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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川東一座小城，有個歷史悠久的川劇戲

班子，名叫董家班。董家班曾紅極一時，現在

卻門庭冷落，這可急壞了董班主。

這天，董班主看見兒子董小鵬吃飯時還在

玩手機，不由得怒上心頭：“就知道玩！你那

手機裡有錢還是有米？整天像塊金磚抱在手上

！”

董小鵬剛從戲曲學校畢業，目前在父親的

戲班裡唱武生。此時，他正在刷微博，挨駡後

很不服氣：“你就知道錢！你知不知道，我微

博上的粉絲有好幾千呢，這也是一筆寶貴的財

富！”

董班主怒駡道：“什麼狗屁財富！你能靠

他們吃飯？”

董小鵬氣得沖父親吼了一句：“爸，你等

著！下周，我把我的粉絲都喊過來，包場！”

按董家班目前的價碼，包場起碼要幾千塊，現

在的網友有幾個肯花錢來看川劇？說實話，董

小鵬自己心裡也沒底。

當晚，他試著發了一條微博：“戲班不景

氣，支援川劇的最好方式就是來看戲！特舉辦

粉絲專場，票價三十元一人，我在戲臺上等你

！”不料，微博發出去很久，連一個轉發和評

論的人都沒有！

董小鵬正覺得失望，突然收到一條私信：

“時間？地點？什麼資訊都沒有，讓人怎麼支

持？”一看發信人，他來了精神，這是他戲曲

學校的同學，他心中暗戀的女神——塗嬌嬌！

塗嬌嬌是學青衣的，畢業後改行當了模特

。經她提醒，董小鵬重發了一條微博，塗嬌嬌

第一個轉發，還表示將到場支持！

塗嬌嬌作為模特，她的粉絲要比董小鵬的

多得多。沒過多久，這兩人的粉絲團開始跟進

，經過粉絲們的轉發再轉發，川劇粉絲專場的

微博被越轉越火！到了演出那天，居然組成了

一支一百多人的現場粉絲團！

這回，董班主算是見識到粉絲們的熱情了

！說好三十元的票價，那些粉絲們只是摟著董

小鵬照了個相，就尖叫個不停，往票箱裡一扔

就是百元的大鈔！

最誇張的是和塗嬌嬌一起來的一個叫大頭

的公司老總，他是塗嬌嬌的粉絲。大頭掏出五

千元錢硬往董班主手裡塞，說是有個特別的要

求。原來，今晚塗嬌嬌為董小鵬助陣，要上臺

演一齣《關公月下斬貂蟬》，她演貂蟬，董小

鵬飾關公。但大頭說他也想扮關公，和他的女

神塗嬌嬌同台演出一回！

這下，董班主有些犯難了，關公畢竟是武

生戲，扮相唱功、手眼身法步哪一項都不是朝

夕之功，這萬一演砸了可怎麼辦？考慮了半天

，他靈機一動，《斬貂蟬》是今晚的壓軸戲，

有一段戲關公沒有唱詞，只需坐在椅子上聽貂

蟬唱就可以了，那時可以讓大頭上場，等該關

公唱了，再由董小鵬把他換下來！大夥一聽，

都覺得這主意不錯。於是，大頭興沖沖地跟著

塗嬌嬌去了後臺，臨時學了些上臺後的基本規

矩和動作。

很快，催場的來喊了：“快快快，該關老

爺上場了！”大頭咕嘟咕嘟喝了幾口白酒，穩

住心神，聽著鼓點從側幕踱出來，剛到臺上一

亮相，就聽台下粉絲們的尖叫聲四起，嚇了他

一大跳！此時，塗嬌嬌扮演的貂蟬已經在臺上

了，見了大頭，忙示意他去桌前坐下。

這幕戲演的是關公見到曹操送來的美人貂

蟬，內心猶豫不決，不知是殺還是留，貂蟬悲

歌命運無常，關公捧書思緒不定。

此時大頭左手持書，右手撫須，端端正正

地坐在太師椅上，不敢亂動。一開始他還覺得

挺威風，但他有個毛病，一看書就想睡覺，再

加上這時酒勁上湧，沒過多久他竟然睡著了！

臺上塗嬌嬌唱完一段，後臺演員高聲喊道：

“啟稟將軍，營門外有緊急軍情來報！”

本來這時，大頭該下臺去聽軍情，之後再

換董小鵬上臺。誰知別人連喊了三聲，大頭卻

坐在那裡紋絲不動！塗嬌嬌一看，趕緊上前救

戲，她把大頭一推，念白道：“將軍，有緊急

軍情來報！”

