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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生于静海刘祥庄的董仲民、董健
民是叔伯姐妹。在董仲民的父亲、中
共地下党员董秋斯的指引下，她们十
几岁离开家乡，转道香港，于 1939 年
底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先后与志同道
合的同事在延安枣园结婚。抗战胜
利 后 ，董 仲 民 夫 妻 跟 随 周 恩 来 赴 南
京、重庆、上海等地执行任务，董健民
夫妻被派往大连秘密电台工作，途中
遭遇敌人袭击，为保守党的机密，一
家三口相拥跳海壮烈牺牲。
为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
动，为征集红色革命历史档案，搜寻
英烈光辉事迹，我们到静海刘祥庄和
北京采访了董仲民的四个子女、三个
侄子和董秋斯的儿子，听他们讲述这
对机要战线姐妹花的动人故事。

从香港辗转四个月到西安
徒步八百里奔赴延安
董仲民 1923 年生人，比董健民大
几个月。仲民的父亲董秋斯（原名董
绍明）与健民的父亲董绍棠是亲兄弟，
都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董绍棠患病
回乡，董秋斯 1921 年考入燕京大学，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成为燕大
学生运动负责人。1938 年组织派他
到香港，与中共驻港办事处负责人潘
汉年一起工作。1940 年经潘汉年介
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董绍棠在老家，带着自己的两个
儿子新民、觉民，两个女儿清民、健民

对
话

生于静海革命家庭，
奔赴延安谱写英雄赞歌

机要战线姐妹花
■ 文 周利成 朱勃
和哥哥的女儿仲民读书。董秋斯一直惦
念着孩子们，经常寄回一些进步书刊，
如
斯诺的《西行漫记》，鲁迅、茅盾、巴金、丁
玲等人的作品以及他翻译的苏联长篇小
说《士敏土》。
1939 年春节，董秋斯通过天津中共
地下情报站转给老家一封家书，仲民哭
着要到天津找爸爸，董绍棠带着仲民、清
民、健民三姐妹到唐官屯坐火车到天津，
按照信上的地址来到一栋小洋楼前，得
到的答复却是
“找错门了”
。仲民放声大
哭，董绍棠只得带着孩子们回家。
天津地下情报站负责人将此事转告
董秋斯，董秋斯遂再写家书，建议把仲
民、清民、健民送来香港。征得孩子们的
爷爷奶奶同意，董绍棠带着三个孩子二
次来津，与地下情报站同志联系，
送三姐
妹到码头，登上英国怡和洋行的轮船。
经过数日海上颠簸，轮船安抵香港，
见到董秋斯，仲民一下子扑到父亲的怀
里。组织上安排董秋斯送一部分华侨司
机和爱国华侨去往延安，他决定让孩子
们一道过去。请示了时在香港的地下党
负责人潘汉年和十八集团军驻香港办事
处负责人连贯之后，董秋斯给姐妹三人
办了手续。
1939 年 5 月底，三姐妹随“华侨司
机归国服务团”
车队，
乘坐车身印有红十
字的绿色德国奔驰卡车出发。车队的二
十几辆卡车和大批医药用品都是华侨募
捐的，还有宋庆龄捐赠的一辆救护车，
共
四十多人。路途漫长，大姐清民晕车，
心
慌气短，神志不清，
虽经救护车上的国际
反法西斯战士、德国医生米勒施救，
但仍
未能挽回生命，途中安葬在贵阳公墓。

1939 年 9 月初，车队到达西安。组
织上安排大家先在泾阳县安吴堡青训班
学习三个月，接受个人、家庭、社会关系
的严格审查和调查。11 月，青训班提前
结业，大家徒步八百里跨过黄土高坡奔
赴延安。仲民、健民姐妹被安排到陕北
公学学习。学员们统一发放边区生产的
灰布棉衣、草鞋，
早晨出操，上午学习，下
午军事训练。资源短缺，生活艰苦，
但陕
北公学拥有一流的教师，如哲学老师艾
思奇、政治经济学老师温济泽、音乐老师
金紫光，党建课则由校长罗迈（李维汉）
亲自主讲。中央领导也经常来校作报
告，仲民、健民认真做笔记，夜晚在油灯
下写学习心得。

