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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南开大学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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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秋深，我从上海北归，迎接
平津两市解放。乘船先到天津，住兄嫂
家，准备转天去北平。一早，上线领导宋
汝芬就找来，告我城工部决定成立平津
两市工作委员会的事，对天津工作委员
会明确两大任务：一是护厂，尽量减少战
火损失；二是稳住工商界人士，留下来一
起迎接解放。要以党代表的身份和工商
界两个领军人物面对面谈工作。这个任
务把天津工作委员会的五位领导难住！
只有一位记者和两位领军人物相呼应，
但他变成党代表谈工作，绝对不可能。
宋汝芬说：我再为天津帮一把，让这位周
家的后人回来就好办了，就用他敲周叔
弢门，进李烛尘家嘛。这个工作做得很
顺利，一说就成。不过去说的不是我，而
是我的哥哥周蔚曾，他在天津开证券行，
和伯父周叔弢有联系，而我没有。

李烛尘和周叔弢受到城工部领导的
重视，要和他们面对面谈工作。而蒋家
王朝倒行逆施，居然派一名特派员来到

天津，召开紧急会议，命令天津工商界人
士把工厂全部南迁。这不啻迎头一棒，
打得人们目瞪口呆。李烛尘站起来反对
说，这是搬迁还是毁灭？我们坚决不
走！我们坚决反对！他是硬碰！伯父周
叔弢接着站起来说:我们启新洋灰公司
是出产水泥的全国第一大厂，原料是石
头和坩子土。你要我们搬迁，请你指定
地点吧，哪里有这两种原料？地点有了，
我们就重建厂房、仓库、工
人宿舍、办公用房、装水泥
的纸袋厂，还有发电厂，这

可是一笔巨资。我们拿不出重建一个新厂
的钱，请你们指定几家银行联合贷款吧。
这是软攻！面对硬碰和软攻，特派员只能
打官腔，你们要以党国利益为重，自己想办
法嘛。自己给自己找个下台的台阶，不了
了之。这是当年有名的一场反蒋斗争。李
烛尘和周叔弢成了众望所归的领军人物。

战友王文化出任党代表的精彩结局，
成了他一生中最光辉的战绩了。他敲开周

叔弢门，收获大大出乎意
料。他对我说，你对你伯父
不了解。他天天收听新华广

播电台，对解放战争的局势看得清楚，而且
对新中国的建立充满了期待。准备把所有
的藏书捐献给国家呢！

他进李烛尘家，更是喜出望外。李烛尘
是参加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对蒋介石
撕碎协定、发动内战非常气愤，绝对要为反
击蒋家王朝出力。天津解放前夕，在更进一
步稳定工商界人士、和平解放天津方面他已
经做了一系列铺路工作，能和警备司令陈长
捷平起平坐，能和市长杜建时以朋友相处，
能和公安局长李汉元无话不谈。这就使得
天津工作委员会在策反工作中奇花怒放了。

同样，成为出乎想象的红色故事，文字
极少记载，事实上却是李汉元第一个得到投
诚的待遇，他是沈阳市政协委员。第二个走
进投诚行列的是陈长捷，他后来任上海市政
协秘书处专员。第三个是杜建时，他出任全
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
央委员，待遇最高，由于他做了文史资料工
作，和天津文史资料工作者有联系。记忆
中，文史专家杨大辛同志几次谈到过他。

敲周叔弢门，
进李烛尘家

周骥良

今年是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我也回忆几件往事来纪念陈先生。陈先
生去世也有17年了，他的名字已成为南
开大学与天津市的名片。一个伟大的数
学家，在人生最后十几年从海外归来创
办南开数学研究所(现为南开大学陈省
身数学研究所), 直至与夫人(我们都称
陈师母)一起叶落归根, 足见他对中国
数学事业的殷殷期望和付出。作为中
国数学界的后学，在我们心中，陈先生
自然是高山仰止的数学大师。

