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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了，更近了！赵炜似乎都能听
见自己的心在“怦怦”地狂跳不
已———1955年1月，从部队转业到
国务院机要处不久的赵炜，被调到中
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工作。已经来
了一个多月了，23岁的赵炜一直在偷
偷琢磨何时能见到总理一面，没想
到，就在这一天准备外出办事时，她
意外地见到了正在散步的周恩来夫
妇。看着总理夫妇一脸微笑地走近，
除了惊喜，赵炜的脑中已是一片空
白，暗暗设计过无数次的开场白也忘
得一干二净。
“那天，周总理就穿着像我们在

报纸照片上常见的装束———身着灰
色中山装，脚上穿一双黑皮鞋；那是
个阳光明媚的春日，邓大姐穿的显得
有些多：一件带花的薄呢子大衣，脚
上是蓝呢面棉鞋，头上还包着一块当
时非常流行的花方巾。”五十多年前
第一次与总理夫妇见面的诸多细节，
对赵炜来说仍清晰如昨。

身边的警卫向总理简单介绍了
赵炜的情况，握手之后总理向赵炜问
了几个问题，“我的手心直冒汗，声音
也有些打颤”。周总理微笑着说：“不
要紧张，我是总理，你是这里的工作
人员，咱们都是同志。”旁边的邓大姐
也补了一句：“小同志，不要紧张，慢
慢咱们就会熟悉的。”简单的两句话，
让赵炜一下子平静下来，“咱们都是
同志”也让赵炜在总理和邓大姐面前
再也没有紧张过。

到西花厅工作，赵炜的第一个感
受就是那里很多人的工作时间和别
人不一样。周总理习惯夜里办公，最
早也要到凌晨两三点才休息。为周恩
来担任过保健医生的张佐良回忆，邓
颖超曾讲过一件趣事：以前中央曾请
刘伯承给周恩来当参谋长，刘伯承听
后急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
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请他人吧！”上
午基本是周恩来的休息时间，秘书们
的作息也跟他一致，所以西花厅的上
午大多是静悄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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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平时有两件东西是从不离
身的。一件是他的那只老手表，另一
件是办公室和保险柜这两把钥匙。”
赵炜回忆。周恩来的办公室有三套钥
匙，他自己一套，秘书一套，警卫一
套，连邓颖超都不能“私自”进入他的
办公室。或许是早年革命生涯沿袭下
来的习惯，周恩来的钥匙几乎24小
时不离身，平时放在衣服口袋里，睡
觉时就压在枕头底下，出国时才交给
邓颖超保管。“大姐把钥匙放在信封
里，为了避嫌，特意用订书器把信封
口订上，交给我”。
平时，周恩来都是亲自取放保险

柜里的东西，至于里面究竟放了些什
么，邓颖超也从不知晓。在总理身边
工作了21年的赵炜有过两次打开保
险柜的经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
周恩来让赵炜把里面存放的三个存
折取出送交中国银行保管，总理告诉
她，三个存折累积40万的存款是新

中国成立后国家给傅作义的补贴，
“文革”一起，傅作义怕红卫兵抄家便
在前一天晚上送到周恩来这里保管；
第二次开这个保险柜时已是周总理
去世，来清理遗物。“说实在的，这次
打开保险柜很出乎我意外，因为里面
根本没有任何重要的东西。”总理是
个保密意识很强心又很细的人，赵炜
推测，他一定在住院时就把里面的重
要东西作了安排。
周总理有清嗓子的习惯。只要夜

间从外面回来，在西花厅前院一下车
他就要咳两三声，一听到这个声音，
值班室的人马上知道总理回来了。赵
炜还是后来从邓颖超那里得知，原来
周总理这种进门前先咳嗽的习惯是
20世纪 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时养成的。那时他们住的院子没有电
铃，回来晚了不敢高声叫门，就以咳
嗽两声为暗号。后来虽然转战南北，
但这个习惯却一直保留了下来。
“总理是个喜欢整洁的人”，用今

