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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下半年，我写了一组关于鲁迅
的《“且介亭”往事》，所以会产生这个念
头，一是因为我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鲁
迅居住的那个街区度过的，对那里的地
理文化环境比较熟悉；二是我曾随鲍昌
赴京访问几位“左联”老人，了解了一些
“左联”与鲁迅的史料。在写作过程中，
鲍昌的音容笑貌常常在我心中浮现，今
年1月21日是鲍昌九十一岁诞辰，2月
20日是逝世三十二周年纪念，我一定
要把心中多年的思念写下来。
我读大学时，在知道王蒙、刘绍棠

的同时就知道了鲍昌，但做梦也想不到
十多年后会与他坐在同一个办公室。
1974年，天津师范学院创办《天

津师院学报》，鲍昌从下放劳动的地毯
三厂调到学报资料室工作。后来编辑
人手不够，很快就让他转为编辑。
1976年初，我调到学报编辑部，第一天
到文艺组上班，鲍昌正在通读《鲁迅全
集》。当时文艺组只有鲍昌和留校的工
农兵大学生刘洁，我去后，三人为众，就
名副其实是个“组”了。谁当组长？论
业务当然是鲍昌，但他是“摘帽右派”，
当然不能考虑。我呢？上大学时曾与
姚文元有过一次文学论争，学报调我时
就有人议论“师院学报都要的什么人，
一个‘右派’，一个姚文元点名批判的”，
这对受命组建学报的李行健该是怎样的
压力，他能顶住，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刘
洁是工农兵大学生，共产党员，显然是
组长最合适的人选。刘洁为人正派，我
们三人相处很好；实际上，我们都听鲍
昌的。我心里暗忖，文艺组这么组合，
正是学报领导对鲍昌和我的保护！
1975年，宁河一中的教师邱文治

编写了四万字的《鲁迅年谱》，投寄学
报，鲍昌读后，觉得有一定基础，便向
领导建议并获得同意，由他帮助作者
搞一部新型的《鲁迅年谱》，可供本校
中文系作为教学参考书。这里说明一
句，那年月，中文专业可以搞的科研大
概只有鲁迅研究，而邱文治也是“摘帽
右派”，可以参与的也就是编年谱这类
资料工作。鲍昌伸出援手，两个“右
派”，精诚合作，组成一个有实无名的
“班子”，在那个年代，堪称“奇葩”！

那时候有个口号，“工人阶级占领
上层建筑”。继工宣队进驻学校后，又派

工人到知识分子中“掺沙子”。我们文艺组
“掺”进了两位青年女工，每天到办公室上
班。鲍昌阅读《鲁迅全集》，看到重要的语
句，就用红笔做个记号，两人分工抄成卡
片。她们工作态度很好，整天不停地抄写，
很少说话。这段时间不长，因为“文革”不
久就结束了。鲍昌主要修改“年谱”，我和
刘洁处理日常稿件，并不参与《年谱》编写，
倒是这两位工人师傅整天抄写卡片，为编
写《鲁迅年谱》做了实事。

当时刊物发表文章都署集体笔名，
1976年正值鲁迅逝世四十周年，《鲁迅
年谱》在《天津师院学报》开始连载时署
名“纪思”，纪念鲁迅逝世四十周年之

意。后来为了核实《年谱》涉及的一些问
题，1976年12月和1977年5月，学报派
鲍昌和我两次到北京访问知情的老同
志。现在查阅记录，我们先后访问了唐
弢、李何林、曹靖华、杨霁云、茅盾、戈宝
权、胡愈之、周建人、冯乃超、夏衍等人，
都受到热情接待，获得很多重要史料。
访问的计划制定、具体联系、访谈内容
等，都由鲍昌安排，我负责记录；倒也巧
了，许多受访的老先生都是南方人，他们
的江浙口音我很熟悉，尤其像茅盾、周建
人那样乡音浓重的，我还不时为鲍昌“翻
译”几句，充当了一个称职的书记员。这
次跟随鲍昌拜访前辈、名家，对我是一次
难得的现场教育和专业见习，还留下了
两本珍贵的访谈记录。

