖威风，跟洋人干去，洋人厉害！英法联军烧了圆明园，尊家吃着官饷，

可没见您去冲锋打仗！二德子 甭说打洋人不打，我先管教管教你！（要动手）〔别的

茶客依旧进行他们自己的事。王利发急忙跑过来。  

 

  王利发 哥儿们，都是街面上的朋友，有话好说。德爷，您后边坐！  

 

  〔二德子不听王利友的话，一下子把一个盖碗搂下桌去，摔碎。翻手要抓常四爷的

脖领。  



 

  常四爷 （闪过）你要怎么着？  

 

  二德子 怎么着？我碰不了洋人，还碰不了你吗？马五爷 （并未立起）二德子，

你威风啊！二德子 （四下扫视，看到马五爷）喝，马五爷，您在这儿哪？我可眼拙，

没看见您！（过去请安）  

 

  马五爷 有什么事好好地说，干吗动不动地就讲打？  

  二德子 嗻！您说的对！我到 头坐坐去。李三，这儿的茶钱我候啦！（往后面走去）  

 

  常四爷 （凑过来，要对马五爷发牢骚）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  

 

  马五爷 （立起来）我还有事，再见！（走出去）  

  常四爷 （对王利发）邪！这倒是个怪人！  

  王利发 您不知道这是马五爷呀？怪不得您也得罪了他！  

  常四爷 我也得罪了他？我今天出门没挑好日子！  

  王利发 （低声地）刚才您说洋人怎样，他就是吃洋饭的。信洋教，说洋话，有事

情可以一直地找宛平县的县太爷去，要不怎么连官面上都不惹他呢！  

  常四爷 （往原处走）哼，我就不佩服吃洋饭的！  

  王利发 （向宋恩子、吴祥子那边稍一歪头，低声地）说话请留点神！（大声地）

李三，再给这儿沏一碗来！（拾起地上的碎磁片）  

 

  松二爷 盖碗多少钱？我赔！外场人不作老娘们事！  

  王利发 不忙，待会儿再算吧！（走开）〔纤手刘麻子领着康六进来。刘麻子先向

松二爷、常四爷打招呼。  

 

  刘麻子 您二位真早班儿！（掏出鼻烟壶，倒烟）您试试这个！刚装来的，地道英

国造，又细又纯！  

 

  常四爷 唉！连鼻烟也得从外洋来！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  

  刘麻子 咱们大清国有的是金山银山，永远花不完！您坐着，我办点小事！（领康

六找了个座儿）  

 

  〔李三拿过一碗茶来。  

 

  刘麻子 说说吧，十两银子行不行？你说干脆的！我忙，没工夫专伺候你！  

 

  康六 刘爷！十五岁的大姑娘，就值十两银子吗？  

  刘麻子 卖到窑子去，也许多拿一两八钱的，可是你又不肯！  

  康 六 那是我的亲女儿！我能够……  

  刘麻子 有女儿，你可养活不起，这怪谁呢？  

  康 六 那不是因为乡下种地的都没法子混了吗？一家大小要是一天能吃上一顿粥，

我要还想卖女儿，我就不是人！  

 



  刘麻子 那是你们乡下的事，我管不着。我受你之托，教你不吃亏，又教你女儿有

个吃跑饭的地方，这还不好吗？  

 

  康六 到底给谁呢？  

 

  刘麻子 我一说，你必定从心眼里乐意！一位在官里当差的！  

  康 六 宫里当差的谁要个乡下丫头呢？  

  刘麻子 那不是你女儿的命好吗？  

 

  康六 谁呢？  

 

  刘麻子 庞总管！你也听说过庞总管吧？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

瓶子都是玛瑙作的！  

  康 六 刘大爷，把女儿给太监作老婆，我怎么对得起人呢？  

  刘麻子 卖女儿，无论怎么卖，也对不起女儿！你胡涂！你看，姑娘一过门，吃的

是珍馐美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这不是造化吗？怎样，摇头不算点头算，来个干脆的！  

 

  康六 自古以来，哪有……他就给十两银子？  

  刘麻子 找遍了你们全村儿，找得出十两银子找不出？在乡下，五斤白面就换个孩

子，你不是不知道！  

  康 六 我，唉！我得跟姑娘商量一下！  

  刘麻子 告诉你，过了这个村可没有这个店，耽误了事别怨我！快去快来！  

 

  康六 唉！我一会儿就回来！  

 

  刘麻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  

 

  康六 （慢慢地走出去）  

 

  刘麻子 （凑到松二爷、常四爷这边来）乡下人真难办事，永远没有个痛痛快快！  

 

  松二爷 这号生意又不小吧？  

 

