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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地通讯的正常运转，中国航天员在太
空生活的情景实时传回地面。中国和全球民众能
观看到中国3名航天员不用“值夜班”，还拥有单
人单间“胶囊卧铺”，并展示了他们如何睡觉，如何
边吃苹果边工作，如何身着航天服出舱，如何使用
机械臂等。
在太空，航天员的生活既是传奇，也是全新的

体验，更与工作和科研融为一体。之前，在国际空
间站执行任务的法国航天员托马斯·佩斯凯发推：
“欢迎 3名中国航天员，本周太空人口增长了
43%。祝贺中国成功将航天员送入空间站！我期
待着未来的科学发现。”佩斯凯的祝贺表明，在太
空已经有了两个空间站，国际空间站（有7名宇航员）和中
国空间站（有3名航天员），这是一种既竞争又协作的布局，
至少，涉及某类相似的太空探索和研究会获得双边的证据
补充和旁证。
按计划，中国3名航天员将在中国空间站驻留3个月，

建设和完善空间站，并从事科研活动。进入太空，在目前来
说只是极少数身体特别好的人才能做到，也表明了人类一
直在追逐的一个理想，是否可以找到地外的栖息地。
作为人类的代表，航天员入驻空间站，首先需要的是适

应太空环境。太空环境的特点是失重和微重力、超低温、强
辐射、高真空等，此外太空还有高速运动的尘埃、微流星
体。因此，无论是中国航天员还是其他国家的航天员，都会
在上天之前进行艰苦的适应性训练。
在此次进入太空之前，3名航天员和其他航天员根据

航天员训练方案和计划，扎实开展了地面训练和任务准备，
每名航天员训练均超过了6000学时。而且针对空间站技
术、出舱活动、机械臂操控、心理以及在轨工作生活开展了
重点训练。首次进入太空的航天员汤洪波，训练更艰苦。
他经过11年的学习训练和磨砺考验，完成了从航空到航天
这一艰苦难忘的转型，经过一轮又一轮严格科学的选拔，最
后才入选此次上天团队。
中国空间站配备了3个独立卧室和1个卫生间，保障

航天员日常生活起居，其中极为重要的生活内容是进行日
常锻炼。在微重力环境下，几个月时间人的骨质就会变得
很脆弱，发生骨质疏松。重力是维持人体骨骼肌肉形态的必
要条件，失去重力，肌肉就会萎缩，骨量也会减少，钙会流失，
就需要锻炼来保持环境重力，以保护肌肉和骨骼。因此在空
间站核心舱的锻炼区配备有太空跑台、太空自行车，用于航
天员日常锻炼。而健身功能成为空间站长期生活的标配。
中国的航天员在空间站锻炼可以在跑步台，也可以骑

自行车。在跑步台上需要在腰间系一个橡皮筋拴在跑台
上，不至于飘起来，而自行车训练，则是通过增加车轮的阻
力，达到锻炼效果。在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也靠跑步机来
锻炼。如此，可以在零重力环境下帮助他们减轻骨骼和肌
肉力量的弱化。
在太空生活和工作是一种全新的挑战，航天员本身就

是科学研究的对象。
人类是否适宜于太空生活，需要科学研究来回答。目

前，对美国宇航员斯科特·凯利双胞胎兄弟的研究获得了迄
今为止比较深入的结果。
2015年，弟弟斯科特前往国际空间站工作一年，哥哥马克

留在地上工作。从2015年3月27日到2016年3月1日，斯科
特在空间站的所有情况都受到监测，并通过补给太空船，将其
在太空站的血液、尿液及粪便样本，以及其他生理数据送回地

球，再与哥哥马克在地球的生理记录作对照研究。
研究表明，斯科特的基因有变化，一些细胞

中的染色体片段发生了突变、倒置，特别是与免
疫系统有关的基因表达出现了异常；斯科特的血
管也有变化，如颈动脉出现扩张，颈动脉壁的最
内两层出现增厚；同时斯科特的体重、肠道菌群
也有一些变化，认知能力有所下降。
这一切都是太空中的辐射、零重力环境等造