鲍昌的错划“右派”问题，1979年3月
才得到纠正，我们出差北京时，他还是“摘帽
右派”，不便公开身份，所以介绍信上写的是
“纪思等二人”。我留有师院学报给中组部
的信，联系事项为“请示能否往见周扬了解
鲁迅与三十年代文艺史上某些史实（为编
写《鲁迅年谱》之用）”，是鲍昌的笔迹。我们

就是以“纪思”身份拜访了诸位文化名人。
即使这样隐姓埋名、低调行事，还是

躲不开别有用心之人的“关注”。回校后
不久，主管学报的副校长刘冀农找我谈
话，说你们去北京，有人反映鲍昌是去与
“四条汉子”串联。听说有这等事，我几乎
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都啥时候了，“四条
汉子”已经在平反过程中，竟然还有人炮
制这样的谣言，真愚蠢荒唐之极。我感到
不屑一辩，只告诉校长，我们这次出差，严
格遵照学报指示，所有访问都通过对方组
织，周扬因为还没有完全落实政策，并未
见到，谈何与“四条汉子”串联？情况说清
后，校长让我回去写个材料。我写的材料

上报后，再也没有下文，便不了了之。这
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只深深地埋在
心里。这种栽赃诬陷、恶意中伤的告密小
人，不仅真有，而且就在身边，这使我不得
不留个心眼，遂将此生所写的这个最没有
价值的文字底稿悉心保留。今天我第一
次将此事披露于世。可悲的是，后来鲍
昌任中文系主任两年期间，再后来我任
中文系主任八年期间，这类事情曾一再
发生，这里不提也罢。
1978年5月，《鲁迅年谱》上册修改完

毕，经人推荐，天津人民出版社同意出版。
这部《年谱》在初稿四万字的基础上，修改
增补历时五年，阅读了大量鲁迅作品、书
信、日记（《鲁迅全集》就达七百多万字），引
用各种回忆录、回忆文件、参考文献约776
种，成书时总字数达74万字。这么浩大的
工程，鲍昌承担了主要的工作量。《天津师
院学报》编辑部始终给予大力支持，负责人
张虎刚不仅支持《年谱》的编写与出版，而
且让鲍昌、邱文治以个人名义署名。1979
年11月《鲁迅年谱》上册正式出版，出版社
支付了稿酬，鲍昌将汇款单交给张虎刚，他

坚决不收，让鲍昌和邱文治自行支配。《鲁
迅年谱》编写、出版的全过程，学报同仁、尤
其我们文艺组成员全都看在眼里，无不为
鲍昌、张虎刚、李行健的坚毅精神、学术修
养和高风亮节赞叹！

鲍昌于1958年5月下放到天津南
郊农村劳动，听村民讲义和团的故事，萌
生了创作义和团小说的念头，并开始积
累材料。1974年他在地毯厂当统计员，
感到有精力动笔写作《庚子风云》了。当
时他还是“摘帽右派”，明知写了东西也
不可能发表，但他抱着“藏之名山，传之
后世”的信念，决心完成这部小说。历史
终于创造了机会，1980年11月，《庚子
风云》第一部出版。一年后，我写了一篇
评论《〈庚子风云〉的艺术特色》，发表于
1982年2月24日《人民日报》。这是我
较早的当代文学作品评论，遗憾的是，那
时鲍昌已调离学报，我没有机会征求他
的意见，听取指导。
鲍昌1985年调到中国作协后，依然

与天津师大保持联系。我曾作为助手两
次与他合作编书。1984年，鲍昌考虑当
时外国文艺思潮、文艺理论、文艺技巧的
引进，带来了许多文艺方面的新名词、新
术语，读者感到陌生，阅读颇感困惑，萌
生了编一部《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的念
头，便与中文系教师姜东赋和我商量，共
同主持其事。于是我们组织了二十多人
的写作班子，成员主要是鲍昌的几位朋
友和我们的研究生。在编写过程中，鲍
昌显示了深厚的理论功力和强大的组织
能力，本书1987年在百花文艺出版社顺
利出版。还有一次是几所高校拟合作编
写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作为教
材，需要一位有声望的学者担任主编，他
们委托我请鲍昌出山。鲍昌欣然同意，
答应亲自审定篇目，撰写《前言》，由我组
织编写，审定书稿。于是我们二十几所
高校的三十几位当代文学教师全力以
赴，突击编写，浙江大学出版社按时出
版，保证了各校的使用。