在枣园机要科做译电员
姐妹俩各自找到革命伴侣
1940 年年底，仲民加入中国共产
党，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当时毛主席
也在社会部所在的枣园办公，仲民的党
员身份和工作都是保密的。她走进枣园
时，看到一位穿灰军装的女同志正在低
头登记，不禁脱口而出：
“ 健民，真是你
啊！”健民猛抬头：
“ 姐，你也来这里工
作！”
两人兴奋地抱在一起。仲民这才知
道，健民也已入党。
她俩先进训练班，训练内容一是机
要工作思想教育，二是专业训练，
学会使
用密码、电台报务、射击、开车、拍照、密
写等，男同志还要骑马、游泳。两个月
后，她俩留在枣园机要科做译电员。社
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给仲民、健民分别取
了
“大董”
“小董”
的代号。机要科长张云

左图：钟琪、
董健民夫妇
与幼子明明
在延安
右图：张云、
董仲民与小
观 、小 飞 在
重庆

与大董配合，负责上海电台的译电工作，
同科的另一位小伙子钟琪与小董搭档，
负责对重庆秘密电台的工作。他们在工
作中建立了感情。1941 年 9 月 1 日，张
云和仲民的婚礼在窑洞中举行，李克农
作为证婚人主持婚礼。1942 年年底，钟
琪与健民也结为革命伴侣，仍由李克农
证婚并主持婚礼。两对夫妇互敬互爱，
不久便有了爱情的结晶，仲民的儿子叫
小观、女儿叫小飞，
健民的儿子叫明明。
1946 年 1 月，周恩来率代表团前往
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中共中央安排张云
随团 前 往 ，仲民 以代 表 团 家 属 身 份 同
往。他们住在重庆化龙桥红岩村，周恩
来的电报都经张云之手发往延安，毛主
席的回电也由他们译电。1946 年 5 月，
张云、仲民又随周恩来到南京工作。
1946 年 10 月，胡宗南部队准备大
举进犯延安，中共中央决定转移。11 月
底，张云、仲民随中央工作委员会的队伍
前往晋绥军区山西临县待命，在一户农
家住下来。仲民在院子里收拾行李，远

处过来十几个战士，她一眼就认出前面
走着的健民和钟琪：
“妹妹，这么巧！”健
民说：
“ 在延安没能告别，在这里倒碰面
了！”两支部队方向不同，姐妹二人互相
嘱托，她们没有意识到，
这次竟是诀别！

危急时刻跳海就义
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1946 年 11 月，时任中央社会部部
长的李克农把钟琪和健民叫到办公室，
告诉他们，为了加强对东北战场的指挥
和联络工作，决定派他们二人携带密电
码前往大连情报站，建立电台。
1947 年 2 月底，健民一家三口通过
多道封锁线抵达青岛，化装成富商夫妇，
密电码用油布包好，藏在孩子的尿布中，
里面夹了一块银元，一旦遇到紧急情况，
可以沉入海中。一个班的战士化装成脚
夫、农民一路护送。在码头，
他们通过盘
查顺利登船。但此行的情报被中统青岛
行动组侦知，赶往码头实施逮捕，
发现船