這大頭睡意正濃，突然被人推醒，睜眼一

看，見自己的女神鳳冠霞帔像天仙一樣站在面

前，嬌聲嬌氣地在叫他！恍惚中只聽得“來抱

”兩個字，他心中大喜，哪裡還記得這是戲臺

，張開雙臂就給塗嬌嬌來了一個擁抱，還滿嘴

酒氣地要去親她！

台下觀眾一片譁然！不是說斬貂蟬嗎？沒

聽過關老爺抱貂蟬啊！一時間，起哄的、吹口

哨的，什麼聲音都有！

大頭哪知道發生了什麼，只感覺懷裡的女

神很不安分地掙扎，一鬆手，臉上“啪”的一

下吃了個耳光！他正發呆，從戲臺一側又沖出

來個同樣扮相的關公，迎面就給了他一拳。大

頭愣了愣，立刻回敬了對方一腳，兩人打做一

團！

“不好了！關老爺打架了！” 這下整個

戲院炸開了，觀眾全站了起來！

這沖上臺來的關公，正是等著換人的董小

鵬！他早就看大頭不爽，此刻眼見塗嬌嬌被非

禮，胸中這口惡氣哪裡還忍得住？他沖上臺就

打！大頭也不是好惹的，他拿起一旁的道具關

刀就掄起來，一旁的塗嬌嬌拉都拉不開！

正鬧得不可開交，突然戲臺上幕布一掀，

又閃出一個紅臉關公！這個關公手提亮晃晃的

關刀，上了台也不搭話，手起刀落，把前兩個

關公打得嗷嗷直叫！

現場沸騰了！粉絲們大叫：“不得了啦！

三個關老爺在臺上PK！”

臺上三個關公越打越起勁。只見一個關公

手提大刀，招式有板有眼，刀刀都往另兩人的

屁股上招呼；一個關公手上雖有大刀，但不會

用，把大刀當燒火棍使，招架抵擋狼狽不堪；

還有一個關公沒有大刀，但身手很靈活，一直

追打那個拿燒火棍的。

終於，最後上臺的關公把前兩個關公都打

倒在臺上，又伸腳一勾，把貂蟬也輕輕勾倒，

然後“啪”的一個倒踢紫金冠，接一個威風凜

凜的馬步橫刀亮相，像天神一般威武！大夥兒

正在讚歎，那關公的口中突然噴出一大團火焰

，把大家嚇了一跳！火光中，關公把頭一晃，

他那張紅臉突然變成了黑臉，惹得粉絲們一片

尖叫！他再一轉身，回過頭來黑臉又變成了藍

臉！轉眼之間，那關公連變了五六次臉，那可

是川劇裡最為神奇的變臉功夫！最後，那關公

用手在臉上一抹，露出真容，原來是董班主！

就在這時，大幕徐徐落下，台下掌聲雷動

，那些粉絲們吼得比看演唱會還過癮！

過了好久，粉絲們還在網上念叨這場“關

老爺打架”的大戲！在他們的苦苦要求下，董

班主也終於開了微博，很快粉絲人氣爆棚。那

些人都自稱是關老爺的粉絲，會經常組團去董

家班看川劇。

那天，董小鵬又發了一條微博：只要有你

、有我，有這些粉絲，川劇永遠不會沒落！

關老爺的粉絲團

阿 P和小蘭吵架了，小蘭每月給阿 P四百

塊零花錢，被阿P請朋友喝酒一次性花光了。

小蘭說他，阿 P嘴巴很硬，還說什麼“我阿 P

沒錢照樣能活”，氣得小蘭扭頭不理他。

第二天，阿P幾次想張口要錢，可想起昨

天說過的話，終究沒能抹開面子，訕訕地出門

了。

今天周日不用上班，去哪兒好呢？阿P掏

了掏口袋，就剩幾塊錢了，他蔫了，正要打道

回府，突然看見一輛大巴停下了，車身上赫然

寫著“免費大巴”的字樣。阿P“騰”地上去

了，到了終點才發現，那是一個旅遊景區，叫

“七俠鎮”。

下了車，一座宏偉的城樓矗立在眼前，阿

P仿佛到了古代，除了遊客，其他人全都是古

裝，有轎夫小販，有雜耍賣藝的，也有衙役捕

快，在城門口進進出出，像集市一樣熱鬧。

阿P興奮了，隨著遊客到了檢票口，不料

卻被攔住了，他一抬頭，巨大的牌子上寫著

“票價：98元”，阿P傻眼了，不是免費的呀

！他紅著臉從人群中擠出來，可心有不甘，他

四下掃視著，高大的城牆是翻不過去的，連個

狗洞也沒有，咋能混進去呢？

就在這時，阿P一眼看到好多人圍著城牆

，不知在看啥，他忙湊過去，一看，頓時嚇了

一跳：上面貼著一張用毛筆寫的緝捕令，還有

一個畫著圓圈的“賞”字。

看著那畫像，阿P一激靈，畫像上的人他

剛剛見過的，是個小販，下車時跟他撞了個滿

懷，個子不高，尖嘴猴腮，很好認，對，就是

那小子！

阿P認真地看著告示：“案犯張二狗，打

家劫舍，殺人越貨，十惡不赦，凡能捉拿案犯

者，賞白銀千兩，特此告知，七俠鎮衙門。”