我只有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不久便赶
上运动，荒废将近十年，调入学报时腹中空
空，几乎都要从头学起。我有幸遇到了鲍
昌，遇到了张虎刚，遇到了李行健，在学报
受到了真正的“再教育”，获得“再成长”，重
启了我的学术人生。

谢谢鲍昌老兄！

腊月是个寒冷的月份，民谚有:“腊七腊八，冻掉
下巴”“冻个大疙瘩”，还有“冻死寒鸦”等不同的说
法。天津话说“腊七腊八，冻死俩三”（这里面的
“三”要读成“撒”才押韵，才是天津话），腊八一般在
“三九”左右，节气的“小寒、大寒时节”里，确实是一
年中最冷的时候。
在中国人过年的风俗里，过年的大概念始于腊

八这一天。民谚还有“小孩小孩你别哭，过了腊八
就宰猪；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

确实是过年的序曲。这一天以后，过年已经不再仅
仅是一种期盼，各种日程变得具体起来，走亲访友、
年货采买都要开始落实。
这一天，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泡上一坛子腊八

蒜。选取上好的大蒜，最好是紫皮蒜，用上好的醋
泡上，米醋比老陈醋好！北方人喜欢吃饺子，喜欢
吃面条，大都要用到腊八醋。从腊八这天开始泡着
的这一坛子醋，能整整吃上一年。忽然发现腊八醋
快吃完了的时候，就又一个腊八快要来了，又是一
年。用醋泡着蒜，可以叫“腊八醋”，也可以叫“腊八
蒜”。为什么有这个习俗？在寒冷的冬季，用醋泡
上蒜，那醋把蒜泡成了那样的翠色，不仅有很好的
口味，也有很好的营养价值，这当然是劳动人民的

辛劳和智慧，就是喜欢这么吃才有味道。民以
食为天，“吃”在年俗里占有着不可替代的成分。

另外，还有个说法，“蒜”字和“算”谐音，吃
腊八蒜就表示要过年了，不管是对内对外，要算
算账了！说起“算账”有点生分，谐音为蒜，大家
就都有面子了。

商号多要在腊八这天拢拢账，这一年下来，挣
了多少，亏了多少，得准备出来多少钱等着还给人
家，还要到哪儿去收应收账款？泡上腊八蒜的时候，提醒

着这些生意人，到了该算账的时候了，要总结
了，一年要过去了，新的一年要开始了！农耕
社会，不说小商小贩，就是不做买卖的庄稼
人，任谁到了年关岁尾，都要算计一下，这一
年有多大的进步，有哪些人情账没有还，有哪
个理想实现了，哪个还没有实现。
这大概就是“腊八算”的由来。还有民

谚：“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儿，欠债的
还钱。”那为什么偏偏要在腊八这天“算”？当
然不能在年三十儿算，那就太晚了。快到年
关的时候，就该进行总结了，账目收完了才好

回家过年。过去，到了年关，人们心头其实是有点沉重的，
先要还账，担心还不上，还要讨债，又担心要不回。不能在
年三十儿算，那么腊月初七行不行，腊月初九行吗，非得腊
八，这是什么原因？谁要真是这么问，那或许真是抬杠了！

其实，在腊八这天，不仅有腊八醋，还有腊八豆腐、
腊八面，也有还有腊八粥。

腊月的“腊”，是农历十二月的意思，“腊”的本意是
祭祀。为什么祭祀呢，就是人们对上苍的感恩戴德、对
未来生活无限期盼的体现。熬上一锅浓浓的腊八粥，
也是在腊八这天一个久远的习俗，那是美味，也是越熬
越稠的心愿。“腊八粥”可以用各种米做成，包括白米、
小米、黄米、糯米、高粱米，还有大豆、云豆、红小豆等豆
子，还可以加入大枣、杏仁、花生，等等，这体现的是丰

