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车子从赣州市区驶出，一路行向西南
大余县方向，沿途时而可望见远处有一条
河流蜿蜒流淌，我知道那是章江。这条河
流与另一条名为贡水的河流在赣州市区合
并而成为另一条著名的大河——赣江。
大余县位于赣州市的西南端，同时也

是江西省的西南端，居章江上游，“五岭”
之一的大庾岭之北麓，与广东南雄、仁化
相连。我要去的是位于大余县城之南的
梅关，全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古驿道便在
大余的梅关。从江西大余到广东南雄，历
史上曾有长达四十多公里的由不规则的
青石板铺就而成的古驿道，称之为“梅关
驿道”抑或“梅岭驿道”，目前保留比较完
整的自唐以来曾使用过的古驿道遗址尚
有近两公里左右。
在古代，最便捷与最舒适的交通工具

其实不是马甚至也不是轿子，而是船。但
是要从广东走水路入中原腹地的话，最短
的行程便是由珠江溯支流东江而上至浈
水，到达广东南雄，然后再越过梅岭，进入
江西大余之章江，再由章江入赣江而至长
江。从中原南下到岭南，则反其道而行
之。梅关驿道是其中唯一一段必须要翻越
的陆路。因而梅关驿道也在一千余年的时
间里成为沟通中国岭北岭南之南北交通之
要道，同时它也是沟通中国内地与岭南的
官方驿道。当年张九龄因言获罪，告病还
乡途经于此，见山路险峻难以通行，遂向唐
玄宗谏言开凿梅关驿道，以便捷内地与岭
南之交通。唐玄宗同意并拨出专款，任命
张九龄为筑路大臣，由此便有了这条连接
内地与岭南重要的交通要道。张九龄系岭
南韶关人，没有比他更合适承担这一任务
的了，他修路既是为国家长远计，同时也有
为乡邻计的私人考量。经过对梅岭的反复
考察、勘测，张九龄最终选择了一条由大余
至南雄距离最短的路线，这条路比秦汉梅
岭故道又缩短了四公里。为了这四公里，
张九龄动用了大量民夫，花了足足两年时
间才修通，其中将最坚硬的一段花岗岩山
体凿下去二十多米，从而打通了连接长江、
珠江最短的陆地交通要道，使得梅关驿道
成为中国陆地“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
路”的交会点。张九龄用两年的辛苦换来
了此后一千多年的兴盛。
我到梅关时已是午后，阳光很足，直晒

下感觉火烧火燎。几乎未见有其他游人，
穿过写有“古驿道”的牌坊，便是由不规则
的青石板与鹅卵石铺就而成的古梅关驿道
了，由此盘旋一路向上攀行，便可一直走到
古梅关关口，那里便是江西与广东两省的
交界处了，也是岭北与岭南的交界处。
甫一走上这条保存较为完好的古驿

道，顿觉凉爽，虽是午后时分，但毕竟尚属
初春时节，兼之古树遮天蔽日，走在梅关
驿道上，人的体感还是舒适的。然而这种
舒适感却很快便被汗流浃背所取代。这
条古驿道的上山之路其实远没有我想象
中的那样轻松，大大小小的石块被参差地

铺设于山坡上，使得行走更像是在攀爬。但
遥想当年，岭南岭北南来北往之官宦与客
商，怕是已经非常知足了，毕竟，相对于险峻
巍峨的大庾岭而言，梅关驿道的开通实在算
得上是天堑变通途了。

梅岭又称大庾岭，系“五岭”之一，而梅
岭之得名一般认为要先于大庾岭之得名。
早在吴越争霸时，古越人首领梅绢便率领越
国先民到此躲避战乱，他们是最早经此翻越
崇山峻岭至岭南的客家人，梅岭的得名于是
便与梅绢有关。公元前213年，秦在五岭筑
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其中横
浦关就位于梅岭顶上，当时只可勉强供一人
行走通过。到汉武帝时，汉武帝派将军庾胜
在此一带筑城戍守，从此梅岭便又被称作大
庾岭。但大庾岭从出现那天起便更多是作
为一个地理名词而存在，人们依旧习惯称这
片大山为梅岭，除却因了越人首领梅绢之
外，还因了此山遍长梅花。最初是野梅花，
后来历代皆有人在梅岭之岭南岭北植梅，梅
岭的名字遂越叫越响。梅岭的梅花树每到
冬天竞相怒放，漫山遍野，梅岭也成为梅花
的海洋，兼之千百年来走过梅关驿道的文人
众多，他们吟诗作赋，遂使得“梅岭寒梅”广
为天下知，成为一处盛景。