後面是紅紅的官印。

哇，一千兩銀子啊！阿P生怕被別人搶了

先，他上去一把揭下告示，興沖沖地跑到檢票

口：“我揭榜了，我能幫你們逮住那小子……

”

兩個檢票員一愣，笑了一陣，兩人耳語了

幾句，一人掏出手機打了個電話，很快便打開

門閘：“這位客官裡面請，第一條街左轉，就

是你要去的地方了。”

阿P那個高興啊，裝傻充愣混進來了，還

以為我真傻呀？什麼抓逃犯，那是假的，誰不

知道？我只要能混進來就好囉！正高興呢，突

然，迎面走來兩個衙役，他們盯著阿P手裡的

告示，看了又看，然後一抱拳，齊聲說道：

“我二人奉命在此等候好漢，請！”

阿P一愣，後悔不迭，咋不一進來就扔掉

告示啊？這下好了，人家當真了！

阿P硬著頭皮跟二人來到衙門，班頭熱情

迎接，一口一個“好漢”，一口一個“大俠”

，把阿 P弄得還真進入了角色。班頭交給阿 P

一個精美的腰牌，說：“拿著這個，你就是我

們衙門的特聘捕快了，可以自由出入城門去尋

人。”

我的天呐，這待遇忒好了！阿P興奮地出

了衙門，拿著通緝告示在人群中搜尋張二狗，

沒多久，張二狗居然撞槍口上了，他向阿P兜

售斗笠，被阿P一把抓住：“好小子，我是衙

門特聘捕快阿P，你逃不了啦！”

那小子一聽，似乎沒回過神來，等看到阿

P手裡的告示，才明白咋回事，他奮力掙脫，

撒腿就跑……

張二狗比兔子跑得還快，可此刻他在阿 P

眼裡，已經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大坨銀子，說

啥也不能讓他跑嘍！

追了半小時，最後張二狗癱了下來：“哥

呀，你是田徑隊員嗎？我服了，我跟你去衙門

，再讓你追下去，我非斷氣不可。”

阿P帶張二狗回到衙門，上交了腰牌，班

頭果然讓衙役端來四個託盤，盤裡全是白花花

的銀子，把阿P看傻了：“這、這都是真的啊

？哎喲，我的親娘啊，我穿越了嗎？”

一旁的衙役一本正經地說：“好漢，銀子

只能在七俠鎮內花銷，不管吃飯購物都行，唯

獨不能帶出鎮，到了城門口，銀子是會被沒收

的。”

阿P一聽有點洩氣了，這麼說來銀子只是

道具，不是真金白銀，但他轉念一想，景區

裡有很多店鋪，現在手裡拿著一千兩銀子，

必須當回土豪啊！這麼一想，他向捕快要了

個口袋，把銀子倒進去，背著口袋，出了衙

門。

剛才追張二狗早就餓了，阿P來到一家飯

莊，抬頭一看菜價，才幾十元一盤菜，他樂

了：“店小二，來二斤鹵牛肉，三兩燒酒，

快點！”

酒菜一上來，阿P狼吞虎嚥，很快吃光了

，他打著飽嗝拿過口袋，掏出兩錠銀子“啪

”地拍在桌上：“小二，不用找了。”

這時，飯莊裡吃飯的遊客都驚奇起來，別

人都用人民幣，他咋用銀兩？頓時，人們都

圍過來看稀奇。

這下阿P得意的呀，一隻腳踩在凳子上，

把全部銀兩倒在桌子上，掏出手機來了兩張自

拍，發到了朋友圈，還配上文字，他就是要讓

小蘭看看，他阿P在另一個世界裡如何叱吒風

雲！

店小二跑來一看，樂了，飯莊早就得到景

區的通知，用銀兩消費的人叫阿 P，只要他本

人消費，一路綠燈，並通知了銀兩的折算比率

。店小二大叫一聲：“哇，您是抓捕逃犯的大

俠阿P吧？沒想到您能光顧我們小店……”