成的，但是，回到地面一段时间后，斯科特的一切
都恢复了正常。这说明，人类要在太空建立家园
可能需要改变生理和身体结构，以适应太空环境。
同时，斯科特还在国际空间站进行了四百多

个实验。而创建空间站的目的之一，就是进行各项生物、物
理和健康方面的实验，以观测当物体处在漂浮状态下时，会
有哪些方面的不同。对于人来说，即是观察和体验能否在
太空自由自在地生活。
现在，中国3名航天员将在中国空间站生活和工作3

个月，他们除了要建设和运营空间站外，本身就是中国人在
太空生活和工作的一个科学样本，而且会获得第一手的科
学数据，这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空间探索。
另外，在太空人类可以呆多久也一直是一个有待深入

研究的问题。迄今，在空间站生活和工作时间最长的是俄
罗斯宇航员帕达卡，截至2015年9月，他已成为累计呆在
太空时间最长的宇航员，他分别在和平号空间站和国际空
间站上一共生活了879天。和平号空间站于1986年2月
发射升空，于 2001年 3月 23日坠入地球大气层报废。
1998年国际空间站升空，代替和平号。
虽然中国此次升天的3位航天员只在太空生活工作3

个月，但是，能够获得中国人在太空的第一手科研数据和资
料，因为可以为中国人在未来进入太空生活、工作和科研获
取充分的科学证据，意义独特，也非常重要。
只有当中国的空间站和国际空间站的科学研究越来越

多，航天员在空间站生活和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人类才能
明确是否可以在太空或其他星球建立人类另外的家园。

柳直荀的故居，在湖南省长
沙县高桥镇中南村方塘冲。这又
是山坳里的一个“冲”，它的得名

就是因为门前的那一方水塘。我这次才知道，这里的民居，所谓是“前有照，
后有靠”，“照”是指门前水塘，而“靠”是指屋后的靠山，在我走过的《曙光》人
物中的湖南籍者其故居概莫能外。

柳氏所居既名方塘，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遂将此地谐音为“荒唐冲”，自
嘲为“荒唐者居荒唐屋举推翻旧政的荒唐事”，又撰对联“洪荒宇宙；汉唐规
模”，此联我来时未见，但见门联是“厚德载福，和气致祥”，而门匾上额为“黄
棠山庄”，此“黄棠”何解？我并未请教方家，但我疑心这就又是“荒唐”的谐
音。柳午亭乱世怪才，虽饱学但一生不仕，而却培养出一位为天下献身的身
为共产党员的烈士柳直荀。

这座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曾经荒败而后又经修复的建筑，见证着一个时
代和一个时代的人。

我们兄弟自幼背诵诗词，启蒙读本是《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由我的父亲
抄写在“炕围子”所糊的纸上，由我的母亲教授。这
其中自然包括《蝶恋花·答李淑一》。初时只是背
诵，不解其意，尤对“答李淑一”很是费解，李淑一是
谁？她能让毛泽东相和，而且还达到“我失骄杨君
失柳”的并列高度？而且，词中为什么还有嫦娥、吴
刚和桂花酒呢？

及长才知，毛泽东的词原题为《游仙》，这或许
是相对于李淑一以《菩萨蛮》词牌所写的《惊梦》的
回应。惊梦和游仙都是诗人写作常用的题材。李
淑一的词为：“兰闺索寞翻身早，夜来触动离愁
了。底事太难堪，惊侬晓梦残。征人何处觅，六载
无消息。醒忆别伊时，满衫清泪滋。”这首词写于
1933年，彼时李淑一尚无柳直荀消息，因而纯属
闺中之念，并非悼词，虽然当时柳直荀确实已经就
义一年。其实毛泽东也有一首相似的《虞美人·枕
上》：“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
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晓来百念都灰尽，剩
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
由。”这是他思念新婚的妻子杨开慧所作。

杨柳两位烈士都为革命牺牲，所以毛泽东才
有词句“我失骄杨君失柳”，他在1957年收到李淑
一所寄《惊梦》一词之后作答相赠《游仙》一首：“我
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
雨。”此词后才改题为《答李淑一》。

