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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河北省委为了
及时与上级党组织保持联络，决定建立秘
密电台。由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长、秘书
长兼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负责筹建并
领导电台工作。

两个地下党假扮夫妻

在筹建过程中，姚依林选定清华大学电
机系学生、地下党员王士光与河北女师附中
学生、共产党员王兰芬具体负责电台工作。
年仅15岁的王兰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按照
原计划，将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的一所
分校学习。这一天，她到指定地点接头。在
一座欧式风格的花园里，一个陌生的男子告
诉她，“党交给你的任务变了”，需要她和一
个男同志组成名义上的家庭，掩护对方做通
信工作。这个接头人就是当时的中共天津
市委书记姚依林。王兰芬后来回忆道：“我
觉得很突然，思想根本来不及转变。”姚依林
劝解说：“党员嘛，个人要服从组织，党相信
你会很好地完成任务的。”在回忆文章中，王
兰芬说自己表示坚决服从。与此同时，也有
人去做王士光的工作。为了不碰钉子，后来
担任交通部副部长的葛琛问了王士光三个
问题：婚否、有无对象、有无目标。他爽快地
答道“我是‘三无’”，并表示要打败日本鬼子
和国民党反动派再结婚”。他们两个人的见

面是在1938年的一天，地点是天津一个名叫
颐和园的旅舍。王兰芬直到耄耋之年，依然记
得对这位假丈夫的第一印象：脸色苍白，头发
乱蓬蓬的，不知道还以为是刚刚从监狱里逃出
来的。

电台选址首要条件是安全

秘密电台设在英租界62号路伊甸园临街
的一座三层楼房的三楼（沙市道原45号，已拆
除）。这座楼房地处三角地带，如果发现情况，
便于及时转移。附近是英国兵营（今天津实验
小学、幼儿师范和市一中校址），这里既不断电，
又可以借英国兵营的电报为掩护进行发报。
房东一家住在一楼，人口不多，二楼有两间大
房子和一个晒台，居高临下，可以看清周围的
一切。这些都是保证电台安全的有利条件。

电波传递党的重要信息

为掩护工作，省委派了一位烈属潘大娘
带着小儿子与王士光、王兰芬组成了一个“家
庭”。白天，王士光去天祥市场一家电料行当
技师，不仅可以掩人耳目，而且可以获得所需
的电讯器材；王兰芬则在家中料理事务，有时
在晒台上跳绳，有时放好一根竹竿，作为平安
信号。电台伪装成收音机的形式，起初用的
是美国生产的收发报机，后来考虑到发射机

和电源噪音太大，王士光特意拿来自己组装
的电台和电源进行改造。夏天的晚上，天津
闷热得透不过气来，王士光和王兰芬却躲在
屋子里，把门窗捂得严严实实，用绒布把手和
发报机的电键都包裹起来，聚精会神地发报
收报，收抄伯力电台的广播（可以从这个电台
听到党中央和解放区的一些消息）。刚开始
王兰芬仅能呼叫电台，在王士光的帮助下很
快掌握了全套技术。“嘀嘀哒哒”，一连串红色
的信号冲破黑暗的夜空，不断传送着坚持在
沦陷区工作的中共组织向上级组织汇报的情
况，也传递着党中央的声音，给战斗在白区的
党组织和处于水深火热的沦陷区人民群众带
来希望和曙光。

假夫妻患难生真情

1938年9月，河北省委已撤离天津，中共平
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继续使用这座电台，

先后由点线工委书记葛琛、赵普宣直接领导。
共同的革命理想，使朝夕战斗生活在一

起的假夫妻王士光、王兰芬的感情逐渐起了
变化。一次，王士光病倒了，持续几天高烧，
不能起床，王兰芬除了代替王士光工作外，还
日夜精心护理，这让王士光很感动。据说，两
个人的感情得到升华缘于一次遇险。一天
晚上，周围出现“情况”，他们只得离开家，到
一个旅馆躲起来，思考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
况。王士光想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存电
台，掩护王兰芬脱险；王兰芬却思量着王士
光是电台的负责人，应该牺牲自己，掩护他
脱险。但是，谁也说服不了对方。

