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里的皮匠大爷去世了，父
亲要我回去帮着送老人最后一
程。皮匠大爷一辈子孤身，父亲
说，他这一走，村里的皮匠手艺
也就算是失传了。

皮匠大爷在村里是一个传
奇人物，是村里唯一的马姓，年
轻时流浪到村里，在村东头的石
屋里定居下来。他靠一手皮匠手
艺走村串户，维持一个人的生
计。我对他的印象其实并不是很
深，因为那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我还小，到现在只依稀存有
一些模糊记忆。

皮匠大爷把石屋周围垒上
石墙，院子里栽上一些杨树，把
它们都打了头，留着一些枝枝杈
杈。皮匠大爷不出门的时候就把
走村串户收来的羊皮一一加工，
加工好了用来制作羊皮袄或羊
皮坎肩。

制作羊皮袄或坎肩首先要
先“熟皮子”。收来的羊皮都是硬
邦邦、粗糙糙的，皮匠大爷就把
它们用一种“硝水”浸泡十多天，
之后再把羊皮挂在树杈上，用特
制的刀具一下一下把羊皮的皮
面刮得干干净净，直到用手摸起
来非常柔软的程度才罢休。这个
过程就叫“熟皮子”。皮子熟好
了，再根据羊皮的大小和位置，
有选择地裁剪成前襟、后背、袖
子等，有羊毛的一面是“里子”，
皮子的面是“面子”。那时候的冬
天比现在冷，一到寒冬，羊皮袄
或羊皮坎肩很受村里老人的欢
迎。

制作一件羊皮袄需要好几
张羊皮，有些村民往往攒不够羊
皮，就赔着笑脸要皮匠大爷多想
想办法。皮匠大爷还真有别的办
法，那就是“抻皮子”。抻皮子也
需要把羊皮浸泡，不过用的是一
种“滑油”。羊皮在“滑油”里浸泡
几天，就把它拿出来平铺在特制
的木质“绷床”上，四角用夹子夹
紧，然后拧动螺丝。随着螺丝的
后退，羊皮就一点点被抻长。抻
到一定长度，停留半天再松开夹
子，这样羊皮回缩就比较小。抻
过的羊皮比原先的羊皮大多了，
就能凑合制成一件羊皮袄了。不
过抻过的羊皮因为纤维受到了
损坏，羊皮袄的寿命就会大打折
扣，御寒性也差。但凑合着穿几
个冬天还是不成问题的。

皮匠大爷有时候会制作一
些赶牛鞭和皮绳无偿送给村民。
那时候我爹家里弟兄多，一直少
衣缺食。皮匠大爷看我爹冬天冻
得哆哆嗦嗦，就送了一件羊皮大
衣给我爹御寒。我记得那件羊皮
大衣在我爹身下铺了好多年，爹
说多亏那件羊皮大衣，他的腿才
没有在寒冬里冻出毛病来。我爹
一直记得皮匠的好，平时有口好
吃的也给皮匠送去。这次回村里
给皮匠大爷送殡，我却在他的石
院里没见到一件羊皮。村里人
说：现在村里早就富裕了，冬天
人人都穿羽绒服、鸭绒服，谁还
穿那土得掉毛的羊皮衣？皮匠大
爷走了，他的手艺也散于风里。
可是，他送与我爹的那件羊皮大
衣却一直温暖着我爹的心房。

俞大缜写给赵太侔的信
原文如下：“太侔：我已经到北
大来了。刚到即去找了杨金甫
先生，经前只闻名而未见过面
的，我告诉他，我不到山大去，
太侔也许会怪我，他毫不犹豫
地说：一定会怪你的！我说我
希望他能原谅我，他又很坦白
地说恐怕很难！我听了非常难
过。幸而在重庆时我曾经向你
说过有不来的可能，否则我的
良心更要责备我了！我请杨先
生写信给你，因为我实在没有
勇气。不知他到底写了没有？
也许他太忙早已将此事忘记
了。我想来想去还是自己写
罢，我不爱说谎话，同时也不
愿意make excuse。只有请你原
谅！何时到北平来？很想和你
谈谈。勿此问候。俞大缜啟

（1946年）十月十四日”
这封信涉及三个人：赵太

侔、杨金甫、俞大缜。太侔校
长，即山大校长赵太侔

（1889—1968）。历史上
赵太侔曾两度出任山东
大学校长，一次是抗战
前1932年至1936年，另
一次即胜利后1946年至1949

年。这封信即赵太侔第二次任
国立山东大学校长之时俞大
缜所写。

赵太侔与俞大缜是何时
相识的呢？1936年3月，赵太侔
因处理学生运动失当和办学
经费的压力，辞去校长职务，
先去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任职，