毛泽东一生答赠之作不多，由此可知他和柳直荀关系大不寻常。他们之间
的关系甚至有几层，先可谓世交，因为毛泽东岳父杨昌济同柳直荀的父亲柳午亭
和李淑一的父亲李肖聃为留日同学；再者，柳直荀在长沙广益中学读书时就寄宿
在杨昌济家，并又深受前来“板仓杨寓”问教的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影响，后来
柳直荀也成为以毛泽东为骨干的新民学会的成员，后来又是在毛泽东的培养下，
柳直荀和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一起加入中国共产党；而且，毛泽东和杨开慧又是
柳直荀和李淑一相爱结婚的牵线人。因为毛泽东的词，柳直荀和李淑一得以声
名远播，但因柳直荀牺牲甚早，李淑一藏身人海，一生担任教职而默默无闻，所以
他们的声名也仅仅停留在这首词上。李淑一在1997年以96岁高龄去世，而柳
直荀的牺牲情形以及一生事迹，这些人们知道的实在是不多。

柳直荀曾经在天津工作。如今他的标准遗照，即他的三十岁生日照，就
是拍摄在1928年的天津，那时正是北方党的组织最为艰难的低谷时期。

当年柳直荀任中共中央顺直省委秘书长并兼共产国际远东局联络员，
化名刘克明，公开的身份是一家名为华北商店的小古董店的老板，职责是传
递党的文件和接收转送党的经费并承办省委交办的各项机密任务。转年年
初，毛泽东二弟毛泽民从上海转移到天津，担任华新印刷公司经理，承印党中
央和顺直省委的重要文件和报刊如《北方红旗》等，柳直荀便又为党刊转递稿
件，也撰写文章。就在这年春天，柳直荀连续给其弟柳瑟虎写信，让他转告在
长沙的李淑一母子来津。柳瑟虎转信时特将柳直荀寄给他的三十岁生日照
片一并寄出，照片的背面还有柳直荀题写的两句唐诗：“何日平胡虏，良人罢
远征。”此信被国民党特务查获并认出照片上的柳直荀，李淑一因此被捕。柳
直荀也不得不中断在天津的工作而返回上海，从而和李淑一失去了联系。

愧也，这些我是在参与纪录片的统筹时才知道的，所以，柳直荀也成为
《曙光》第五季的人物。在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人选和准备材料之后，拍摄
的时候已经是2020年11月的初冬时节，我们终于和柳直荀的故居相遇。

长沙县曾为长沙府治所在，但是方塘冲这个地方尚有一百多里距离，我
们的车从大路转入小径，逐渐进入山村僻野，我不由慨然，在交通封闭信息
闭塞的一百年前，这里的人并未和天下失去联系，反而，却是胸怀天下。
1916年暑期，毛泽东曾经徒步到长沙县板仓冲杨昌济家，他又徒步来方塘
冲柳家，向柳午亭求教体育方面的事情，也是武林高手的柳午亭还向他教
拳。毛泽东此后写成一篇文章为《体育之研究》，翌年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
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发表，这也是一段佳话。

我在方塘冲见到了我最先联系的故居纪念馆的李旭，是她为我介绍的柳
直荀的外甥女骆霞，之后我们才又联系到了柳直荀的曾外孙女李翌萌，我们
由此而展开了拍摄的过程。我们从长沙的岳麓山、橘子洲来到这里，然后又去
湖北上监利周老嘴的原湘鄂西根据地继续追寻柳直荀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事，一百年前的人们，做他们的事，一百年后的我们，要做好我们的事。

沾染着北方黄绿相间的草色一路南下，
在烟茏葱翠的暮春时节，从天津到了嘉兴。
“芦芽短短穿碧沙，船头鲤鱼吹浪花。吴姬
荡桨入城去，细雨小寒生绿纱……春风一曲
《鹧鸪词》，花落莺啼满城绿。”这是六百多年
前诗人萨都剌眼中嘉兴的春色。4月的嘉
兴，花正渐次绽放，而第一次徜徉于江南的
我则被这装点于巷陌河畔满城的绿迷醉了，
因为浸润着历史的丰厚，这绿呈现出“淡妆
浓抹总相宜”的多样层次和丰富色调。
那飘散着稻米香气的油油碧色，是马