收和团圆。
传说就是在腊八这一天，佛祖释迦牟尼经过

苦修，在一棵菩提树下悟道成佛，后来为了纪念
佛祖成道，腊八成了佛教的盛大节日。熬粥有
庆贺丰收之意，据说也是对佛教中释迦牟尼成
道故事里“牧女献乳糜”的效仿，祈祷众生解脱。
陆游有诗：“今朝佛粥更相馈，反觉江村节

物新。”说的就是佛教的寺庙在腊八日熬粥施舍
众生的故事，当然前面还有“腊月风和意已春，时因散
策过吾邻”之句，陆游在一个小村里收到了邻居相赠，
看来他的邻居熬了腊八粥。
此后朝代更迭，历朝历代都在沿袭。直到清朝雍

正年间，熬腊八粥还是一项宗教活动，雍正皇帝把自
己原来位于安定门内国子监附近的住所改成了“雍和
宫”，雍和宫是个喇嘛庙，每年的腊月初八，雍和宫都
要熬腊八粥，请喇嘛诵经。
那都是些遥远的往事了。我记得那一年，我还在

腊八那天到过雍和宫，风是冷硬的，而节日气氛浓
烈。想起每年的腊八这天，我也要忙着对过年之前的
所有纷乱生活进行总结，也陪同家人购买年货，也有
各种对于过年生活的期待，有对新一年的怀想。一年
一年，想着腊八粥的香浓，想着腊八醋的调剂，想着过
往生命里遇到的人，想着五谷丰登和遥远古印度的那
棵菩提。 题图作者：卞家华

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和天津歌
舞剧院原先是一家，1959年秋天
分家各自建院，那时我刚考入人艺
不久，去干部俱乐部参加“分家联
谊会”。在联欢会上我见到了歌舞
剧院舞美队长孙振东，后来他成为
歌舞剧院院长，由舞美人员当院长的剧院不
多，足以说明他的人品之好艺术水平之高。他
和我们的石路老师亲如兄弟，在艺术造诣上堪
称双星辉映，他们二位在全国舞台美术界都是
名列前茅的专家。

歌舞剧院的绘景车间不够宽大，有时借
用我们的车间来绘景。每一次孙老师来亲自
挥笔画景，都是我们的节日，学员们站在一旁
观摩他的一笔一画。我们羡慕他们还有个原
因——歌剧舞剧的布景大都很漂亮，唯美，浪
漫，富于异域风情，例如歌剧《货郎与小姐》精
巧的楼台呀、绚丽的服饰呀，神话舞剧《石义
砍柴》奇幻的妖怪洞、王宫呀，芭蕾舞剧《西班
牙女儿》的南欧风光呀……看了夕阳映照下
金色的西班牙式古堡，我跑到图书室把所有涉
及西班牙的书籍都借来阅读，也迷上了《斗牛
士之歌》《美丽的西班牙女郎》等乐曲……

我们羡慕歌剧舞剧的舞美风格是因为话
剧太生活化太写实了。那个年代我
们剧院演出的古典戏、民国戏、外国
戏不多，大都排演革命戏、工厂戏或
农村戏，布景及服装穷兮兮脏乎乎灰
不溜秋的，就这样导演和设计师还总
是要求我们“做旧”。别看我的性格
像个假小子，骨子里却是追求唯美
的，一直盼望设计出《天鹅湖》《货郎
与小姐》《西班牙女儿》那样富于异国
情调浪漫气息的美景，哪怕只是制作
执行者也行，可惜始终没有机会。

歌舞剧院不愧是天津人艺的兄
弟剧院，在全国各地的歌舞院团中她也只肯
屈居几家中央院团之后，拥有自己的歌剧、民
族舞剧、芭蕾舞剧、西乐团、民族乐团。尤其
是有孙振东院长领衔的舞台美术在全国是响
当当的，经常有外地同行来津观摩。