已离港，随即请求葫芦岛派军舰拦截。
董健民等人乘船眼看就要到达旅顺
口，被一艘炮艇拦截，炮弹落入船舱，弹
片击中孩子的头部。钟琪命令交通员从
船尾下水，一定要活着回去向党组织报
告，请党组织放心，密电码绝不会落入敌
人手中！就在敌人即将登船的时刻，钟
琪、健民和儿子紧紧抱在一起，纵身跳入
大海。这一年钟琪 25 岁，健民 23 岁，明
明两岁。船上其他几名东北干部也坚决
跳海！交通员抱着一只木箱在海中飘
浮，被海浪冲到一块礁石上。路过的苏
联商船将他救了上来。作为船上唯一幸
存者，他向党组织做了汇报。李克农、罗
青长、王涛江、刘涌等同志都被钟琪和健
民的英勇行为深深感动。党中央撤离延
安前，李克农组织全体人员在社会部为
钟琪和健民举行了简短的追悼会。
到 1949 年年底，仲民才得知健民和
钟琪牺牲的消息。忆起当年从静海老家
投身革命的三姐妹，如今只剩她一人，仲
民泣不成声。1950 年 5 月，张云和董仲
民调到北京，先后在中央财政经济委员
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工作，举家搬进
中南海丙区——政务院办公地。
1981 年 1 月，董仲民写信给中共中
央调查部，要求追认董健民、钟琪同志为
革命烈士。经调查部部长罗青长、副部
长王涛江、刘志汉、王珺同志以及原中央
社会部干部刘涌、金信同志证明，民政部
将钟琪、董健民的事迹写入《革命烈士英
名录》。1983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调
查部为二位烈士举行遗像安放仪式，烈
士遗像、骨灰盒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1988 年秋，董仲民带子女们来到西
柏坡纪念馆，参观
“党的情报和侦察保卫
战线英烈事迹展”。他们在一幅巨型油
画前驻足，画上一条船被炸起火，年轻夫
妇抱着孩子傲立船头。这正是健民一家
三口准备跳海的那一瞬间。凝视油画，
两行热泪在仲民脸颊上流淌。张云和董
仲民先后于 2008 年、2015 年在北京去
世，骨灰合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与妹妹
董健民的墓地遥遥相望。

马伯庸口述

马伯庸 在历史中找到共鸣

八面受敌读书法
每遍只读一个层面

■ 文 张艺桐

印 象

畅销书作家
闯入纯文学领域
超级畅销书作家马伯庸，被读
者誉为“以细节考据创作历史小说
的文学鬼才”，继《古董局中局》
《显
微镜下的大明》
《长安十二时辰》等
畅 销 书 后 ，近 期 他 又 陆 续 推 出 了
《长安的荔枝》
《两京十五日》两部
长篇小说。
马伯庸作品的字里行间充满
了奇异的想象力，比如“殷商舰队
征服玛雅”
“ 如果在沙漠发现一吨
黄金，怎么切分？怎么运回城市？
怎 么 过 安 检 ？”，都 令 读 者 赞 叹 不
已。当他想到“如果《刺客信条》发
生在古代中国会是怎么样”，于是
写出了《长安十二时辰》；因为《明
史》中一段只有四十个字的关于朱
瞻基的记载，他创作了四个人从南
京到北京的“跑酷”故事《两京十五
日》；一句“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
知是荔枝来”的古诗，引发了他的
对“一骑红尘”的联想，写出了《长
安的荔枝》。
《长安的荔枝》首发于《收获》
杂志长篇小说 2021 年春卷。这是
马伯庸首次以长篇小说亮相文学
期刊，也是《收获》首次发表他的作
品。而大约十年前，他的《风雨洛
神赋》与贾平凹的《一块土地》同获
人民文学奖散文奖，
《宛 城 惊 变》
《破案孔雀东南飞》获得朱自清散
文奖，已经让他成为为数不多的被
纯文学领域认可的新一代畅销书
作家。
马伯庸喜欢大仲马的一句话：
“历史是墙上的一个挂衣钉，用来
挂我写小说的大衣。”他拼接起那
些历史的碎片，带来一个个熟悉又
陌生、好玩又有深度的阅读体验。
他坦言自己对明代最感兴趣，因为
那个时代里有很残酷的东西，也有
很有趣的东西。
“ 当时中国与西方
世界刚刚接触，有很多让人意想不
到的发现。”不过，他正在写的新作
品，故事背景却又穿越到近代，
“我
想写一个医学领域的故事，发生在
清末民初。”
马伯庸说过，如果不当作家，
自己最想做一名长途卡车司机，
“在路上一开就是两三千公里，车
上 放 着 电 台 广 播 ，随 着 汽 车 的 前
行，电台里的节目也在改变，可以
听到不同省市县的广播，我觉得那
里面有当地人的喜怒哀乐，当地的
广告和各种信息，这种有趣是绵绵
不绝的。”