家浜考古遗址公园那片在蒙蒙细雨中摇曳
着浓绿的稻禾。稻谷之甘甜穿越七千余

年，仍余香润润。几千年前即有先民于此择
水而居，从事农牧渔猎活动，因而，马家浜文
化亦被称为“江南文化之源”。嘉兴，别称
“禾城”，在历史上曾有过槜李、武原、由拳等
名。三国时，“由拳野稻自生”，没有耕作，就
长出了嘉禾，孙权将此视为祥瑞，遂改“由
拳”为“禾兴”，公元242年改称“嘉兴”。一
座城因禾而嘉，因嘉而兴。在同属马家浜文
化的罗家角遗址中出土了一百余粒人工栽
培的稻谷，迄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唐代
嘉兴屯田27处，“浙西三屯，嘉禾为大”，嘉
兴彼时已成为中国东南重要的产粮区，曾有
“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
之俭”的说法。嘉兴的农业便由此开始愈发
兴盛。斜风细雨中，一望无际的青青稻苗绿
波起伏，因为扎根于这片延绵几千年的沃土
而至今仍蕴藉出勃勃生机。
那裹挟着泥土粗粝的厚重碧色，是长

虹桥下汩汩流淌吟唱了两千余年的大运
河。晴空朗日下，碧水映着蓝天，荡漾起微

澜的大运河上，只一只清洁运河的木船静
静地泊在一座颇为壮观的三孔石桥下，这
是建于明万历年间的长虹桥，长72.8米、
高10.7米，是浙江北部平原软土基上修建
的最大石拱桥。如长虹卧波，横跨大运河，
古人因而留下“虹影卧澄波，登高供远瞩”
的诗句。拾桥阶而下，大概看出我们不过
是过路的外乡人，旁边一老者悠悠一句：
“看看这脚下的石阶，是一整条的石头呢，
古人厉害呦！”低头细瞧，果然，宽达几米的
石阶没有一丝拼接的痕迹，是完完整整的
一条。抬头再看老者，那为先人的聪明智
慧、巧夺天工而自豪之情溢于言表。让生

于斯长于斯的他们自豪的，应该还有这浩
浩汤汤纵贯南北的大运河带给他们的富庶
与安逸吧。大运河裹挟着一路的跋山涉水
和烟火氤氲，而显现出少许浑浊的黄绿色。
舟楫相接、川流不息的热闹景象我并未得
见，明代诗人潘伦曾描述：“长虹桥下波潺
潺，长虹桥上行人还……水光远与天光乱，
落日苍烟复一片……”借由诗人的描述不难
想象当年运河上下攘来熙往、商船云集的热
闹景象。由长虹桥乘船沿阔大的运河而行，
去往王江泾镇的莲泗荡，那里有国家非物质
文化遗产网船会。网船会据说已有六百多
年的历史，作为目前国内唯一的水上庙会，
它是“流淌着的运河民俗”，向人们展示着几
百年来运河人家生产、生活的传统习俗，也
传达着百姓祈求丰收、期盼和美生活的美好
愿望。熙熙攘攘的水上庙会并未得见，但岸
边旌旗猎猎，阔大的荡面几只轻舟泛水而
来，似可畅想运河过往今昔的繁华盛景。如
今的运河两岸，陶仓理想村、油车港镇银杏

天鹅湖、菱珑湾艺术村……展示的是运河人家
如今的高品质生活，年轻人在追寻青春梦想，
村里人由物质富足进而追求精神富足，城市和
乡村都正激荡着绿色发展的磅礴力量。

那张扬着地杰人灵的熠熠碧色，是子城
里绿冠遮天的香樟，是白墙黑瓦的一处处名
人故居里郁郁葱葱的一枝一木。北宋词人张
先在嘉兴任通判时，在子城的花月亭，对月感
怀，留下了千古名句“云破月来花弄影”。在
浩瀚的历史天空里，嘉兴人才济济、星汉灿
烂，“奇才秀士辈出”，著名学者潘光旦曾说
过：“嘉兴是人才的一个渊薮……”从古至今，
嘉兴“代有人才出”。近现代的国学大师王国
维、数学大师陈省身、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
翻译家朱生豪、文学家茅盾、诗人徐志摩、散
文大家丰子恺、漫画家张乐平……这些灼灼
生辉的名字几乎涵盖文学、艺术、教育、经济、
科技等各个领域，嘉兴的崇文厚德、人文昌盛
因他们而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在嘉兴满城欲滴的葱绿映衬下，那抹历
经沧桑的红而今愈发壮美浓烈。这抹红，就
是南湖畔的那艘“红船”，走过百年岁月，今天
更焕发出青春的激越和理想的霞光。