天的眼光来看，周恩来有点像“完美
主义者”，“办公完毕，他习惯自己把
办公桌上的文件收拾好，笔、墨、放大
镜等文具也都一一整理得清清爽爽，
放到固定位置，临走前再把椅子摆
好”。在总理身边待了二十多年，不知
进了总理办公室多少次，赵炜从未见
过他的办公室有过乱糟糟的情形。注
重仪表的周恩来，即使在家也穿得整
整齐齐，再热的天，他也坚持穿衬衫，
而且从不敞着领扣。
早期的西花厅留给大家的记忆

都充满了温暖而安宁的气息。平时周

恩来一天要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周围
的工作人员想方设法让他多些休息
放松的时间。周恩来经常去中南海紫
光阁跳舞，赵炜印象中的总理，舞跳
得很棒，步子既轻柔又稳健；如果周
六他不外出，警卫局服务处会过来放
电影给大家看，租一个片子要15块
钱，就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工资里
扣；偶尔，他会和邓颖超一起去首都
剧场看一场人艺的演出，为了避免惊
动观众，他们经常在演出半小时后悄
然入场，坐在观众当中，在看完一两
出精彩剧目后，再悄然离去，门票也
必然要自己掏钱来买。
赵炜回忆，那时候的周恩来也特

别喜欢招待客人。不管是谈工作的还
是开会的，赶上吃饭时候，他总是热
情挽留：“别走了，一起吃个饭吧，今
天我请客。”饭费从他的工资里出，他
自己也不知道一个月究竟花多少剩
多少。有一次，周恩来又照例表示他
“请客”，留客人吃饭，邓大姐在旁边
开他玩笑：“怎么老说是你请客啊？你
一个月有多少钱啊？你们是吃我的，
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
算。”
“是吗？那就让大姐请你们吃

饭。”周恩来笑呵呵地说。从1964年
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工资开始分开
支配，一个月下来，周总理的工资扣
掉房钱、水电费和各种开销后，果然
没剩多少。自此以后，他虽然还是请
客如常，但多了点“理财概念”，再留
客人吃饭时，总没忘加一句“特别声
明”：“今天是大姐请你们吃饭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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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我记得。不过虽然那时候大
家打、成、一、片，但现在大家还是打
成一片了。这就是所谓的‘相逢一笑
泯恩仇’吧。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小时
候太较真有点可笑呢。”

王旗看着夏秋沉默了十几秒，直
到她的笑容在脸上变得僵硬。
“怎么？”
“我们什么时候相逢一笑泯恩仇

了？”
“嗯？”
“真不敢相信你连这么明显的对

立都看不出来。”
“在我看来只是‘相爱相杀’而

已，‘相爱’还摆在前面，又不会像以
前那样较真到打架的地步。”

“那只能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的自控能力有所提高。”
“我不理解。既然这么互相讨厌，

早就可以‘相忘于江湖’，但你们还不
是‘不离不弃’。”
“因为我们属于同一个圈子。就像

你和尹铭翔分手了，即使觉得尴尬也
不得不见面一样。我们都在这个圈子
里，不是因为我们多喜欢对方，而是希
望让对方看见自己过得比她更好。”

夏秋把左手中的购物袋换到右
手，挑了一个让人相对轻松的话题分
支：“我和尹铭翔不是打架分手的，所
以我们不怎么尴尬。”

她实在无法无视王旗的处境，抛
出几句虚情假意的吹捧。她不知道王

旗是怎么做到如此豁达洒脱的，除了
王旗本人以外，任谁都不会认为她过
得比唐韵更好。
相比起唐韵，王旗更讨厌赫连，

因为在她眼里，赫连就是个不折不扣
的大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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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第一次班会，主题是保护
地球家园，班导师希望用新颖有趣的
形式使大家受到教育，为了腾出表演
环保小品的空地，全班兴师动众将前
半个教室的课桌搬去走廊。王旗和夏
秋当然不会去扮演造型滑稽的鲸和
熊猫，因此顺理成章地搬着座椅挪到
后一排的赫连身边。
王旗第一眼就注意到从前一直