我与歌舞剧院的缘分也不浅，不仅观摩
学习了歌舞剧院演出的所有的剧目及晚会节
目，也应邀写了一部多幕歌剧剧本《喜事的烦
恼》，故事是三对情侣筹备结婚时发生的喜剧
冲突。导演石容贞，作曲牛万里、乔宏忱、袁
辰午。歌剧中的喜剧本来就很少，编、导、作
曲、主要演员又都是咱天津原创的，公演盛况
空前，演了许多场，很受观众欢迎。

不知为何我的作品概览或目录中都忽略了
《喜事的烦恼》，可能它与我的处女作，天津人艺
于1975年公演的独幕喜剧《计划计划》大同小
异吧！我记得《喜事的烦恼》首场公演时还有一
桩趣事：乐队伴奏是颇有规模的，却让电子琴抢
了风头。当时电子琴传入中国不久，乐队在天
津第一次使用了电子琴。开演时序曲一响，对
中国人来说陌生的电子琴那种颇具回声韵味的
独特音质，就博得观众的惊叹和掌声。

电子琴在天津专业剧院的“处女演”，多
么鲜明的时代特色，又是多么热烈的新奇感
呀！时隔不久，电子琴声即风靡大街小巷，几
乎每位家长都给孩子买上一台“雅马哈”。然
而，没过几年人们便习以为常，乃至厌之弃
之，如今电子琴的身价一路下滑，无法和“永
远的钢琴”比肩。或许，这就是经典艺术与通
俗文艺的本质区别之写照吧？
“文革”期间天津文艺界的大会特别多，

会址在中国大戏院或第一工人文化宫，会议
内容不外乎“批”（批判“走资派”）、“赞”（赞扬
样板戏）、“传”（传达“最高指示”）。后来多年
才开一次的“文代会”只有各剧团的代表参
加，正襟危坐听报告，走走换届改选程序，远
远不及当年的文艺界大聚会热闹。那年头儿
动不动就来个全市专业文艺院团人员“全家
福”，人们热衷于会前会后在剧场前厅和同行
们寒暄，朋友相见欢声笑语高腔儿大嗓儿跟
蛤蟆吵坑似的，用如今的时髦词儿来说那简
直就是一场大Party。各剧团的人做派穿戴
（或演出形式）不一样，很容易辨别，于是有
“讨厌鬼”编了一段顺口溜儿：侉梆子，土评
戏，哼哼唧唧是越剧。端茶壶的京剧团，穿大
褂的是曲艺。美不够儿的歌舞团，白话蛋的
话剧院。“坏小子们”的编派虽说对前三者多
有不敬，对后四者却抓得特点十足。京剧演

员爱端个小紫砂壶喝茶，相声演员
上台穿大褂儿，唱大鼓的女演员上
台穿长旗袍，天津也俗称大褂儿。
歌舞演员爱打扮洋气臭美，话剧院
的人爱“白话”，至今仍然可作“人脸
识别”的“看点”。只是河北梆子和

越剧没有了，人家曾少娟他们也早就不土气了。
我很喜欢呆在“美不够儿的歌舞团”，人

美歌美乐队美舞蹈美，舞台美术更美。《喜事
的烦恼》创作排练期间，给了我结交新朋友的
机会，于淑珍、关牧村、施光南、韩伟、刘鑫，后
来都成了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先得说说可亲
可敬的于淑珍大姐，她比我们这群“新生力
量”年龄大一些，但比起两家剧院的进城老干
部来说，还是应该把她划为50至80年代“我
们这一代”，姑且称作“天津中生代文学艺术
家”。我俩都在人大、政协履职多年，经常在
一些会议上见面。我非常喜欢她甜美的嗓
音，当年各地唱民歌的女演员几乎无人能超
过她。《泉水叮咚响》《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月光下的凤尾竹》……她的歌声委婉动听、
细腻抒情，真的犹如泉水叮咚沁人心脾，抚慰
心灵，伴随我度过青春岁月。她和关牧村往
台上一站，都有一种“大青衣”的身份感。戏