南湖波光潋滟，暮春的煦风轻柔地拂过
每一个到访者，远眺波光粼粼的南湖，岸柳如
丝，人流如织，人们会聚的焦点是停靠在烟雨
楼下万福桥旁，那艘按照当年中共“一大”代
表乘坐的游船样式仿制的革命纪念船——
“红船”。在春日的艳阳下，褐红色的一大一
小两条船红得似乎更加深沉厚重了，在微起
波澜的南湖水面仿若就要起航。这是一艘单
夹弄丝网船，船后带一只拖梢船。船长16
米、宽3米，前舱搭有凉篷，房舱设有床榻，
前、中、后舱和房舱由一条夹弄贯通。客堂间
的屋顶有气楼，篷悬明灯，摆放着八仙桌和椅
凳茶几。清风徐徐穿过“红船”，仿佛在轻声
诉说着那波云诡谲的年代那一日的惊天辟
地。1921年4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
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开，因巡捕
的袭扰而被迫停止会议。“一大”代表李达的
夫人王会悟建议代表们转移到嘉兴南湖的游
船上继续举行。代表们从上海乘火车到嘉
兴，在南湖畔坐摆渡船到湖心岛，再由小拖梢
船接上在湖中的游船，王会悟则坐在船头观
望、放哨。游船就停泊在烟雨楼东南方向的
那一片静谧的湖面。就在那艘毫不起眼的丝
网船上，审议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
纲领和第一个决议，并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

机构——中央局。十几位挥斥方遒的年轻人
在此庄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这艘
游船上播下的火种，以燎原之势改变了一个
时代，也改变了无数中国人的命运，在而后的
百年间带领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经过艰苦
卓绝的斗争，从贫瘠困苦，走向富裕幸福。
烟雨楼前，是一弯绿得如碧玉的池水，

与湛蓝晴天和红墙碧瓦交相辉映，静谧得
好像一幅画。当年参加“一大”的代表们也
曾登上因“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
中”而闻名的烟雨楼，凭栏远眺，不知道当
时当下，他们透过烟波渺渺的南湖水，看到
了什么？也许烟雨楼上董必武书的一副楹
联是为明证：“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
着星星火；风云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
殷殷雷。”
在烟雨楼上同样凭栏远眺的我，倏忽间忆

起，九河下梢的津门故里和现今正在打造“九
水连心”的禾城嘉兴，还有着丝丝缕缕的缘分：
它们都依傍着同一条大河，是点缀于大运河一
北一南的两颗明珠，以各自不同的丰厚底蕴承
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繁衍生息，富足一方；中国
现代文学史上“九叶诗派”著名代表诗人穆旦，
祖籍嘉兴成长于津沽，是出生于嘉兴的“大侠”
金庸的族兄，数学大师陈省身从嘉兴中学走
出，最后叶落归根于津门……
蒙蒙江南烟雨中与嘉兴作别，春日的满

城青翠和南湖畔的一抹赤红，以及冥冥中的
缘分让我对这座“红船”领航的小城有了一份
别样的惦念和不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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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冈山（中国画） 靳润成

在太空生活，
既是传奇，也是科研

张田勘

牵挂贺李河疏通
相见时难别亦难，老人打发孙

子焦守忠把叔叔一家送到汽车站，
倚门望着她百般疼爱的禄子和妻儿
的身影消失在长长的街巷尽头。
焦裕禄从山东回到兰考，牵挂

已久的贺李河疏通，又提上了日
程。贺李河通畅与否，是兰考东半
县排涝的牛鼻子，而解决这个问题，需
要山东菏泽地区曹县和商丘地区民权
县密切配合。3月1日，焦裕禄在县直
机关和部分社队党员干部会议上明确，
用打淮海战役的办法开挖贺李河，并作
为当前的重点工作之一。会后，焦裕禄
到北沙河造林工地找张钦礼商量：“钦
礼同志，贺李河连着山东和河南两个
省、三个地区的三个县，疏通河道中的
跨区协调和利益调处是关键。你战争
年代在这一带打过仗，群众关系好，周
边情况熟，我想让你到这几个地方跑一
跑，这人的关系一通，水路也就通了。”
张钦礼赶到山东菏泽地委汇报，建