我在梅关驿道上“遇见”的第一位诗人
是南北朝的陆凯。他的诗牌被竖立在刚刚
踏进古驿道不远的路旁——“折花逢驿使，
寄与陇头人。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陆
凯是一名武将，这一首偶得的《赠范晔》，却
让陆凯这名武将走进了中国文学史，貌似素
朴、简约、信手拈来的五言诗，却能串通古人
与今人的心绪，读来极富意境。

我遗憾没有看见梅花，南方的初春早已
见不到梅花的踪影。但想当年陆凯于戎马
倥偬中登上梅岭，正值岭梅怒放时节，他立
马于梅花丛中，回首北望，想起了陇头好友
范哗，正好碰上由岭南经驿道北归的驿使，
就出现了折梅赋诗赠友人的一幕。那时的
梅关驿道尚没有迎来返乡的张九龄，还是秦
汉时期开凿的山路，崎岖又逼仄。如今保存
下来的梅关驿道是由唐代诗人张九龄修筑
开通、明代诗人张弼重新修葺而成并保留至
今的。那些在唐宋以及明代被嵌入驿道中
的石头有些并没有因时光久远而被磨去棱
角，因而十分考验鞋底的厚度。我穿的是运
动鞋，但还是感到会硌脚，并时刻小心崴脚，
走在驿道上的我时不时在想：古人经此大抵
都是穿着什么样的鞋子呢？

唐代诗人中，最早过梅关驿道的是宋之

问。此人较为钻营，因媚附武则天宠臣张易
之而获罪，但宋之问的诗还是漂亮的。接下
来的唐代诗人是刘长卿。他被贬官广东电
白，走的也是梅关驿道。

古驿道上的青石板与鹅卵石被千百年
来往返的行脚浸润得油光水滑，周边的树木
也被早春的雾霭洗刷得葱茏青翠。想找一
处地方歇息一下，但见前方有一标有“驿站”
的亭舍，亭舍后有一处寺院，名曰云封寺。
入得寺内，见有张九龄、张弼塑像，故云封寺
又名“二张”祠，以纪念他俩开岭、修驿道之
功绩。这座寺庙最初是在岭南，因遭破坏，
后人于岭北重新修建而成。

当年张九龄修通梅关驿道，据说给杨贵
妃进贡新鲜荔枝的马队，也曾从这里经过。
但在我看来，走梅关驿道，急驰恐怕做不到，
怕是只能牵着马走，还要时常防备订了马掌
的马蹄子打滑。即使如此，还是要比秦汉时
的山路强上百倍。由岭南经此道至岭北后，
一路都是平坦的驿道，可直达长安。

苏东坡去岭南回中原，都是走的梅关驿
道，巧的是他又遇上了同一位于路边卖水酒
的老翁。遂写下《赠岭上老人》：“鹤骨霜髯
心已灰，青松合抱手亲栽。问翁大庾岭上
住，曾见南迁几个回？”历史上被发配岭南的
人，多半客死岭南，梅关驿道便也成了一条
有去无回的不归路。

也有从岭南一侧过梅关驿道至中原
的。公元1595年，有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
的洋和尚走过了梅关驿道，他就是利玛窦，
由今日的广东韶关北行而赴江西。利玛窦
是第一个走过梅关驿道的外国人，这条“通
衢”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为此专门留
下了数百字的记述，其中也写到了开凿以及
行走的辛苦。

说到过梅岭的辛苦，心学大师王阳明有
《过梅岭》诗云：“处处人缘山上巅，夜深风雨
不能前。山灵丛郁休瞻日，云树弥漫不见
天。猿叫一声耸耳听，龙泉三尺在腰悬。此
行漫说多辛苦，也得随时草上眠。”草上眠，对
于曾发配贵州龙场，习惯于宿山洞、饮流泉的
王阳明来说怕是家常便饭。

虽是走走停停，甚至未
免跌跌撞撞，我终是攀上了
梅岭之巅。在梅岭之巅，有
一座古老的关楼，这便是梅
关了。关楼所处位置正是
江西与广东的交会点，它的
一侧是岭北，而另一侧就是
岭南。关楼南北两面门额