曲界有句老话：小花旦好找，大青衣难寻。梅
兰芳式秀美而端庄的大青衣气派，绝对区别
于如今不少人崇尚的别样美女。咱们天津这
两位歌唱家都不会矫揉造作眉来眼去，仅凭
实力创天下，也都获得了“舞台常青树”的上
佳口碑。于大姐心地善良热情大方，有一次
我只是称赞了一句她的胸针很漂亮，她就摘
下来执意送给我，至今那枚精美的天鹅胸针
还保存在我的书桌抽屉里。
我和关牧村也是在各种会议上见面聊天

的会友，私人交往不多，1991年她的前夫王星
军进了鄙作《启明星》剧组，我们才有了几次聚
会。王星军是怎么进剧组给谢晋导演当助手
的，我记不清楚了。他经常到寒舍来找我商谈
工作。他这人特逗，初次来家拿出两三种式样
不同的关牧村的名片，我说我和小关早就熟
悉，他嘿嘿傻乐也不觉得尴尬，听说他见了谁
都散发关牧村的名片，一时在文艺界传为笑
谈。关牧村是天津名人，而他是个外来户，多
此一举。他来自新疆建设兵团，相貌英俊，浓
眉大眼，尤其笑起来很灿烂，再加上他那健硕
的体魄，是个少有的硬汉形象。
不知为何王星军的演员条件这么好却非

要当导演。他当副导演连“打板儿”（宣布开
机、关机）都掌握不好分寸，例如要拍的是静场
戏，他却像军官下命令似的大声喊“开机——”
吓人一跳。挨了谢晋批评，待到拍儿童演员欢
乐戏时他却小心翼翼说“开机……”谢晋生气
地训他：“调动情绪，调动孩子们的情绪！懂不
懂？”他能“吃话”，干活儿也卖力气，总磨着谢导
请教如何当导演。谢导含蓄地说他形象很好更
适合当演员。谁都听得出来谢导意为他不适
合当导演，他非但不听劝，还产生了逆反心理：
权威说我不行，我偏要行！他执意当了一些电
视片的导演，反响平平。
我和关牧村仍然保持着“会友”式的交

情，后来听说北京有一位优秀男人呵护她，我
们真为她高兴。
前几年在一个场合见面，我对她说：“从

电视上看，现在你会化妆了，妆比年轻时漂
亮！服装也很得体。”她听了很高兴，一再反
问：“是吗？真的吗？”
这傻丫头，自己漂亮不漂亮都不知道。

我怕女人看女人眼光不准确，问了好几位先
生，他们都赞叹：“关牧村还真的比年轻时更
漂亮了！”
一个女人越老越漂亮，而且嗓音毫无逊

色，真是傻人有傻福气！

共事五载忆鲍昌
夏康达

隐身幕后（十五）

“美不够儿”的歌舞团
航 鹰

从腊八说起
杨仲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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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俊杰李硕勋
在“上大”的烈士谱上有一位叫

李硕勋的青年俊杰。他是位四川籍
革命者，1923年底考入“上大”并在
学校入了党。李硕勋是社会学系的
学生，在瞿秋白的课堂上他感受着
社会主义伟大革命的汹涌澎湃和马
列主义的思想光芒。1924年，这位
优秀的学生成为全国学联执委会主
任。当看到自己的同学黄仁牺牲在街
头的那一幕后，他发誓要用革命的斗争
对付反革命的暴行。五卅运动之后，为
了适应城市武装斗争的需要，全国学联
接受了党的一项秘密任务：建立军事委
员会，培训青年军事骨干。于是李硕勋
成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长，开始了他
的地下军事武装斗争的革命生涯，为之
后上海的武装起义作出了卓越贡献。
在结束担任多年的全国学联主席和兼
任的地下党上海南市部委书记工作之
后，李硕勋又参加了“南昌起义”。当再
回到上海时，他出任中共江苏省委军委
书记和江南省军委书记，与李维汉、陈
云、刘晓等一起在苏南地区成功组建了
红十四军、红十五军，配合江南一带的
革命武装斗争。1931年8月，李硕勋
奉中共中央之命赴海南领导那里的武
装斗争。可刚到海口，即被叛徒出卖关
入牢狱。狱中，国民党反动派知道李硕
勋是中共“大人物”，用毒刑逼他投降就
范。然而李硕勋宁死不屈，被敌人打断
脚骨。临刑前，这位年仅28岁的中共
党员、优秀的军事家已经不能站立，却
振臂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
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李硕勋烈士牺