议为使贺李河的水由兰考李馆村经菏
泽曹县顺利排入赵王河，兰考、曹县同
时开挖河道，兰考投资在李馆村后建节
制闸，遇大水可关闸先排下游积水，然
后开闸排上游积水。节制闸以下河道
由曹县开挖。菏泽地委领导认为兰考
的建议很好，全力支持工程实施。曹县
以下河道涉及商丘地区民权县，张钦礼
又马不停蹄前往商丘地委汇报。
1963年8月，河南遭遇新中国成立

后最严重的水灾，豫东商丘洪涝尤甚。
为避免“信阳事件”重演，河南省委第一
书记刘建勋，打算派一名省委常委到该

地区工作一段时间。省委常委、书记处候补
书记、省委秘书长纪登奎自告奋勇下沉商
丘。张钦礼赴商丘，恰遇焦裕禄在洛矿时的
老领导纪登奎坐镇。共同的阻水之患，使空
降大员格外理解兰考的苦衷与诉求。

商丘地区地势低洼易受涝灾，1958
年“大跃进”人为改变河道自然流向，遇
涝行洪愈加困难。纪登奎决心拆圩扒
堰，但对毗邻的安徽几县的阻水工程却
无能为力。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李葆华理
解商丘关切，无奈有关地县囿于局部利
益软顶硬扛，疏通水道受挫。纪登奎求
助于来河南调研的国务院副总理谭震
林。谭震林修书一封，要他持信到安徽
找李葆华。纪登奎见短期解决问题无
望，便趁毛泽东莅豫视察“告御状”，向他
汇报了边界阻水难题。

毛泽东说：“你讲的问题不小，但也好
办，叫李葆华来嘛！”

李葆华当晚接通知后，翌日乘机抵
郑。纪登奎首先向李葆华表示歉意，再三
说明，向主席汇报跨省水利纠纷，实在是
迫不得已。

刘建勋、李葆华、纪登奎达成拆除
边界阻水工程意向后，下午一起去见
毛泽东。一见面，毛泽东就问：“你们还
打仗吗？”

尚先生当媒人
保三儿正在铺子里跟小满说

话。田生一进来，冲保三儿叫了一
声，爸。保三儿一下让他叫愣了，回
过头来看着他。田生又说了一句，我
是田生啊，我回来了。这时小回从账
房出来了。小回脑子快，已经听见田
生叫保三儿爸，心里就明白了，冲保
三儿笑着说，您可真是老了，就算年头
儿多了没回来，也不能连自己儿子都不
认识了。保三儿眨巴着眼，看着田生，
脑子还没转过来。小回就冲小满说，
今天是八月十五，上板儿吧，咱过节。
小满年轻，脑子灵，已看明白是怎么回
事，就赶紧出去，把铺子的门板和窗板
都上上了。这时，保三儿才问田生，这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田生说，他这次回来，先不走了。从
现在起，就对门口儿的街坊说，他是保三
儿出外多年的儿子，现在回来了。街上
的人都知道，保三儿当年跟来子有交情，
后来来子出事，他一直替来子管着这铺
子，这样也就好说了，只说是保三儿当年
跟来子有约定，等保三儿的儿子回来了，
来子就把闺女小回嫁给保三儿的儿子。
现在保三儿的儿子真回来了，这门亲事
也就该办了。保三儿一听，这才明白过
来。小回当然高兴。看来田生这次回来
之前，已把所有的事都想得很周密了，甭
管假戏假做还是假戏真做，早晚也是这
么回事。保三儿想了想，点头说，这样好，
田生是我儿子，你俩再成了两口子，以后
在街上也就好说了。第二天中午，保三
儿就去蜡头儿胡同，把尚先生请过来。