  刘麻子 也甜不到哪儿去，弄好了，赚个元宝！  

  常四爷 乡下是怎么了？会弄得这么卖儿卖女的！  

  刘麻子 谁知道！要不怎么说，就是一条狗也得托生在北京城里嘛！  

 

  常四爷 刘爷，您可真有个狠劲儿，给拉拢这路事！  

  刘麻子 我要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忙岔话）松二爷，（掏出个小时

表来）您看这个！  

  松二爷 （接表）好体面的小表！  

 

  刘麻子 您听听，嘎登嘎登地响！  

 



  松二爷 （听）这得多少钱？  

 

  刘麻子 您爱吗？就让给您！一句话，五两银子！您玩够了，不爱再要了，我还照

数退钱！东西真地道，传家的玩艺！  

 

  常四爷 我这儿正咂摸这个味儿：咱们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艺儿啊！老刘，就着

你身上吧：洋鼻烟，洋表，洋缎大衫，洋布裤褂……  

  刘麻子 洋东西可是真漂亮呢！我要是穿一身土布，象个乡下脑壳，谁还理我呀！  

 

  常四爷 我老觉乎着咱们的大缎子，川绸，更体面！  

  刘麻子 松二爷，留下这个表吧，这年月，戴着这么好的洋表，会教人另眼看待！

是不是这么说，您哪？  

  松二爷 （真爱表，但又嫌贵）我……  

  刘麻子 您先戴两天，改日再给钱！  

 

  〔黄胖子进来。  

 

  黄胖子 （严重的沙眼，看不清楚，进门就请安）哥儿们，都瞧我啦！我请安了！

都是自己弟兄，别伤了和气呀！  

  王利发 这不是他们，他们在后院哪！  

  黄胖子 我看不大清楚啊！掌柜的，预备烂肉面。有我黄胖子，谁也打不起来！

（往里走）  

 

  二德子 （出来迎接）两边已经见了面，您快来吧！〔二德子同黄胖子入内。  

 

  〔茶房们一趟又一趟地往后面送茶水。老人进来，拿着些牙签、胡梳、耳挖勺之类

的小东西，低着头慢慢地挨着茶座儿走；没人买他的东西。他要往后院去，被李三截住。  

 

  李三 老大爷，您外边蹓跶吧！后院里，人家正说和事呢，没人买您的东西！（顺

手儿把剩茶递给老人一碗）  

  松二爷 （低声地）李三！（指后院）他们到底为了什么事，要这么拿刀动杖的？  

 

  李三 （低声地）听说是为一只鸽子。张宅的鸽子飞到了李宅去，李宅不肯交

还……唉，咱们还是少说话好，（问老人）老大爷您高寿啦？  

 

  老人 （喝了茶）多谢！八十二了，没人管！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唉！

（慢慢走出去）  

 

  〔秦仲义，穿得很讲究，满面春风，走进来。  

  王利发 哎哟！秦二爷，您怎么这样闲在，会想起下茶馆来了？也没带个底下人？  

 

  秦仲义 来看看，看看你这年轻小伙子会作生意不会！  

  王利发 唉，一边作一边学吧，指着这个吃饭嘛。谁叫我爸爸死的早，我不干不行

啊！好在照顾主儿都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有不周到的地方，都肯包涵，闭闭眼就过去



了。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儿顶要紧。我按着我父亲遗留下的老办法，多说好话，多请

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大岔子！您坐下，我给您沏碗小叶茶去！  

 

  秦仲义 我不喝！也不坐着！  

 

  王利发 坐一坐！有您在我这儿坐坐，我脸上有光！  

  秦仲义 也好吧！（坐）可是，用不着奉承我！  

  王利发 李三，沏一碗高的来！二爷，府上都好？您的事情都顺心吧？  

 

  秦仲义 不怎么太好！  

 

  王利发 您怕什么呢？那么多的买卖，您的小手指头都比我的腰还粗！  

 

  唐铁嘴 （凑过来）这位爷好相貌，真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虽无宰相之权，而

有陶朱之富！  

 

  秦仲义 躲开我！去！  

 

  王利发 先生，你喝够了茶，该外边活动活动去！（把唐铁嘴轻轻推开）  

 

  唐铁嘴 唉！（垂头走出去）  

 

  秦仲义 小王，这儿的房租是不是得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年你爸爸给我的那点租

钱，还不够我喝茶用的呢！  

  王利发 二爷，您说的对，太对了！可是，这点小事用不着您分心，您派管事的来

一趟，我跟他商量，该长多少租钱，我一定照办！是！嗻！  

 

  秦仲义 你这小子，比你爸爸还滑！哼，等着吧，早晚我把房子收回去！  

 