京十五日》的故事内容几乎全部发生在水上。如果
我顾及到影视改编，就不会这么安排了。
记者：从书名来看《两京十五日》似乎是《长安
十二时辰》的延续，这是特意为之吗？
马伯庸：
我原本不想用
“两京十五日”
这个书名，
免得大家误以为是
“长安十二时辰”
的续集。但是后
来经过综合考虑，
“两京十五日”确实能恰如其分地
点出这个故事的时间感，而且浅显易懂，也就用了。

灵感除了灵光一闪
还要建立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
记者：您的另一部新作《长安的荔枝》发表在
《收获》上，
谈谈这部小说的创作背景和构思？
马伯庸：
我写完《两京十五日》之后，对古代普通
劳动阶层的这个角度很感兴趣，正好又读到杜牧的
诗，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以前我的
理解是杨贵妃骄奢淫逸爱吃荔枝，但这次我的关注
点放在了“一骑红尘”，
“ 妃子笑”成为次要部分了。
我关注运送荔枝这件事，需要做多少工作，花
多少人力物力财力，需要动多少资源，就想
从这个角度写一部小说。
马伯庸
记者：通常来讲市井小人物的故
事不太好写，
因为太普通了。
本名马力，
1980 年出
马伯庸：
我觉得对于读者来说，
生于内蒙古赤峰市，
著名作
读历史小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一种共
家。著有《古董局中局》
《风起
鸣感，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读这个
陇西》
《三国机密》
《龙与地下
书，在书中读到了什么？我要是写
铁》
《长安十二时辰》
《长安
王公大臣、帝王将相，大家也爱看，因
的荔枝》
《两京十五日》
为大家也喜欢看一些自己想象不到的
长篇小说。
东西。但同时我在想，历史中很多小人
物也做了很多贡献，他们被隐没在历史叙
事的后面，没人关注。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几
为写《两京十五日》
百年后再回看我们今天这段历史，可能也没有我们
的痕迹，但我们确实真实地生活过，
有自己的喜怒哀
特意走了一趟京杭大运河
乐，甚至说，
对历史进程还有过那么一点点细微的影
记者：从《长安十二时辰》到《两京十五日》，都
响。我就在想，我关注古代的这些普通人，实际上也
是在写一个时间段之内发生的故事，这是出于怎样
是关注现代的普通人。
的考虑？
记者：这个角度对于作家来说，可能一下子打
马伯庸：古代社会的时间节奏是很慢的。我就
开了一扇大门。
想在写历史小说的时候有一个突破，把现代的时间
马伯庸：未来我创作的重点之一就是要关注小
节奏放在古代社会当中，看看会是怎样的效果。这
人物。这些事情在古代有很多，比如朱棣从南京迁
两部小说就是这种尝试的成果。
都到北京，负责修大运河的人是什么状态？比如汉
记者：新作《两京十五日》是您在阅读《明史》时
武帝，几十万旌旗出塞打击匈奴，
负责后勤的小官吏
受一段仅有四十个字的真实记载启发写成的，这个
遭遇了什么？这些事情都可以拿出来写一写。最近
过程是全凭想象力吗？
我又在写一个近代的题材，清末民初，
也是小人物的
马伯庸：
坦白说，
在写作中想象力并不是最重要
故事。这个灵感是我翻阅民国报纸时发现的，大约
的。最重要的是你要充分掌握足够的历史资料。像
只有四五十个字的一篇文章，我顺藤摸瓜，找到了更
这部《两京十五日》，虽然有很大虚构的成分，但历史
有深度的文献，发现了其中的历史事件。
逻辑是真实的。当时的人骑着怎样的马，走怎样的
记者：您非常善于从历史掌故里获得创作灵
路，京杭大运河上他们行进的路线，
这些细节都是我
感，而且创作力源源不断，
这种本领是如何炼成的？
在史料里发现的，在这个基础上，
进行了一些演绎和
马伯庸：
我觉得应该拥有谦卑、开放的心态。谦
发挥。
卑就是，我们要知道自己知道的还很少。除了要阅
记者：在写《两京十五日》时您遇到最大的困难
读大量的史料之外，还要去阅读现代学者对这些史
是什么？
料的研究成果，多去跟业内专家请教，
才能学到自己
马伯庸：小说里的主场景是京杭大运河。为写
此前不知道的东西。开放就是，不要把自己局限于
这个小说，我特意走了一趟京杭大运河。最难的地
某一个观点之中，而是要有胸怀去涉猎更宽广的领
方在于，要把明代京杭大运河沿途每个城市的风貌
域。比如我喜欢
“三国”
，为了更多地了解
“三国”
，我
特点写出来，写出它们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要写得
不能仅仅读“三国”的史料，还要看后汉、南北朝，以
让读者信服。
及明清时期关于
“三国”
的阐述。这样才能做到触类
记者：网剧《长安十二时辰》热播，您在写《两京
旁通，很多创新的东西就出来了。我一直认为，灵感
十五日》时是否想着更便于影视改编？
除了需要灵光一闪之外，还要建立在大量的基础阅
马伯庸：完全没想。在影视圈，很多人都知道， 读之上。所以，当你的阅读量足够的时候，很多灵感
就不请自来了。
所有的戏中，水上是最难拍的，
也是非常费钱的。
《两