坐在她身后的这个女生有两条又白
又直的大长腿。赫连跷着二郎腿挺直
腰杆目不斜视地注视前方。坐在她另
一侧的夏秋五官无可挑剔，可气质和
赫连相比简直像个男生。从那时起，
赫连的“女人味”就给王旗留下了不
可磨灭的印象，以至于多年后她比赫
连本人还无法面对赫连发福的现实。
女高中生的友谊其实并不复杂，

王旗主动示好，赫连很快就与她惺惺
相惜。正当所有人都认为王旗与赫连
关系不错时，赫连选择了唐韵的阵
营。
王旗也许至今仍没有发现，在与

唐韵较劲时她从一开始就处于劣势，
除了两个相对神经大条的女汉子闺
蜜，班里其他女孩在选边站的时候必

定会有赫连这样的考虑———哪个阵
营看起来更高端大气上档次。比起一
个在课余凑在一起吃光明冰砖、玩连
连看的小团体，她们当然更喜欢那个
周末相约喝下午茶、做美甲的小团
体。这就是虽然王旗为人直率爽朗，
在女生中的人气却远远不如唐韵的
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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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秋崇拜的却不是小资姑娘这
部分的唐韵，而是呼风唤雨无所不能
的女王唐韵。
高一时的运动会，学校规定每个

班级走方阵经过观礼台时都要搞点
创意，班导师是偏循规蹈矩的人，建
议大家画些口号牌放些小气球交差
便好，不要弄得太劳师动众，更不要
造成安全隐患。
到了开幕式的当天，万事俱备只

欠东风，全体班委都焦急地等着送气
球来的店员，他比约定的时间晚到一
个半小时，有惊无险地赶到后又坐地
起价，说自己为了赶时间打车过来，
需要在气球总价的基础上再加100元
打车费。夏秋管班费，秉着不要误事
的原则，二话不说就要掏钱，却被唐
韵拦住了。
唐韵把夏秋挡在身后，下巴抬高

了五度：“我们不管你乘什么交通工
具把气球送来，只要求你按时送到。
可你现在迟到一个半小时，居然还有
脸问我们要打车费？你给我拨通店里
电话，我倒要问问你们老板，他以后

还要不要做生意了。”
店员原本只是侥幸觉得学生钱

好赚，能多要点就多要点，没想到小
姑娘口气也厉害得很，怕被老板知
道，态度立刻软了不少，一边强调天
气热跑这么远的路途不容易，一边把
100元车费改成双方均摊：“就50元
吧，你看，我送这几十个气球也确实
挺辛苦不是？”
面对店员不断擦汗求同情，唐韵

毫不动容：“别跟我讨价还价。你辛苦
自有辛苦钱赚，我倒要问问老板，他
有没有付你工资，凭什么他该付的工
资要我们来出？我当初和他谈的是一
口价，没有这么些额外的路费杂费，
该给的我们会给，不该我们给的算不
到我们头上。”
夏秋等一群人在一旁完全插不

上嘴，对从容淡定不动怒的唐韵佩服
得五体投地。与菜场买菜司空见惯的
讨价还价拉锯战不同，唐韵十几岁模
样，端的却是三十几岁御姐的架势，
不卑不亢，有理说理，掌握着对方的
心理节奏，让对方什么空子也钻不
成，撒手锏要留到最后。最后，唐韵还
是和卖气球的老板通上了电话，不仅
车费免谈，连气球钱也给打了九折。

在夏秋心目中，做一个女生领袖
的条件并不是像王旗那样广受男生
们爱慕，而是得有这份担当。她由衷地
钦佩唐韵的能力，只可惜碍于闺蜜无
法与她做朋友；她从来没有想与唐韵
为敌，她与唐韵同属一个圈子的唯一
理由是希望能得知唐韵过得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