陈先生祖籍是浙江嘉兴。我也是
浙江人，遗憾的是我上大学才知道他大
名。记得1987年春，陈先生访问杭州
大学(现并入浙江大学), 数学
系还拉了大条幅欢迎字。后来
听我们班上的几位同学说陈先
生作了一次演讲。我那时是大
学一年级学生，大多数低年级
的学生还没有资格去听陈先
生的演讲，只有几个成绩优秀
的同学受到邀请。所以那次
我深深感触到陈先生是个大
数学家，很令人敬畏。

大学毕业，我在杭州大学做
微分几何方向的研究生。我开
始被陈先生在微分几何学界的
地位所迷倒。我的二位导师，让
我和师兄师姐们看的第一个入
门参考文献是陈先生上世纪六
七十年代在伯克利写的那本《极
小子流形讲义》。他独创的外微
分工具，也贯穿在那本讲义中。
但我总感到没学会，好多奥妙的地方体
会不到，做子流形几何研究很难。其实
在八九十年代，国内做微分几何研究的
人，受陈先生的影响几乎都在做子流形
几何，而陈先生的那本讲义是必看，学他
的外微分技巧。

陈先生的外微分思想，贯穿于他终
身的学术研究，我后来也慢慢体会到。

真正有机会接触陈先生，目睹他的
风采是我在1997年到北京大学做博士
后。那时陈先生在南开定居下来，几乎
每年都举办数学活动。他组织的活动有
大型国际会议、暑期研究生讲习班、京津
几何营等，形式多样。由于那时国内数
学会议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有机
会能参加陈先生的会议，还是很不容
易。许多人都想参加，能见到想象之中
的数学大师。但即使有了机会在会议上
接触到陈先生，也往往由于胆怯、不自
信、崇拜，只能看而不问，听而多思，大家
已经很满足了。

记得有一次，我参加一次会议的宴
会，有幸坐在陈先生旁边。一位我敬重
的老师对我说，陈先生很喜欢年轻人，多
陪陈先生讲讲话。我就是说不出话，就
想问数学也不敢开口。饭后听其他人
说，陈师母刚去世不久，陈先生那段时期
心情有些低沉。回去的路上，我才意识
到那位老师是有意安排我们一些年轻人
坐在陈先生旁边，给陈先生解解闷。但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跟一个大数学家讲
话，感到参加宴会已是非常非常幸运的
了。陈师母，我有幸见过她老人家一次，
非常可亲。记得一次会议晚餐中，80多
岁的陈师母端着一把沉沉的长嘴铁壶给
一桌子上每个人都沏茶，大家其乐融融
的样子还历历在目。

陈先生非常好客是数学圈的佳话，
每次开会，都会请大家吃饭。开会和吃
饭，大家都津津乐道。陈先生本人是个
大美食家，每次宴会，都有好菜。在90
年代让我们这些还是学生的年轻人吃上
名菜佳肴，真是让我们开了眼界。我曾
经看过一本书，说民囯时期清华、北大的
一些名人教授，常在自己家里开party，
搞沙龙。对他们这些文人雅士来说，科

学与文化方面是一脉相承的。 陈先生也
有这种清华遗风。

我真正跟陈先生近距离接触是在
2004年。受陈先生邀请，我在那年6月去
他的数学中心作了一个报告，内容有关第
一陈类正定的复流形上一个几何不等式。
陈类是以陈先生的名字命名的，是复几何
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陈先生留给现代
数学的一个重要遗产。我也有幸从事相关
方面的研究。那次40多分钟的报告，90
多岁的陈先生坐着轮椅，一直听我讲，结束
提问时才谈他自己对问题的见解。最后还
补充说，他没听懂。现在回忆起来，我感到
非常遗憾，由于自己的水平限制，报告没能