  王利发 您甭吓唬着我玩，我知道您多么照应我，心疼我，决不会叫我挑着大茶壶，

到街上卖热茶去！  

  秦仲义 你等着瞧吧！  

 

  〔乡妇拉着个十来岁的小妞进来。小妞的头上插着一根草标。李三本想不许她们往

前走，可是心中一难过，没管。她们俩慢慢地往里走。茶客们忽然都停止说笑，看着她

们。  

 

  小妞 （走到屋子中间，立住）妈，我饿！我饿！〔乡妇呆视着小妞，忽然腿一软，

坐在地上，掩面低泣。  

 

  秦仲义 （对王利发）轰出去！  

 

  王利发 是！出去吧，这里坐不住！  

 



  乡妇 哪位行行好？要这个孩子，二两银子！  

  常四爷 李三，要两个烂肉面，带她们到门外吃去！  

  李 三 是啦！（过去对乡妇）起来，门口等着去，我给你们端面来！  

 

  乡妇 （立起，抹泪往外走，好象忘了孩子；走了两步，又转回身来，搂住小妞吻

她）宝贝！宝贝！  

  王利发 快着点吧！  

 

  〔乡妇、小妞走出去。李三随后端出两碗面去。  

  王利发 （过来）常四爷，您是积德行好，赏给她们面吃！可是，我告诉您：这路

事儿太多了，太多了！谁也管不了！（对秦仲义）二爷，您看我说的对不对？  

  常四爷 （对松二爷）二爷，我看哪，大清国要完！  

  秦仲义 （老气横秋地）完不完，并不在乎有人给穷人们一碗面吃没有。小王，说

真的，我真想收回这里的房子！  

  王利发 您别那么办哪，二爷！  

 

  秦仲义 我不但收回房子，而且把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也都卖了！  

 

  王利发 那为什么呢？  

 

  秦仲义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王利发 开工厂？  

 

  秦仲义 嗯，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货，那才能救国！

（对王利发说而眼看着常四爷）唉，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你不懂！  

  王利发 您就专为别人，把财产都出手，不顾自己了吗？  

  秦仲义 你不懂！只有那么办，国家才能富强！好啦，我该走啦。我亲眼看见了，

你的生意不错，你甭再耍无赖，不长房钱！  

 

  王利发 您等等，我给您叫车去！  

 

  秦仲义 用不着，我愿意蹓跶蹓跶！  

 

  〔秦仲义往外走，王利发送。  

 

  〔小牛儿搀着庞太监走进来。小牛儿提着水烟袋。  

  庞太监 哟！秦二爷！  

 

  秦仲义 庞老爷！这两天您心里安顿了吧？  

  庞太监 那还用说吗？天下太平了，圣旨下来，谭嗣同问斩！告诉您，谁敢改祖宗

的章程，谁就掉脑袋！  

  秦仲义 我早就知道！  

 

  〔茶客们忽然全静寂起来，几乎是闭住呼吸地听着。  



  庞太监 您聪明，二爷，要不然您怎么发财呢！  

  秦仲义 我那点财产，不值一提！  

 

  庞太监 太客气了吧？您看，全北京城谁不知道秦二爷！您比作官的还厉害呢！听

说呀，好些财主都讲维新！  

  秦仲义 不能这么说，我那点威风在您的面前可就施展不出来了！哈哈哈！  

 

  庞太监 说得好，咱们就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吧！哈哈哈！  

  秦仲义 改天过去给您请安，再见！（下）  

  庞太监 （自言自语）哼，凭这么个小财主也敢跟我逗嘴皮子，年头真是改了！

（问王利发）刘麻子在这儿哪？  

  王利发 总管，您里边歇着吧！  

 

  〔刘麻子早已看见庞太监，但不敢靠近，怕打搅了庞太监、秦仲义的谈话。  

 

  刘麻子 喝，我的老爷子！您吉祥！我等了您好大半天了！（搀庞太监往里面走）  

 

  〔宋恩子、吴祥子过来请安，庞太监对他们耳语。〔众茶客静默了一阵之后，开始

议论纷纷。茶客甲 谭嗣同是谁？  

 

  茶客乙 好象听说过！反正犯了大罪，要不，怎么会问斩呀！茶客丙 这两三个月

了，有些作官的，念书的，乱折腾乱闹，咱们怎能知道他们捣的什么鬼呀！  

 

  茶客丁 得！不管怎么说，我的铁杆庄稼又保住了！姓谭的，还有那个康有为，不

是说叫旗兵不关钱粮，去自谋生计吗？心眼多毒！  

 