尚先生来到鞋帽店，见了田生，上

一眼下一眼地打量了一下，点点头说，嗯，
果然是一表人才啊，配得上咱小回，配得
上！一边说着，又叹了口气。小回知道，
尚先生是想到了她爸来子。尚先生说，是
啊，你爸要在，得多高兴啊！保三儿拉田
生过来，让他叫太爷爷。田生就规规矩矩
地鞠了个躬，叫了一声太爷爷。保三儿对
尚先生说，眼下虽不是操办的时候，也操
办不起，可还是得明媒正娶，这样才对得
起小回死去的爸，今天请尚先生过来，是
想让他给两个孩子当个媒人。尚先生一
听立刻说，好啊，这个媒人还真是非我莫
属，我当定了！
接着又一拍手，丁是丁，卯是卯，今天

的日子就挺好，我看，咱今儿就办了吧！
保三儿笑着说，我也是这个意思，正想跟
您商量呢！于是保三儿去街上的小馆儿叫
了几个菜，就在这账房，吃了一顿简单的婚
宴。当天晚上，保三儿等夜深人静了，就和
田生一块儿把后面这个暗室的门又拆开了。
暗室里挺干净，简单收拾一下就能

住人了。小回要把这暗室当洞房，和田
生一起住在这儿。这回，倒是田生不同
意。田生见保三儿出去了，才拉着小回
的手说，你听见城外的炮声了吗？现在
的形势很紧急，还不是考虑这种事的时
候，咱今天成亲，只是给外人看的。

113 19 爱国有“罪”
第二天，王辛耕到先施公司上

班时，一个店员告诉他：老板请你到
他办公室去一趟。王辛耕心里“咯
噔”一下，莫非昨天大游行的事被老
板发现了？

果然，老板一见他，便眉头紧
锁，阴阳怪气地说：“听说你昨天出
尽了风头呀！”

王辛耕心里早有准备，从容答道：
“是的，我指挥大家唱抗日歌曲了，国
难当头，匹夫有责嘛！”

老板上前拍拍他肩膀：“很好，你
去教你的抗日歌曲吧，我们是商场，不
能容留反日分子，你被开除了！”
“开除就开除，”王辛耕将脖子一

梗，满不在乎地说，“你相信吗，明天我
就到外国大企业上班！”

老板以为他吹牛，孰料，次日一
早，王辛耕真的到外国大企业——美
国标准牛奶公司打卡去了。原来，他
早就对先施公司心怀不满，尤其在他
失手摔坏留声机受到重罚后，自尊心
受到严重挫伤，从而动了“跳槽”念
头。一天，他在街头看到美国标准牛
奶公司的招聘广告，对应聘者有两条
要求：一，精通英语，能熟练用英语与
客户交流（因当时牛奶的订户主要是
外国人）；二，身体强健，可蹬三轮车走
街串巷，为客户送牛奶上门。
这两个条件，他都能满足。所
以当即被录用。此时，他万分
感激一个人：是他教会了自己
英语，使他在面临失业的人生
十字路口，绝处逢生，也为自

己出了一口恶气。这个人便是李公朴。
从此，上海的街头里弄，多了一个虽

瘦小却强健的青年送奶工的身影。同时，
他也继续扮演着抗日救亡歌曲教歌员和
指挥的角色。
1936年10月22日，王辛耕与量才学

校师生一起，参加了鲁迅先生遗体告别仪
式。从万国殡仪馆到虹桥万国公墓，送葬
队伍一路高唱挽歌和抗日救亡歌曲，呼唤
民众以鲁迅为榜样，提振民族之魂，反抗黑
暗势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前赴后继。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一手

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逮捕了
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
李公朴、邹韬奋、沙千里、史良。王辛耕与
量才学校闻讯后举行了和平示威和请愿
活动，提出“爱国无罪，还我校长”的诉
求。“七君子”被转入苏州监狱后，王辛耕
又与金更、董康等代表全校学生前往苏州
探望慰问。
但是不久，王辛耕的抗日救亡歌咏活
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注意，被列
入上海市公安局的抓捕名单。组
织上通知他立即转移到乡下，暂
时避避风头。这样，他不辞而别，
连夜离开公司，躲到了上海近郊
的莘庄（旧时上海县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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