打动陈先生，应该预先再多花
点时间准备。

晚上，陈先生还邀请我到
他的宁园家中吃饭。菜是从校
内宾馆订来的，陈先生很客气，
让我多吃些，自己却吃得不
多。饭中主要谈他的一些工作
计划，特别谈到他当时在考虑
的流形上大范围外微分方程，
还希望我秋季来南开访问一段
时间，可以一起讨论。我后来
听一些同事说，陈先生那年特
别忙。同时，他还在考虑6维球
面上是否是一个复流形的那个
数学悬难问题。他跟我谈起，
大范围微分方程（他称之外微
分方程）是他年轻时，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在德国求学时的研究
方向，现在很少有人在硏究。

他还保留着听他的导师Cartan教授讲课
的笔记，还说过些天会把笔记本找出来让
我看看。我想陈先生这个课堂笔记，如果
现在还在，肯定是个珍贵的文物遗产。

饭后，陈先生坐着轮椅带我参观他的
一楼办公室。一进去，里面桌子上、地上都
堆满书，旁边还有一件像高低杠的健身器
材。他自我解释房间有点乱，我也没注意，
好奇的是陈先生90多岁的人了还锻炼身
体。我问陈先生是否每天锻炼，陈先生只
淡淡说了句，不锻炼手足不灵。其实，我
想，他还有好多事要做，他需要有好的身
体。说房间乱，其实是陈先生在怀念陈师
母。过去师母在时，陈先生的办公室总是
师母整理的。陈先生曾有一次给我们讲
起，他找不到的书、文章、一些文件，总是师
母帮他找到的。我很想再次去宁园看看，
看看现在保留的陈先生的一楼办公室，是
否还是我原来看到的那个样子。

那次南开访问，我终生难忘，陈先生还
赠了两本新书给我。过了几个星期，他的秘
书打电话告诉我，陈先生有话跟我说。在电
话里，陈先生告诉我南开已给我安排了秋季
访问的住宿房子。因为那年秋季我已有安
排要去台湾做三个月的访问学者，就想回来
再去南开。陈先生也很高兴，还祝我去台湾
做访问学者成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先
生在那年12月初不幸仙逝，我刚好在台湾成
功大学做访问学者。记得一天吃早餐时，我
看到一张台湾报纸头版刊发了陈先生去世
的消息，感到十分震惊。我足足看了好几遍
报纸的头版，里面有好多从其他报纸转发过
来的有关先生去世的消息，一代数学宗师离
世！我那天心情低落到极点，不敢相信多么
睿智、慈祥的陈先生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陈先生像座高山，而我们当年开始学
现代数学的年轻人就像长在山下的一片
小草，他永远是我们景仰的数学大师。
先生早年即为青年才俊，后出国求学，学
志成功，回国报效国家，创立首个国立数
学研究所。又重洋海外，振兴现代微分
几何学派。晚年，携妻归国，再办数学研
究所，至叶落归根。这是一个巨人一个时
代的人生轨迹，也是新时代、科技时代许
多年轻人的梦想。
（作系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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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市科教影视协会邵秘书长到核工业理化
研究院看望陈念念院士，陈院士问我对核工业了
解多少，我说一片空白，唯上世纪80年代初在
404做过一次调研。他笑了：“那个年代就去过
404？还调研？你早把我们秘密搜罗去啦！”旁
边的院宣传部长却一阵惊喜：“我就在404长大
的，您去调研时我还没出生呢！”院党委书记也补
充说：“我是从504调过来的。”我便也兴奋：“504
就在兰州边儿上嘛，我在兰州生活了15年。之
前在404旁边生活过10年。别看对核工业知之
甚少，跟你们‘核工业人’倒蛮有缘分呢！”

时隔不久，国资委于2018年公布了《中央
企业工业文化遗产（核工业）名录》首批12项，
第3项为“中国核城”即404厂，第6项为“中国
第一座铀浓缩核工厂”即504厂。至此，方知昔
日404已有了如此恢弘的名号，且已解密。于
是，存储中的记忆宛若浸入显影液的相纸，渐渐
现出些图像……