  茶客丙 一份钱粮倒叫上头克扣去一大半，咱们也不好过！茶客丁 那总比没有强

啊！好死不如赖活着，叫我去自己谋生，非死不可！  

 

  王利发 诸位主顾，咱们还是莫谈国事吧！〔大家安静下来，都又各谈各的事。  

 

  庞太监 （已坐下）怎么说？一个乡下丫头，要二百银子？  

  刘麻子 （侍立）乡下人，可长得俊呀！带进城来，好好地一打扮、调教，准保是

又好看，又有规矩！我给您办事，比给我亲爸爸作事都更尽心，一丝一毫不能马虎！  

 

  〔唐铁嘴又回来了。  

 

  王利发 铁嘴，你怎么又回来了？  

 

  唐铁嘴 街上兵荒马乱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庞太监 还能不搜查搜查谭嗣同的余党吗？唐铁嘴，你放心，没人抓你！  

 

  唐铁嘴 嗻，总管，您要能赏给我几个烟泡儿，我可就更有出息了。  

 



  〔有几个茶客好象预感到什么灾祸，一个个往外溜。  

  松二爷 咱们也该走啦吧！天不早啦！  

  常四爷 嗻！走吧！  

 

  〔二灰衣人——宋恩子和吴祥子走过来。  

  宋恩子 等等！  

 

  常四爷 怎么啦？  

 

  宋恩子 刚才你说“大清国要完”？  

 

  常四爷 我，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  

  吴祥子 （对松二爷）你听见了？他是这么说的吗？  

  松二爷 哥儿们，我们天天在这儿喝茶。王掌柜知道：我们都是地道老好人！  

 

  吴祥子 问你听见了没有？  

 

  松二爷 那，有话好说，二位请坐！  

 

  宋恩子 你不说，连你也锁了走！他说“大清国要完”，就是跟谭嗣同一党！  

 

  松二爷 我，我听见了，他是说……  

  宋恩子 （对常四爷）走！  

 

  常四爷 上哪儿？事情要交代明白了啊！  

  宋恩子 你还想拒捕吗？我这儿可带着“王法”呢！（掏出腰中带着的铁链子）  

 

  常四爷 告诉你们，我可是旗人！  

 

  吴祥子 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锁上他！  

  常四爷 甭锁，我跑不了！  

 

  宋恩子 量你也跑不了！（对松二爷）你也走一趟，到堂上实话实说，没你的事！  

 

  〔黄胖子同三五个人由后院过来。  

 

  黄胖子 得啦，一天云雾散，算我没白跑腿！  

  松二爷 黄爷！黄爷！  

 

  黄胖子 （揉揉眼）谁呀？  

 

  松二爷 我！松二！您过来，给说句好话！  

  黄胖子 （看清）哟，宋爷，吴爷，二位爷办案啊？请吧！  

  松二爷 黄爷，帮帮忙，给美言两句！  



  黄胖子 官厅儿管不了的事，我管！官厅儿能管的事呀，我不便多嘴！（问大家）

是不是？  

 

  众 嗻！对！  

 

  〔宋恩子、吴祥子带着常四爷、松二爷往外走。  

 

  松二爷 （对王利发）看着点我们的鸟笼子！  

  王利发 您放心，我给送到家里去！  

 

  〔常四爷、松二爷、宋恩子、吴祥子同下。  

  黄胖子 （唐铁嘴告以庞太监在此）哟，老爷在这儿哪？听说要安份儿家，我先给

您道喜！  

 

  庞太监 等吃喜酒吧！  

 

  黄胖子 您赏脸！您赏脸！（下）  

 

  〔乡妇端着空碗进来，往柜上放。小妞跟进来。  

  小 妞 妈！我还饿！  

 

  王利发 唉！出去吧！  

 

  乡妇 走吧，乖！  

 

  小妞 不卖妞妞啦？妈！不卖啦？妈！  

  乡 妇 乖！（哭着，携小妞下）  

 

  〔康六带着康顺子进来，立在柜台前。  

  康 六 姑娘！顺子！爸爸不是人，是畜生！可你叫我怎办呢？你不找个吃饭的地

方，你饿死！我不弄到手几两银子，就得叫东家活活地打死！你呀，顺子，认命吧，积

德吧！  

 

  康顺子 我，我……（说不出话来）  

 

  刘麻子 （跑过来）你们回来啦？点头啦？好！来见见总管！给总管磕头！  

 

  康顺子 我……（要晕倒）  

 

  康六 （扶住女儿）顺子！顺子！  

 

  刘麻子 怎么啦？  

 

  康六 又饿又气，昏过去了！顺子！顺子！  



  庞太监 就要活的，可不要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