均有石匾，北面门额刻的是“南粤雄关”，南
面门额刻的是“岭南第一关”，为明代万历
年间南雄知府蒋杰所书。我在梅关关楼内
外于不同角度观察，不知道是否有心理作
用在作怪，感觉岭南山水与岭北的景致似
乎真的有些不同。而由梅关关楼往岭南，
便又是一路盘旋向下的古驿道，而在离梅
关关楼向岭南方向不远处，便是著名的衣
钵亭与六祖寺了。
六祖寺供奉的是六祖慧能，就是那个写

下“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当年他
被师兄弟们追杀至梅关驿道，幸得佛宗庇
佑方躲过一劫。慧能从梅关脱险后，回到
家乡广州隐居多年，才公布身份，从此开创
中国佛教历史上之南宗一派。后人为纪念
六祖慧能于梅关的这段险遇，便在梅关驿道
旁兴建了衣钵亭、六祖寺。据说朱熹曾在六
祖寺中借宿，并写下了著名的《登梅岭》：“去
路霜威劲，归程雪意深。往还无几日，景物变
千林。晓蹬初移屐，密云欲满襟。玉梅疏半
落，犹足慰幽寻。”朱熹由岭北经梅关驿道前
往岭南又返回，所谓“玉梅疏半落，犹足慰幽
寻。”由此可知当年的梅关驿道旁生长有很多
的白梅花。
顺治十三年，清代大诗人朱彝尊前往岭

南投靠他的好朋友广东高要县知县杨雍建，
过梅关驿道时写下了《度大庾岭》一诗：“雄关
直上岭云孤，驿路梅花岁月徂。丞相祠堂虚
寂寞，越王城阙总荒芜。自来北至无鸿雁，从
此南飞有鹧鸪。乡国不堪重伫望，乱山落日
满长途。”诗的首联“雄关直上岭云孤，驿路梅
花多月徂”写的就是梅关附近的景象：雄关独
峙、山顶孤云飘动，气象不凡。在此，朱彝尊
抒发了世事更迭、沧海桑田的感慨。一个
“孤”字，写的是岭云，也是诗人的自我写照，
与尾联“乡国不堪重伫望”遥相呼应。诗中所
包含的浓烈情感，也不仅仅是对个人命运的
感叹，而是作为大明遗民的一种故国之思、亡
国之痛。诗的前两联所抒发的沧海桑田，今
不如昔之感，表达了对明亡的感叹和对清廷
的不满。丞相祠堂则是指梅关驿道旁的云封
寺，丞相所指即张九龄。

由梅关关楼返回岭北的梅关古驿道入
口比上山时要轻快了许多，不知是因为下山
的缘故还是我的腿脚已然适应了这条从千
年时光深处走来的古驿道。天色已向晚，山
风拂面，裹挟着一阵阵凉爽清新的气息，沁
人心脾。我仿佛看到了一个个古代的诗人
从我的身旁走过，听到了他们口中吟诵的辞
赋，或铿锵，或悲凉，或绵长……汇入大庾岭
的夜色，莽莽苍苍。

E-mail:luowenhua2001@qq.com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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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清楚胡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像我，
已经阅读了他的大量资料，为他撰写了好几篇
文章，寻访了他的家乡和他牺牲的土地，结识
了他的亲属和生前战友的后代，统筹拍摄了关
于他的纪录片，仍然觉得他是一个谜团。
其实胡底是最早纳入《曙光》第五季计划

的，而此前我并不知道胡底其人其事，就连其
名也相当神秘。他的名字给人一种不真实
感，显出刻意的隐藏，它非常像一个特工的代
号，因而模糊了自己。但是又不得不说，他一
定是一个饱学者，因为他的名字来历有典，出
自《诗经·小雅》中的“我视谋犹，伊于胡底”，
其大致的意思是，到什么地步为止？胡底并
没有给我们交底，他巧妙地将他的胡姓和《诗
经》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名字。
这种推测是有根据的，因为他在他于北京出
演的第一部电影《燕山侠隐》中曾用名为胡伊
于，他这两个名字是同出一典的。胡底还曾
叫过胡马，这个名字如果熟知古诗那么当然
也会知道，是出自《古诗十九首》中的“胡马依
北风，越鸟巢南枝”，所以他也曾字北风。从
这两个名字可以看出胡底的文学修养，这也
就难怪，他是一名白区里出色的演员，又是一名苏区里著名的编剧，而他
的特工身份大抵离不开他的“演”和“编”的艺术。
胡底原名胡百昌，他的四弟是胡其昌，先前的许多年，正是这位乡村教