1968年是我到河西走廊的第3个年头，一件
大事是从我们连秘密抽调一个男子排到外面参加
工程大会战。我所在的一排未能前往，只好待二排
回来后立马上前打听。他们只说为一大漠深处的
工厂挖建排水系统，特难挖，都是戈壁石。我问工
厂怎会建在那种交通不便、缺吃少喝的地方，他们
竟浑然不知，知道的仅有厂子代号。那是我第一次
听到404，一个建于大漠深处的工厂，令我倍感神秘。

1974年奉调师部宣传科。两件事令我纳闷：一是火车
在师部“军垦站”仅停车2分钟，而在一站之隔的“低窝铺
站”却停6分钟，凭甚比师级单位所在地还牛？二是师部竟
卖我在天津才见过的糕点，称奇之余试问来处，答曰“低窝
铺”。“低窝铺？”见我似在怀疑糕点质量，营业员又补了一
句：“404！”无疑向我亮出了质量保证的口碑与底牌。难不
成大漠深处的404是一座隐秘的食品加工厂？谜一样的
404，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工厂呢？

1976年调入甘肃省委宣传部后，方知404是一个与核
工业相关的企业，保密等级极高。既知“非‘核’莫入”，便也
打消了好奇之心与探奇之念。孰料，1982年夏，处长却问
我对低窝铺一带熟不熟，他知我来自河西走廊的西端。我

说我熟到与它仅隔“玉门镇”一个小站。他就
带我踏上了赴404的调研之路。
那天，404宣传部的祁部长、一个非常帅气

的小伙用吉普将我们接至厂招待所。车子开了
很长时间，车前的公路与戈壁一直升腾着热气、
缥缈着蜃景。招待所内有我自15岁离开天津就
再没见过的汽水与冰棍，我说“一准是你们自制
的”。祁部长一愣：“你怎这么肯定？”我说我原来
在军垦，吃过你们的糕点。他说，的确，我们这里
不仅集中着核工业的优秀工人与专家，各行各业
的高手也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边疆建设，糕点师
就是上海冠生园的呢。据祁部长介绍，404是
1958年建立的核工业科研生产基地，曾创多项全
国第一，如第一条铀转化生产线、第一座生产堆、
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核心部件，为我国核武器
的研制、试验、列装提供了重要保障。
404有自己的铁路、发电厂、公检法、医院、

学校，配套齐全。深入车间时，印象最深的是
“生产堆”，同我珍藏的《原子反应堆》邮票画面
简直一模一样。还有就是自动化的机械手，据
说跟我们隔着8层防辐射玻璃。
记得党委副书记姓王，据他分析，从大城

市来的人常说“戈壁大漠扎了根，献了青春献
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这既是豪迈的献身精
神，也有为子孙担忧的成分，所以正筹备建个

动物园：“这里堪称与世隔绝啊，孩子们啥都没见过啊！毛
驴、猴子总得让他们认得吧？”一座中国核工业史上“两弹一
艇（核潜艇）”的功勋之城，连让孩子们亲眼看一下小动物竟
也成了一种奢望，怎能不为这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动容？

2020年1月，因我创作的话剧《于方舟》片段和修改的
反映于敏事迹的朗诵在宁河春晚演出，得以同于敏之子于
辛相见。我对他谈及在404见过的车间与工人，他也深有
感触：“两弹一星”精神不仅体现在那些出类拔萃的专家身
上，也体现于那些普普通通的“核工业人”，在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谱系中，当然有他们的故事在闪光……

阎晓明的系列文章“胜地遐思”，至此已经刊发完毕。
从下期起，本刊将连续刊发曹积三的系列文章“光影中的红
色印记”。——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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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当先（中国画） 刘鑫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提名了5次，才凭借
电影《荒野猎人》拿下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与
他一样，格伦·克洛斯似乎也没什么得奖运，但
是她的演技却一直稳稳在线。本周推介的佳片
《贤妻》，正是克洛斯在第91届美国学院奖上被
提名最佳女主角的影片。