人們一聽，大俠？抓逃犯？人群喧鬧起來

，阿P拗不過大夥兒七嘴八舌的發問，只好添

枝加葉地描述了他抓捕逃犯的英勇事蹟。正說

著，“嘀鈴鈴”的手機鈴聲打斷了阿P的話頭

，一看是小蘭的電話，阿P知道小蘭一定看到

了朋友圈，看到了那一大堆銀子了，他拿起手

機又吹了起來，小蘭在電話裡歡喜地說：“我

長這麼大還沒見過銀子呢，你太有本事了，這

個月零花錢我再給你加200！”

阿P不等小蘭再問啥就掛了電話，人群中

的店小二沖他拱拱手：“大俠，您兩錠銀子不

夠哇，您一共消費三百兩。”

一頓飯吃掉三百兩，黑店呀？可經店小二

一解釋，阿P明白了，銀子在這裡類似“購物

券”，所謂一千兩，不過是個定額而已，並不

是真的一千兩。

用這種“購物券”的人，他阿P是第一人

，因為沒有人揭過榜，沒人幹過這種傻事，偏

偏他阿P幹了，景區居然把這個“遊戲”納入

以後的遊覽項目中，這是後來的事，阿P不知

道罷了。

想想自己給景區開了先河，而且是花銀子

第一人，阿P又不心疼那三百兩了，他大方地

付了賬，離開飯莊，背著剩餘的七百兩銀子，

一路逛，一路買買買……

一圈逛下來，阿P渾身快散架了，他這才

發現，口袋癟了下去，只有一錠銀子了。街道

上人也快走光了，店鋪三三兩兩都關了門，天

居然快黑了！

阿P急忙跑到城門口，朝外一望，廣場上

空蕩蕩的，一輛大巴都沒有了，只有遠處幾輛

計程車在招攬生意，一打聽，最後的班車剛剛

開走！

這前不著村後不著店的，幾十公里的路，

走回去還不得半夜啊？阿P想打車，可一想到

身上沒錢，又轉了回來。最後，他思來想去，

找了家客棧，掏出最後一錠銀子：“掌櫃的，

住一晚多少錢？”

掌櫃白天圍觀時見過阿 P，他笑眯眯地說

：“這不是大俠阿P嗎？您是要上房呢？還是

……”

阿P急忙說：“最便宜的，我就是體驗一

下生活，不能太奢侈嘛。”

結果，最便宜的要一百多兩銀子，阿P只

剩下三十兩，根本不夠！阿P紅著臉，說想打

工頂住宿費，掌櫃壞笑著一指牆上的招聘廣告

。阿P一看：招聘店小二，每月一兩二錢銀子

。掙夠一百兩銀子得多少年啊？我明天還要上

班呢！

一分錢逼死英雄漢，阿P頓時氣短了，低

聲下氣地跟掌櫃商量，好歹讓他住下來，可人

家就是不同意。正在爭執，門外走進兩名捕快

，“哎呀呀，好漢，您在這兒啊，我們找了您

半天，以為您走了呢！這是七俠鎮給好漢的答

謝，請務必笑納！”說著，一個捕快遞上一個

紅包。

阿P接過來一捏，感覺到裡面是錢，至少

幾百塊啊，這紅包給得太及時了，他激動得差

點哭了，還住啥店啊？趕緊打車回家！

阿P不好意思當面打開，再三道謝後把一

錠銀子交給捕快，走出門來，撒腿就往城門口

跑。

這當兒，最後一輛計程車正要啟動，阿 P

沖出閘門，拉開車門坐了上去……

阿P氣喘吁吁的，車子開出很遠，才平靜

下來，他打開紅包一看，傻眼了，哪裡是錢啊

，裡面竟然是四張景區門票！他頓時沒了底氣

，猶豫著遞給司機一張門票，弱弱地問：“師

傅，我錢花光了，用這門票抵你車費，行嗎？

票價98呢。”

司機愣了一下，他想，自己經常跑這條線

，知道怎樣把門票賣出去，如果賣了，扣掉這

趟車錢，起碼賺一半，行！

阿P到家後，小蘭左瞧右瞧，疑惑地問：

“銀子呢？”

經過一番解釋，小蘭雖說不大高興，但還

是有些佩服阿 P，好吃好喝玩了一整天，沒花

家裡一分錢，有點能耐！

阿P掏出三張門票，又吹開了：“人家還

送我三張門票呢！我在那裡也算是個名人了，

改天我帶你和兒子去玩一次，也當回土豪。”

小蘭一聽，立馬進廚房炒菜去了……

阿 P當捕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