师对于胡百昌孜孜不倦的寻找，才收获了重要的线索。上世纪70年代，胡
其昌读到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钱江写的一篇文章，写到其父钱壮飞与李
克农、胡底的往事，并称胡底原名胡百昌，是安徽舒城人。胡其昌闻此立即
给钱江写信认亲，钱江迅将此事转给中央有关部门。1981年11月，时任中
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的罗青长亲自给民政部长程子华写信，认为胡底“应追
认为革命烈士”。不久，民政部向安徽省民政厅发出文件，并在函中写道：
“请你们通知舒城县民政局把胡底同志的名字编入《革命烈士英名录》，并
将其已批准为革命烈士的情况告知其弟妹。”于是一张书带有“为有牺牲多
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字样的烈属证书被送到了胡家。也就是在这一年，
胡其昌的孙子胡双庆降生，因为胡百昌被追认烈士，此子故得名为胡双
庆。胡其昌早已过世，他的孙子胡双庆在我们的纪录片中讲述了他用毛笔
所写的一部蝇头小楷的手稿，这是他在得知胡底的消息之后，于1980年专
门撰写的《胡底轶事回忆》，现在纸页已经泛黄，作为家传的典籍保留珍
藏。但是毋庸讳言，胡其昌所记述者多为胡百昌少年家事经历，它所记其
实只是胡百昌而非胡底，一个真实清晰的胡底还有待我们去发现和考证。
我和这一集的编导周相宜走访了胡底的家乡——这在《曙光》中是第

一次，即在拍摄之前先行“卧底”，我们那时候也还没有十足的把握，如果
没有足够的资料支撑、足够的人物讲述和足够的电视画面，这个片子也无
法完成。所以在此前我经过多方联系，通过舒城县档案馆进而联系到县
党史和地方志办公室的卫秀定老师，并得到了其主任谢正勇的大力支持，
我们才得以成行。舒城干汊河镇也给予我们地主之谊。这里是三国名将
周瑜的故里，原为松元村现为洪宕村的则是胡底的老家，我们到这里走访
了于2015年落成的位于村中的胡底纪念馆，访问了胡底的侄子和侄孙以
及在万佛湖镇的他依然健在已经九十多岁的妹妹胡莲昌，又确定了胡莲
昌的外孙女李萌作为寻访人，并且采访了《中华儿女》杂志的记者、彼时正
在舒城的舒城人沈龙言，通过这一系列的寻访，我们才对胡底的拍摄有了
底气。
沈龙言那时正在撰写《追寻胡底》，他也向我询问胡底在天津的情况，

我除原日租界的“长城通讯社”外并不知其他。在我们从舒城回津之后，和
沈一直保持着联系。不久他告诉我们，钱壮飞和李克农的后代将抵舒城胡
底故里并将抵四川阿坝州马尔康市分别对胡底进行拜谒，将这“龙潭三杰”
的后人聚首，并将这个内容作为纪录片的一部分，必将为其增色。我和周
相宜商量过这次远行，随后就是等待时日，打点行装，再度出发了。
这次我们见到了钱壮飞之孙钱泓、任小民夫妇，李克农外孙孙集量，

还有胡底在长征途中的战友欧阳毅将军之子欧阳海燕夫妇，这是一次难
得的聚会，也是我们难得的求教机会。钱泓先生虽然自称对“龙潭三杰”
研究的时间不长，但是却不可谓不深，他在胡底纪念馆内侃侃而谈，解说
员说一句，他即再补充一句，他深厚的学识引起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钱
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密不可分，所以胡底纪念馆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
他们共同的。
1962年2月，李克农上将在北京病逝，周恩来总理在悼词中专门加

上一部分说，与李克农同为革命者而壮烈牺牲的钱壮飞、胡底同志，是对
保卫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作出了卓越贡献的。这其实是对先已去世的
钱壮飞、胡底二位烈士的追念，只是那时，即使胡底的弟弟胡百昌看到这
段内容，也并不知道胡底这个名字是谁。其实钱壮飞和胡底牺牲在同一
年并且也是长征路上，他的事迹也是在近年才逐步产生影响的。英雄曾
经长久地沉默着，他们生前在隐蔽战线，死后则应把他们的丰功伟绩解密
给世人。只是，这个工作并不简单，这些高超的人上的锁，我们还一时难
以一一找到钥匙。
我们在舒城都已经熟识，一行人又从那里经合肥到成都，再到长征途中