格伦·克洛斯毕业于被誉为“公立常春藤
名校之一”的一流高等学府——威廉玛丽学
院，早年做了很久舞台剧替身。努力了8年后，好不
容易被电影《盖普眼中的世界》的导演选中，只比男
主角罗宾·威廉姆斯大4岁的她，却要演他的妈妈，还
是个配角。之后她凭借电影《冬狮》获得了人生第一
个金球奖，但很可惜的是，原本要在院线上映的电
影，结果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投放到有线电视播放，流
失了大批潜在的观众。

真正成为克洛斯事业转折点和新起点的是2011
年的电影《雌雄莫辨》。这部电影对克洛斯而言意义重
大。早在1982年，克洛斯就演过这部电影的舞台剧，
并获得了戏剧大奖奥比奖的认可。开拍电影，她是制
片、编剧、演员，身兼数职。在改编剧本和角色的重新
塑造上她思考了很久。在开放的舞台上表演时，为了

不让观众对角色的理解受限，克洛斯是完全素颜的。但
拍成电影，为了更震撼的视觉呈现，克洛斯决定化妆易
容。当第一次在化妆镜前看到被颠覆的全新模样时，她
不自控地流下了眼泪。也正是因为这次对角色更深度地
演绎，克洛斯第一次提名了美国学院奖最佳女主角。

影片《贤妻》改编自《纽约时报》畅销小说作家梅格·
沃尔策的同名小说。曾目睹了作为女作家的母亲在出版
业界被埋没的现实，这样不公的境遇让沃尔策开始构思
一个和母亲有相似经历的人物。小说于2003年出版后，
沃尔策又和编剧合作打磨电影剧本，一晃就是14年。
“贤妻”这个角色让克洛斯来演很合适。因为和

自己父母的经历有相似的地方，克洛斯非常中意《贤
妻》的剧本。虽然当时已70岁的高龄，但她愿意花整

整一周的时间和男主角饰演者围炉研讨，来更
好地理解角色的动机和内心。而且《贤妻》的
导演在片场很多时候都把表演交给克洛斯，让
她更自由地去发挥。所以克洛斯能凭借此片
再次提名美国学院奖最佳女主角，可以说是靠
她实打实的演员功底。
克洛斯曾说：“我已经是五个被选中的佼佼

者之一了，这已经很好了。只有媒体才喜欢炒作
输赢。”这样达观的态度令人赞叹。就让我们走进电影
《贤妻》，去认识这位学院奖的无冕女王吧。

7月10日22:21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贤
妻》，7月11日15:09“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贤妻》:
觉醒女性的新生

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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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情加重
焦裕禄摇摇头，一手按腹，一手

推车前行。张思义、李中修默默跟
焦裕禄走着，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
么。那一刻，他想起母亲“天上一颗
星，地上一个丁”的叮咛了吗？他想
起身负重伤的赵一曼在冰天雪地同
日寇激战的情景了吗？他对自己践
行“小村总理”理想的探索感到满意吗？
到达三义寨，公社党委书记见焦

裕禄脸色发青，心怦怦跳着说：“老
焦，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焦裕禄吃
力地说：“不休息啦，还是先听你们的
情况……”
听汇报时，焦裕禄左手抵着肝部，

做记录的右手不住地颤抖，钢笔几次
掉到地上。汇报中，公社党委书记声
音喑哑，随行人员眼圈潮红。
听完汇报，焦裕禄不顾别人劝说，

坚持要看候寨的拉沙盖碱、南马庄的副
业生产、孟角的翻淤压碱……可一出公
社大门，再度袭来的剧痛使他天旋地
转，晕倒在地。急性发作的肝病逼迫焦
裕禄不得不放弃实地查看计划，拖着病
体返回县城。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焦
裕禄和他的战友正满怀信心乘势而上，
准备“站起来走路”，可狞厉的病魔已经
不肯给他更多时间了。
开封地委发现焦裕禄病情加重，几

次通知他住院治疗。县委召开紧急会
议讨论焦裕禄病情，决定为了对党负
责，焦裕禄同志必须住院治疗。沉疴在
身的焦裕禄服从组织决定，但依然心绪
难平：除“三害”刚有点眉目，我不能离
开这里呀！非争取麦子丰收不可！