革命路上伉俪情深

两人是革命同志，是生死搭档，在患难中
彼此心生爱慕。终于有一天，王兰芬忍不住
了，问王士光：“老姚和葛琛都问过你，你的
‘三无’怎么样了？你为什么吞吞吐吐地不回
答，为什么还脸红？你要老实交代！”王士光
大胆地说：“因为有了你。”“你的心思我早就
看出来了，就是怕羞不肯说。”王兰芬很是爽
快地说。“我现在向你请求，我们结婚吧！”王
士光借机说。1938年12月26日，经上级组
织的批准，他俩由假夫妻结成真伴侣。

1939年5月，二楼搬进了新户，给工作带
来不便，在复杂的环境中，机关久驻一地也不
安全，点线工委决定，将电台迁往和平区昆明
路福寿别墅4号。1939年8月，日伪势力已
渗入英租界，形势极为严峻，冀热察区党委决
定停止电台工作，调王士光、王兰芬到平西抗
日根据地接受新的任务。

1984年，王士光、王兰芬夫妇在耄耋之
年回到当年居住和工作过的昆明路福寿别墅
4号，缅怀激情燃烧的岁月，感慨万分。他们
在天津从事革命斗争的特殊经历，成为今天
人们赞颂的一段佳话。 张栋豪/文

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地下斗争的特殊经历成就革命姻缘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画坛深耕

王士光、王兰芬夫妇于1984年在昆明路福寿别墅4号院合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剧照

沙市道45号旧照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三）

中共河北省委电台遗址
位于和平区沙市道原45号和昆明

路原福寿别墅4号（原建筑已不存在）

我家祖辈一直住在蒙古路，后来我结
婚在别处买了新房才搬离那里。我也曾劝
过父亲和我一起住。但他始终不肯，他舍
不得那间小二楼，舍不下他在和平工作和
生活的点点滴滴。

后来，父亲病了，我搬回来照顾他。一
天，晨风吹灭路灯，树枝把天色擦亮。一阵撕
心裂肺的哭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慌忙坐
起，另一张床上的父亲平静地对我说:“该是
隔壁你张大娘没了，宫颈癌。”我仍不愿相
信。父亲叹了口气说:“左邻右舍都瞒着她，
所以没告诉你。”过了一会，父亲翻个身对我
说:“把那个紫色药片拿来，我该吃药了！”我递
过药。父亲把两片止疼药一扬脖咽了下去，
然后转过头闭上眼，让痛感慢慢平复。

父亲没什么文化，在他朴素的意识，帮
助别人快乐自己。从年轻时起，父亲每日

起早贪黑，厂里忙生产，回家下厨房，一个人
含辛茹苦把我拉扯大。别人遇到难处，找父
亲借个三头五百的，他也常常“忘记”。每当
我向父亲抱怨有些人借钱总也不还的时候，
他总是点上一支烟微微笑道:“吃亏是福！”父
亲身强力壮且会各种手艺活，大到搬砖砌墙
维修水暖，小到拧螺丝换灯泡，也因此总会被
人拉去帮忙。有时一天忙下来，一顿粗茶淡

饭就把他打发了。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很
气愤:“他家真够抠门的！即便是雇工，好吃
好喝还得给钱呢！”父亲不以为然地说:“没准
将来咱家有事了，也需要别人帮咱呢。再者
说了，吃亏是福！”
“吃亏是福”这四个字，三十多年来我耳

朵都快听出茧子来了。直到父亲被确诊为肝
癌晚期，我还在抱怨父亲:“您一直说吃亏是

福，这一辈子亏没少吃，福呢？”父亲知道自己
癌症晚期的诊断后，那一夜陷入沉思。第二
天清晨叫醒在医院陪床的我，平静地说:“嘛
癌不癌的，都无所谓，谁都有死的那天。”面对
死亡，父亲能泰然处之，我默默地为他点赞。
之后的三年里，父亲以惊人的毅力与病魔缠
斗，不向厄运低头，向死而生。过去老和平的
邻居们得知父亲病重，隔三差五来看望。一
开始，来人都会带来各种营养品，这让他倍感
温暖。后来父亲觉得这样会加重人家的负
担，就跟大伙说:“大家能来看我就很好了，不
要再买东西。”看着父亲每天活得很开心，我
对他以前吃的亏也就慢慢释然了。

是啊，吃亏是福！简简单单的四个字蕴
含着人生大哲理。我们这些曾经生活在老和
平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永远怀着那份善良
的初心去待人处事。