“七七”事变后辗转到达重庆，
一直在教育部所属部门任职。

抗日战争胜利后，山东大
学于1946年1月复校，国民党
政府复令赵太侔为校长。抗战
胜利不久，各大学都在恢复时
期，优秀人才成为争夺对象。
赵太侔接手山大校长之后，立
即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教师
发出复聘邀请，希望他们尽快
返校。同时向许多著名教授、
学者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加盟
山大。抗日战争时期赵太侔在
重庆，任职于教育部，应该说
对重庆的师资情况非常了解。

赵太侔可能就在这一时期结
识了俞大缜。

俞大缜，浙江绍兴人，生
于１９０４年。她曾就读于南京金
陵女子大学，1934年留学牛津
大学，主修英国文学、英国戏
剧，1936年毕业获文学硕士学
位。1937年与妹妹俞大絪一起
回国，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
外文系任教授，俞大缜讲英国
文学史，俞大絪讲英国小说和
英国诗歌。1946年到北京大学
西语系任教授，长期从事英语
语言文学教学工作。

从信中可知，赵太侔应该
是任山大校长后，亲自赴重庆
登门聘请俞大缜，俞大缜应该
是接受了邀请。据国立山东大
学教员名册中（民国三十六年
一月份）记载：外国语文系主
任，李茂祥，教授（已到）；教
授，俞大缜（重庆沙坪坝、中央
大学）；教授，王国华，兼先修

班主任；讲师，方敬。可
见赵太侔已将俞大缜列
为国立山东大学教员
了，可惜俞大缜没到山
东大学，而是和妹妹俞

大絪一起去了北京大学。
其实赵太侔与俞大缜还

有亲戚关系，俞大缜是赵太侔
夫人俞珊的姑姑。俞珊出身山
阴俞氏，家世显赫。俞大缜的
父亲俞明颐和俞珊祖父俞明
震是亲兄弟，俞珊的父亲俞大
纯和俞大缜的哥哥俞大维皆
为民国时期政府官员。俞珊早
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学院。
1929年由田汉邀入影剧演出
团体南国社，不久因主演王尔
德名剧《莎乐美》而声名鹊起，
次年主演田汉改编的《卡门》。
1933年12月，与时任国立山东
大学校长赵太侔结婚。

信中所提杨金甫先生，即
杨振声，是新文学运动初期涌
现出的重要小说家之一，杰出
的教育家。1930年，杨振声由
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青
岛大学校长。

杨振声与赵太侔交情很
深。杨振声来青岛后住在黄县

路的一座二层小楼里，他与赵
太侔住同一个楼，往来甚密。
梁实秋后来在文章中写道：

“校长官邸在学校附近一个山
坡上的黄山路（今黄县路），他
和教务长赵太侔住楼上，一人
一间卧室，中间是客厅，楼下
住的是校医邓仲存夫妇和小
孩。”

杨振声善饮，由于他的提
议，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
方令孺等八人每周末都聚于
中山路一带的顺兴楼或厚德
福，薄暮入席，深夜始散，被戏
称“酒中八仙”。

1932年春，国立青岛大学
发生全校性的罢课、罢考和驱
逐校长、驱逐教授的事件。教
育部指令国立青岛大学进行

“甄别”整理，同意原校长杨振
声辞职，任命赵太侔为校长，
并将国立青岛大学改名为国
立山东大学。

杨振声辞职之前，为了国
立青岛大学的稳定和发展，写
了三封信分别给赵太侔、吴之
椿和梁实秋。在给梁实秋的信
中，杨振声写道：“劝太侔为校
长，之椿为教务长，再辅以吾兄
机智，青大前途，定有可为。”

正是赵太侔与杨振声的
这段渊源和友情，俞大缜到了
北京大学后，即找到同在北京
大学任教的杨振声，请他给赵
太侔写信，以求赵太侔原谅。
杨振声给赵太侔写信没有，赵
太侔原谅俞大缜没有，笔者不
得而知。赵太侔是爱才惜才之
人却是显而易见。正是赵太侔
广揽人才，才为山大组建了一
支高水平师资队伍，当时应聘
到山东大学的有朱光潜、游国
恩、王统照、陆侃如、丁山、萧
涤非、丁西林、童第周、朱树屏
等知名学者。短短两三年，山
大由原5个学院8个系，扩充为
8个学院16个系，为山东大学
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俞大缜写给赵太侔的一
封信，充分显示了赵太侔求贤
若渴办好山大的一片苦心，可
惜俞大缜没有来！