3月22日，焦裕禄逝世前一个月零二
十二天，县委安排统战部部长苏清善、组
织部干事赵文选送他去开封治病。但焦
裕禄部署完工作并找人谈话后，又骑车下
乡了。路上，焦裕禄肝疼得厉害，只好弯
腰推着自行车走。谁都没有想到，这是他
最后一次下乡。

3月23日，焦裕禄逝世前一个月零二
十一天，经开封地委一再催促和兰考县委
领导苦苦相劝，焦裕禄同意去开封卫生学
校附属医院查病。行前，县医院王养性主
任怕他再变卦，特地找到他说：“焦书记，
你要不住院，我就不上班了。”焦裕禄握着
他的手，默默点了点头。

干部群众得知焦裕禄外出查病，纷纷
赶来送行。人们看着焦裕禄乌中带青的脸
色，不祥的阴影笼罩心头。尽管肝疼难忍，
焦裕禄仍不坐救护车，坚持步行去火车
站。有个拉架子车的老汉挤过来说：“焦书
记，上车吧，我拉你上车站。”焦裕禄感激地
看着老汉，摇摇头，弯着腰向车站走去，走
几步就停下来，回头看看县委大门。

从县委大门口到兰考火车站，只有二
百六十米远。焦裕禄忍着剧痛，冷汗淋漓
走了半个小时。在火车站门口，焦裕禄努
力抬起身，凝望着熟悉的候车室和熙熙攘
攘的人流，眼中闪过一丝晶莹。

尚先生安排身后事
尚先生又去西门外的杠房，定了

一应简单的执事和一个四人杠，顺便
雇了两个挖坑的人。然后又托人去给
保三儿送口信，让他第二天早晨来一
趟。到了第二天早晨，尚先生起来，先
不慌不忙地洗漱了，又把自己的装裹
衣裳穿戴整齐。这时“唐记棺材铺”的
寿枋也到了。尚先生又把寿枋里，自己
身下铺的仔仔细细打整舒服了。棺材铺
的伙计见多识广，这时也吓了一跳，还从
没见过一个人穿着装裹给自己铺棺材
的。尚先生把这一切收拾停当，就躺进
去，把身上“五蝠捧寿”的蒙头布往上一
拉，盖好。这时正好是辰时三刻。保三
儿来时，尚先生冲他笑了一下，就溘然长
逝了。几个杠房师傅用椽钉把棺材盖钉
上。简单的执事已等在外面。四人杠抬
起棺材。保三儿在前面引路，来到西门
外。两个挖坑的人已经挖好了坟坑，正
拄着铁锨等在坑边。保三儿看着棺材放
进去，填上土，堆了一个圆圆的坟头。

七十年后，侯家后的街上又有了一
个鞋帽店。这鞋帽店卖的是方口青布
鞋，也卖帽子。老板四十来岁，姓申，叫
申达成。铺子是老字号，叫“福临成祥鞋
帽店”，除了方口青布鞋，也卖青灰色的
麻布洒鞋，还有女人穿的老式“缎儿鞋”，
虽然绣工讲究，如今却已没几个人买。
但申老板对街上的人说，不为卖鞋，就为
开着这铺子。在这铺子的后面有一个暗
室。申老板对门口的街坊说，守着这个
暗室，才是开这铺子的真正目的。他说，
当年他爷爷临去世时留下话，这个暗室
一定要看好了，早晚会有人来。