不同时段有不同的兴趣点
不想给自己贴上明确的标签
记者：您 2019 年的那本《显微镜下的大明》属于
历史科普，不是虚构的小说，但也实现了口碑、销量
双丰收，
觉得意外吗？
马伯庸：
挺意外的。写完《长安十二时辰》后，我
想沉淀一下，我的习惯是写完一本能畅销的书，就要
写一本不那么热门、不太好卖但是有意思的书，调整
一下自己的节奏。我读了几个地方的地方志，写了
《显微镜下的大明》。没想到卖得挺好，大家都还挺
喜欢。因为这个契机，我才意识到，
大家关注的还是
同阶层的命运。
记者：
您是如何保持旺盛的创作力的？
马伯庸：写作和别的工作不一样，比如搬砖，再
不喜欢，咬着牙每天搬几百块也没问题。但写作是
一个没有办法伪装的工作，不能假装自己很喜欢，那
样写出来的文字是没人看的。文学创作必须要倾尽
自己的热情和荷尔蒙，读者才能通过你的作品感受
到你的热情。
记者：
您觉得写历史小说的难点在哪儿？
马伯庸：
在不篡改历史的前提下，
如何让读者愿
意读这本书？比如《两京十五日》的主角是宣德皇帝
朱瞻基，读者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
就知道这个人一
定能活到最后，并且顺利登基。整个小说中，最大的
悬念已经解开了，那么让读者愿意读下去的理由是
什么呢？这是创作中最大的挑战。我觉得作品的可
读性是第一位的，如果一部文学作品让人读都不想
读的话，就谈不上思想性和艺术性。另
外一点，我写历史小说有一个原则，就是
要求这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如果换到其
他时代，就是不成立的。换句话说，我要
写出每个时代的特点，告诉读者故事所
处的时空位置和时间节点，给读者一种
强烈的临场感。
记者：您认为当作家天赋和努力哪
个占的比重更大？
马伯庸：
我不是天才型，我属于勤奋
型。让我来划分，一个人 100 分的话，勤
奋 占 80 分 ，到 了 80 分 以 上 才 是 拼 天
赋。如果只有天赋却不努力的话，整个
卷面只能拿到 20 分。
记者：您的作品除了历史小说，还涉猎了科幻、
推理、
灵异等题材，为什么会如此多变？
马伯庸：
我觉得作家不应该有历史作家、言情作
家、科幻作家这些分类，作家应该是一种状态，当你
有所表达，并且落实到纸面的时候，你这段时间就是
作家，任何人都可以是。所以，
当我写其他类型作品
的时候，可能只是我在不同时间的兴趣点不同。我
不想给自己贴上明确的标签，想起来什么有意思就
写什么。
记者：有一段时间您因睡眠困难决定暂停发微
博，休养身体。具体是怎样的情况，
现在恢复了吗？
马伯庸：主要是因为脑子一直在运转，过于亢
奋。无论看到什么都想，这个能不能写进小说里。
甚至看电影的时候，也会用编剧的视角去分析。这
样就很难入睡，勉强睡着了也会做很多梦，梦里的情
节也非常曲折，费脑子，
有时候半夜醒了还会坐起来
把梦里的情节写下来，准备写成小说。这样怎么能
休息好呢？吃安眠药都没啥用。延续了大概半年，
医生建议我减少接受外在信息的刺激，我就把微博
暂停了。现在情况好多了，尽量注意少给自己制造
刺激，晚上如果没睡好，
中午就补个觉。