吃亏是福
李耀斌

生活百味

顾盼生姿画中人
著名画家刘正工笔人物画赏析

在老干休所
不多的几个老人
在讲述过往

从老人的眼睛里
可以看见火焰的跳动
可以看见红旗的鲜红

在这里
你不用开口
只选择倾听
那些光与色

组成了太阳的光芒

现在
在亚洲的东方
红日正在上升
此刻的中国

就是让列强多想一想的中国
不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些老革命
是新中国的火焰
红色中国

光耀了一个百年
这盛世的荣光

一定能从胜利走向胜利

从革命者的足迹里
从宏观的声音中

人们看到了祖国的未来
让人如此骄傲和自信的未来

红色火焰
孟胜利

篆刻 作者：张国栋

刘正，1949年生于天津。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刘奎龄
书画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天津市政协书画艺术研究会副秘书长，
作品曾经多次入选全国美展并获奖。她的传统工笔人物画色彩
瑰丽，浸润着水墨写意的无穷魅力，人物形象饱满生动，人物气质
超凡脱俗。她的笔墨语言取南北画派之长，清新靓丽，作品极具
视觉冲击力和感染力，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现代审美情趣。
创作中，她将细腻的情感融入画中，营造出精神栖息的氛围，表达
着深切的人文关怀。孙其峰先生曾为刘正题词——“独运心源，
自成格调”。 彩霞/文

苗家少女 牡丹亭
风雨桥畔夕阳暖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也是“十四五”规划的
开局之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发挥文艺作品的
宣传性、号召性和凝聚性作用，动员全区广大文学爱好者回顾
党的光辉历程，讴歌党的丰功伟绩,讴歌和平新变化，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标志区，为正在全区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提
供生动鲜活的素材，为“美丽和平”建设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
艺支持，经研究，从即日起，启动和平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主题创作征集活动。

一、主办单位
中共和平区委宣传部、和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平区

融媒体中心。
二、征集主题
紧扣建党100周年主题，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

歌英雄，反映新时代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的辉煌成
就，注重用文学、摄影、微视频、美术、戏剧、书法、民间文艺等文
学艺术表现形式，挖掘和平区广大干部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艰苦
创业、铸就辉煌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精神风貌，以及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的动人故事和耀眼风采。

三、创作征集方式
创作征集分文学和文艺两大类表现形式：
1、文学类。
创作征集作品体裁为小说、散文、诗歌及报告文学，作品必

须紧贴主题，符合征文要求。小说10000字以内，散文1500字
左右，诗歌150行以内，报告文学不超过6000字，剧本及曲艺
表演脚本等不超过8000字。

2、文艺类。
（1）摄影作品。摄影作品要求画面清晰，黑白彩色不限,作

品为jpg文件格式，边长不低于900万像素，大小2MB以上。
征集作品可以是单幅作品也可以是组照，组照最多5幅照片。
报送的作品需提供不超过100字的文字说明。
（2）微视频、微电影作品。按照时长划分为3分钟、5分钟、

15分钟等类别，内容可选取剧情微电影（微视频）、纪实微电影、
专题片和纪录片等多种题材。
（3）美术、书法类作品。油画、国画、水彩、素描等各种美术

表现形式, 楷、行、草、隶、篆、硬笔等书法风格均可，作品尺寸
不限。
（4）其它类作品。包括各类民间艺术、音乐、舞蹈等文艺作

品，依照文艺各类基本表现方式创作并报送。
四、征集对象
全区广大人民群众，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干部、职工，

区文联所属各协会会员以及生活在和平区的广大文学艺术爱
好者均可参加。

五、创作征集展示方式
所创作征集作品按照投稿时间，择优在《天津日报·今日和

平》《都市文化》杂志和“天津和平”微信公众号刊发，后视情组
织开展文艺作品主题展览和汇演，对优秀作品结集成书。

六、报送时限等相关要求
1、此次创作征集活动作品报送截止时间为2021年5月21

日，逾期不再受理。
2、作品报送邮箱：hpqwl@tj.gov.cn
3、联系人：朱春生 汤婧
4、联系方式：23455578

中共和平区委宣传部
和平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和平区融媒体中心
2021年4月

关于举办和平区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文学艺术作品创作征集的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