牲前给妻子赵君陶留下这样一封遗书：
陶：余在琼已直认不讳，日内恐即将

判决，余亦即将与你们长别。在前方，在
后方，日死若干人，余亦其中之一耳。死
后勿为我过悲，唯望善育吾儿，你宜设法
送之返家中，你亦努力谋自立为要。死后
尸总会收的，绝不许来，千嘱万嘱。勋

李硕勋烈士的妻子赵君陶也是“上
大”社会学系的学生。她与李硕勋相识于

“上大”，1926年结婚，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是早期妇女工作的领导人之一和教育家。

1923年夏，是个炎热的季节，也就在
这个时候，一位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人物
来到了上海。他叫恽代英，是如今他故乡
的常州人所称“三杰”之一，而“三杰”中的
另外两人也都曾是“上大”重要的老师和
中共早期领导者：一位是前面已经说到的
瞿秋白，另一位是张太雷。他们在上海和

“上大”留下的功绩如丰碑一般永远屹立
在黄浦江岸头……

恽代英是作为青年学生领袖和中国社
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者之一的双重身份进

“上大”当教授的，当时他还是新创办的《中
国青年》主创人。之前他在武汉读书，因为
领导五四运动中的学生示威游行和与林育
南等创办进步报刊而在广大青年学生中具
有重要影响，成为革命领军人物。

白爷不是个一般人物
但杨灯罩儿不这么说，只说是水

铺的李十二乱咬人，他根本就没见过
这个小碗。三帮子连唬带吓地问了
半天，也没问出个结果。回来对白爷
一说，白爷就明白，这个青花小碗再
想追是追不回来了。倘这样，这个叫
杨灯罩儿的连同八方来水铺的多老
板，就一个都别想跑了。白爷还不光心
疼这个青花小碗，也咽不下这口气。事
情当然不是多老板干的，但这个李十二
毕竟是他水铺的伙计，既然这样，就不
能不冲他说话了。白爷先在宝宴胡同
的“聚庆成”订了一桌酒席，然后又打发
人去给多老板送帖子，说要请吃饭。但
这多老板有个毛病，轻易不出来吃饭，
且吃饭挑人，别说不熟的，就是熟的，倘
说话说不到一块儿，这顿饭也宁可不
吃。这时一看送来的帖子，是北门里的
白玉亭白爷请客，想想这人倒听说过，
但从来没有交往，于是把帖子一合，让
来人带话儿回去，说自己最近身体有
恙，不便打扰。就这样谢绝了。

送帖子的人回来一说，白爷的气
就更大了。本以为这多老板是做生意
的，应该也是个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
人，所以才讲个街上的规矩，先有话好
好儿说。现在既然给脸不要脸，那就
怪不得别人了。白爷看一眼身边的三
帮子，只说了一句，你知道该怎么办。
三帮子点点头，就带上人走了。