熟皮子和抻皮子

□张成磊

【旧时记忆】

吴用和宋江的交集发生在
智取生辰纲以后，“智取生辰
纲”一回基本上是作者为吴用
树立个人威望而写。谋夺生辰
纲是为了发财，不是为了造反，
但不幸出了白胜这一个败笔，
劫取生辰纲事发，危急关头宋
江“担着血海般干系”冒险来到
晁盖庄上报信，救了晁盖和吴
用等人。第一次吴用和宋江见
面，连说话的时间都没有，因为
宋江要抓紧时间回到县里。晁
盖也来不及多说，只是安排宋
江与吴用、公孙胜和刘唐三人
见了一面，宋江就飞也似往县
里去了。相见虽匆匆，宋江给三
人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江
给吴用的第一印象就是大恩难
忘，这是吴用最终归附宋江的
现实基础。

宋江帮了晁盖，所以晁盖
才多次说要将第一把交椅让
给宋江，但越是如此，宋江越
不能做不义之事，宋江取代晁
盖的方式只能是让晁盖离开
梁山舞台，这一点宋江和吴用
等人都是心知肚明的。

宋江被断配江州，吴用和宋
江第二次相见是在梁山下。花荣
说，为什么不给兄长开了枷？宋
江说：“贤弟，是甚么话！此是国
家法度，如何敢擅动！”吴用没有

要开代表国家法律的枷，而是笑
着说：“我知兄长的意了……”宋
江听了这话后说：“只有先生知
道宋江的意。”二人在思想深处
是相知的，吴用明白宋江要的不
仅是“义”字，更是要个“忠”字，
因此公人不能杀，枷锁不能开。
宋江上了梁山泊，始终是戴着枷
锁的，宋江知道一名罪犯遇到大
赦或者边境有战事，还可以做个

“忠孝”之人，而上了梁山，则完
全成了一个“不忠不孝的人”。
宋江的底线是遵守国家法度，
做个“忠孝”之人，他也暗示梁
山的出路，可惜只有吴用一人
明白。吴用怀才不遇，他想通
过劫取生辰纲证明自己的智
慧，事情败露，才不得不造反
上梁山。但在潜意识里他是想当
官的，要当官只能是走招安之
路。二人潜意识里是相同的，这
也是吴用最终归附宋江的思想
基础。

吴用最终还是从信仰上
被宋江征服的。《水浒传》第一
回是全文的眼睛，龙虎山洪信
放跑了镇锁着的36员天罡星、
72座地煞星，宋江把这个神话
改造成天罡地煞星马上要聚
集，把自己打扮成星主。宋江
上梁山后，演绎了九天玄女娘
娘召见的故事，用手中的三个

枣核和三卷天书为证，借九天
玄女娘娘之口传达了宋江的意
思：“宋星主！传汝三卷天书，汝
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
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
功成果满，作为上卿。”为了征
服吴用：“此三卷之书，可以善
观熟视。只可与天机星同观，其
他皆不可见。功成之后，便可焚
之，勿留在世。”宋江不仅把自
己捧成了星主，还把吴用拉入
天罡地煞理论的团队，定位为
二把手。天罡地煞理论彻底征
服了吴用，吴用也就义无反顾
地放弃了晁盖。

吴用和宋江希望招安，但
在招安方式上又有所不同，宋
江急于招安实现天罡地煞理
论，但吴用不同意宋江委曲求
全地招安。吴用使人盗换御酒、
撕毁诏书，然后两败童贯、三败
高俅，使得朝廷不敢小看梁山
人马，为招安成功提供了保障。

宋江的天罡地煞理论让
朝廷和权臣不安，宋江不服从
朝廷安排，要挟朝廷按原建制
保持了梁山集团的军队，特别
是一面倒地投向宿太尉的一
边，参与到了朝廷内部文人斗
争中，注定梁山集团招安后的
悲惨命运，宋江和吴用也只能
以悲剧性的角色落幕。

□刘传录

吴用为何会归附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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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查阅山东大学
校史资料时，发现了北京
大学俞大缜教授写给曾
两任国立山东大学校长
赵太侔的一封信。这封信
揭开了俞大缜与赵太侔
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而
这封信的历史背景是在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各大
学都在恢复时期，优秀人
才成为争夺对象。赵太侔
接手山大校长之后，立即
向曾经在山大任教的教
师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
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加盟
山大。

俞大缜写给赵太侔的信
【名人印记】

□张洪刚

前面介绍宋江当上
梁山掌门人的经过，宋江
和吴用密谋杀害晁盖，这
让很多读者大跌眼镜，不
能理解。吴用和晁盖是发
小，有多年的友谊，晁盖
在经济上给过吴用很大
帮助，吴用也出谋划策，
帮助晁盖智取生辰纲，上
山后成为梁山二把手、晁
盖的大管家。而吴用和宋
江此前并不认识，吴用怎
么会帮助宋江谋杀晁盖
呢？

赵太侔

杨振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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