这年春天，下了一场小雨。一天早晨，鞋
帽店果然来了一个人，是个女孩儿，二十来
岁，说自己姓李，叫李思佳。申老板一听有人
找，就从后面出来，上下看看这女孩儿问，有
嘛事儿。女孩儿说，是她太姑奶奶让她来
的。申老板问，你太姑奶奶叫嘛？女孩儿说，
叫李香香，过去的小名叫小回。申老板一听立
刻说，孩子，等的就是你啊。说着，就拉着这女
孩儿来到后面。女孩儿问，这铺子，是不是有
个暗室？申老板说，是啊。一边说着搬开墙边
的旧货架子，打开暗室的门。女孩儿进来看了
看，点头说，没错，就是这儿了。又说，太姑奶奶
已经九十多岁，几天前住院了，这次让她来侯
家后，是看一看，如果这个“福临成祥鞋帽店”还
在，就跟铺子里打听个人。申老板说，你太姑
奶奶要打听的，是不是叫田生？女孩儿说，对
啊，就叫田生。申老板说，我爷爷叫申明，你
回去跟你太姑奶奶说，她应该知道。申老板
告诉女孩儿，他爷爷临去世时，对他说，如果
有一天，有人来这铺子打听田生，就告诉他，
田生在那一年的除夕，牺牲了，是抱着两个抓
他的人，一块儿从桥上跳进海河的。申老板
说，他爷爷还说，告诉来的人，要找田生，去海
河就行了。女孩儿听了慢慢睁大眼，看着
申老板。申老板又说，就是咱天津的这条
海河。女孩儿点点头，说，知道了。
(连载完。明日连载《盐民游击队》）

116 22 到延安去
宁波将他“驱逐”了，上海也回

不去了，王莘又一次品尝到“爱国有
罪”的滋味，感觉自己像《水浒》里的
林教头一样，也要“逼上梁山”了。

而战友们是不会抛弃他的。宁
波秘密读书会会长谢相箴先是介绍
他到共产党员卢琼英姐妹家中暂
住，不久，又安排他随宁波演剧队去郊
外四面环山的马家路避避风头，并在
山区开展救亡歌咏活动。九月的一
天，谢相箴率领十几位爱国青年抵达
马家路，悄悄告诉王莘：他们准备组成
一支抗日宣传队一路北上，进行抗日
救亡宣传演出，最终目标是到革命圣
地延安去。

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太好了，这
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啊！早在两年
前，王莘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从事救
亡歌咏活动时，便从报纸杂志上了解
了有关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党
的相关的情况，受到先进的革命理论
和思想影响。1935年10月，中国工
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
安，并向全国发出团结抗战的主张，
更令他认识到延安才是中国的希望，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如今有这
样好的机会，怎能放弃呢？所以，当
谢相箴征询他的意见时，他毫不犹豫
地表示赞同。

1937 年 9月的一天，在
马家路祠堂，谢相箴、范雪峰、
应承欢、邵刚、李全起、戴蛟
川、吴伯辛、陆祖芳、陆祖坤、
金浪、沈鞠如、龚春蕙、沙平和

王莘共14人，举行了“宁波战时流动宣传
队”成立大会，会上，选举王莘为队长，范
雪峰为副队长，吴伯辛为总务。在演出事
务上，谢相箴担任戏剧导演，王莘兼任歌
咏指挥，金浪负责美术宣传。会上还共同
订立了如下纪律守则：
一，坚决抗战到底；二，途中任何人

不得擅自离队；三，行动须保密，不准与
家庭亲友通信；四，钱财集中使用；五，
戒烟戒酒；六，不准谈恋爱。最后一条
规定最无“人情味”：队员中已有妻子
的，当场要把妻子照片烧掉；谢相箴和
沙平是夫妻，也要暂时分居。此刻，大
家一心想的是去延安，要抗日，要革命，
完全是自发地过一种“军事共产主义生
活”，信仰的力量，理想的力量压倒一
切，义无反顾。
组织有了，规矩立了，钱从哪儿来

呢？王莘是队长，第一个认捐。怎奈囊中
羞涩，只有区区二十元，有些难为情地放
在桌上。继而，你三十，他五十，众人拾柴

火焰高，不大会儿，便凑足现金五
百多元。其中贡献最大的是范雪
峰，将家中女眷的金银首饰全部
奉上，用来购置了一口行军锅、两
顶童子军帐篷。大家把捐出的现
金统一交由总务吴伯辛保管。

233
烟火

王松

作家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大河初心

高建国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