这以后，先是单街子上的水铺，三天
两头儿有人往里扔死猫死狗。水铺里的
水是入口的，一有死猫死狗，买水的人也
就都不敢来了。接着“八方来”的几个分

号也都出了同样的事。多老板毕竟是买卖
人，又已在街上做了这些年的生意，这才知
道是得罪人了。再一问，单街子水铺的伙
计李十二已不知去向，立刻把另一个叫傻
四儿的伙计叫来。傻四儿虽是个哑巴，但
耳朵还能听见，就比比划划地把这事儿说
了。多老板一听才恍然大悟，敢情是这个
叫李十二的伙计惹了祸。这事儿要这么
说，就确实是自己这边不占理了。多老板
也是敞亮人，在家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也
在宝宴胡同的“聚庆成”订了一桌酒席，不
光请白爷，还特意请了白爷的几位在街上
有头有脸儿的朋友。吃饭时，先在酒桌上
敬酒赔礼，又表示这青花小碗不论值多少
钱，一定照价赔偿。白爷的几个朋友也在
一旁帮着说话，这事才总算过去了。

这时，杨灯罩儿也已听说了多老板
在“聚庆成”请白爷吃饭的事。杨灯罩儿
已打听了，知道这白爷在北门里不是个
一般的人物，也就明白，看来这回是真把
这白爷给惹毛了。那个青花小碗，当初
出手时卖了二十块大洋，于是把这二十
大洋封好，又托人把白家的三帮子请出
来，在一个饭馆儿喝了一顿酒。喝酒时
说，这个青花小碗确实是从他手里出去
的，可他当时真不知是白家的东西，要知
道，打死也不敢沾。

19 16 开山岛小学
从此以后，王继才和妻子就自备

一个小药箱，里面都是些常用药。为
自己，也为过往的渔民兄弟，有备无
患，至少能争取一些去医院的时间。

在开山岛上出生的王志国，大
海的涛声是他的摇篮曲，海风伴着
他一天天长大。王志国5岁时，王仕
花准备教他识字并按小学一年级教
学方案给儿子上课。可是，小志国的
小脑袋瓜里没有上学的概念。

王仕花想给儿子营造良好的学习
氛围，便向王继才提议：“我们为儿子
办个学校吧！”王继才立刻同意道：

“好！你当老师，我当校长。”
于是他们就打扫出一间营房当教

室。王仕花在门口墙上用粉笔写上几
个美术字——“开山岛小学”，王继才
用旧桌子改做了一个小课桌，在墙上
挂上一块小黑板。每天上午两节课，
时间是在升旗、巡岛之后。

王仕花像过去在鲁河乡小学给学
生上课一样给儿子王志国上课。上课
时，妈妈就成了王老师，王志国就是王
志国同学了。刚开始王仕花主要是在
给王志国立规矩，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
习惯。王仕花要求他：老师上课时不许
随便说话，有事要举手报告老师批准。
开学第一天，他们还举行了开学典礼。

王仕花老师是一对一的
教学，更是开放式的教学，在教
学方式上很灵活，语文、算数按
教学大纲教课。小志国毕竟
才5岁多一点，限于开山岛的
地理环境，她结合实际情况，让

小志国了解海洋知识，带他去钓鱼；又带他
去观鸟，带他去看云。王仕花竭尽全力传
授给这个小小学生更多的知识，开阔他的
眼界。经过母亲精心教育的王志国与同龄
孩子相比，他掌握的知识更为丰富。王仕
花的努力没有白费。

王志国刚刚学会走路就和爸爸妈妈一
起去升旗。可是当时的旗杆是立在哨所顶
上的，岛上风大，往高处走很不安全。王继
才决定在营房右前方向阳的一座崖头上立
一个旗杆，这个位置是开山岛正中间，得天
独厚。自从旗杆立在离营房不远处，王志国每
天都参加升旗仪式，他还要求当一次升旗手。

王志国升旗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就起
床了，不像平常，还得妈妈叫醒才起床。

在那天的升旗仪式中，王志国十分认
真地朗读了一遍《我爱北京天安门》，这是
他自己安排的一个环节。妈妈问他：“为
什么这样做?”他说：“我要像北京天安门
广场的旗手那样每天升国旗。”然后，他迈
着正步走近旗杆，将国旗系在绳子上，眼

看着国旗徐徐升起，他扬起胳膊
把国旗展开。一连串的动作做得
准确到位，堪称完美，对于一个7
岁大的孩子来说，真是难能可
贵。王继才和王仕花看着儿子一
连串的动作，激动得热泪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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