看不下去书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事
情。为了让我几岁的儿子马小烦养成阅
读习惯，我会带他一起看书，但不论年龄
大小，每个人读书都会犯困，很少有人会
把《三国志》读完，就在于它的故事性太
差，读不下去。
读历史读不下去的，还有苏东坡，据
说他六十多岁还做过自己无法把《春秋》
读一遍的噩梦。但他有一套读书的独门
秘笈——八面受敌读书法。比如，苏东
坡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汉书》，其中包括
治道、人物、官制、兵法、货财。他是怎么
把这本书读透的呢？第一遍读政治，第
二遍读人物，第三遍读官制。每读一遍，
就一心一意只关心一个层面的东西。这
样几个回合下来，基本上就能把《汉书》
吃透了。
于是我也以此为模板，用八面受敌
读书法读《鸿门宴》，从史实、地理、礼制、
器物四个方面一步一步读透。在平时的
创作中，我经常需要查阅和使用大量历
史素材，如何从枯燥繁杂的历史书中读
出乐趣？也是受益于这套八面受敌读书
法，可以达到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的效果。
小说《长安十二时辰》顺利诞生，靠
的就是八面受敌读书法。在写小说前，
我买过写大唐长安的史书《长安志》，把
长安城分成 108 坊，考证得一清二楚。
可《长安志》真的特别无聊，翻了几页就
被我束之高阁。后来我开始写《长安十
二时辰》，再次读到《长安志》里
的孙思邈宅，就会去想，
要不要
安排主角经过药王孙思邈的宅
院时，捡个药丸或者药方什么
的。所以，当我们盯牢一个目
标去读史书的时候，就会发现，
所有细节开始变活了，各种情
节、桥段统统脑补了出来。
写《长安的荔枝》时，我查
找了大量关于荔枝种植和荔枝
保鲜的方法，也有唐代中国荔
枝的分布等植物学方面的知
识。文献记载有一种保鲜方
法，将水果放入竹筒中密封，
可
以保鲜。我开始并不理解这么做的意
义，请教了农学专家，得到一个科学的解
释：
密封的竹节会降低氧气浓度，提高二
氧化碳浓度，从而减轻水果的呼吸强度，
确实能起到一定的保鲜作用，古人诚不
我欺。
“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
味变”
，这句话则是白居易在《荔枝图序》
里说的。
“分枝植瓮之法”
取自宋徽宗，另
外在宋代蔡襄《荔枝谱》、明代徐勃《荔枝
谱》，以及吴应逵《岭南荔枝谱》中，也有
相关的记载。
通过阅读，我们可以了解很多古代
的事。譬如秦岭横亘于关中与汉中之
间，自古只有子午、骆傥、褒斜、陈仓四条
山间谷道和一条祁山大道可资利用，无
论诸葛亮出川还是杜甫入川，都必经其
一。唐人尤其热衷于旅游行散，留下了
大量各地风景、地形、水文、驿途、里程等
记录。现在再打开电子地图，按照古代
文献记录逐一比对，便可以得出合理的
路线。这些都是读书对我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