阿坝州的马尔康，继续追寻胡底的故事，我也在那
一路上一直念叨着“伊于胡底”和“胡马依北风”的
诗句。我曾将这一集纪录片定名为《北风》，而周相
宜建议改为《北望》，在马尔康松岗镇群山下广场上
的雕塑是这个名字，其实意思相近，所依北风者即
是北望。行行重行行，各在一天涯，唯有缅怀。

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副秘书
长王焱先生所编《古本红楼梦传
奇二种附散套》由巴蜀书社影印
面世，这是一件嘉惠学林的善举。
《古本红楼梦传奇二种附散

套》，分别指的是仲振奎、陈钟麟同
名《红楼梦传奇》及吴镐《红楼梦散
套》。仲振奎改编《红楼梦传奇》当
时影响较大，分两卷，上卷包括《原
情》《前梦》《聚美》《合琐》《私计》
《葬花》《逃禅》《遣袭》等32折，改
编原著《红楼梦》情节；下卷包括
《补恨》《拯玉》《返魂》《谈恨》《单
思》等24折，改编《后红楼梦》情
节。仲振奎(1749—1811)，号云

涧，别署红豆村樵，江苏泰州人，其
嘉庆三年（1798）自序云：“丁巳后病
百余日始能扶杖而起，珠编玉籍，概
封尘网，而又孤闷无聊，遂以歌曲自
娱，凡四十日而成。”《红楼梦传奇》存
嘉庆四年（1799)绿云红雨山房初刊
本，北京图书馆、泰州图书馆收藏，还
有同治二年（1863)抱芳阁刻本《新刊
绣像红楼梦传奇》等。

拙著《红楼梦续书考辨》（2019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曾对《红楼梦》
续书进行分类，列“改写、增删、汇编
类”作品23种，包括非小说形式《红
楼梦》题材作品的改编，除了改编曹
雪芹原著外，还有对《红楼梦》续书

的改编，因涉及《后红楼梦》情节，其
中就收录了仲振奎的昆曲《红楼梦
传奇》。《红楼梦传奇》既要遵循原著
中“木石前盟”与“金玉良缘”的宝黛
钗婚恋主线，又要在情节上改变原
著人物命运的悲剧结局，还要考虑
戏曲的演出排场，即适应从小说到
戏曲艺术形式的改变，于是仲振奎
将《红楼梦》和《后红楼梦》进行了情
节上的整合，这从其自我陈述中亦
可洞悉，此剧《凡例》中写道：“前《红
楼梦》读竟，令人悒怏于心，十日不
快，仅以前书度曲，则歌筵将阑，四
座无色，非酒以合欢之义。故合后
书为之，庶几拍案叫快，引觞必满

也。”在具体改编作品时，仲振奎设
计剧本结构以续书立意为主体，让
黛玉还魂、宝玉还家并终成眷属，对
曹雪芹原著悲剧实现了反转，实际
是将《红楼梦》悲剧借《后红楼梦》改
编成了大团圆喜剧。尽管落入了才
子佳人小说的俗套，但除了改编者
主观上想“为黛玉、晴雯吐气”外，客
观上也有出于迎合观众考虑的戏曲
舞台需要，从《红楼梦传奇》刚一完
稿就上演可知，仲振奎的创作有其
传播途径，不如此处理情节，其作品
传播势必会影响到观众的接受，诚
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指出
的：“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
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
往而不着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
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
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
矣。”正因如此布局，仲振奎改编的
《红楼梦传奇》才能在南北盛行，至
清末的上海依然还在搬演，其影响

可见。实际上，作为第一部续书的
《后红楼梦》，经过仲振奎改编在戏
曲舞台上传播后出现的其他《红楼
梦》续书，基本也是用“大团圆”的结
局来抚慰不肯接受残酷现实的国
人。即使到今天，以非小说形式传
播着再创作者对原著中人物形象新
判断仍是“旧瓶装新酒”的主要形
式，如昆曲研究大家顾笃璜选取古
本仲振奎《红楼梦传奇》“葬花”“听
雨”与吴镐《红楼梦散套》“焚稿”“诉
愁”，将之合为四折，由苏州昆剧传
习所排练后在恭王府大戏楼首演，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中国
昆剧古琴研究会、中国红楼梦学会
联合举办的关于此剧研讨会，对其
艺术探索给予了充分肯定。

王焱先生欲仿效胡世厚《三国
戏曲集成》与学友合编《红楼戏曲集
成》，这是大部头的工作，我期盼并
衷心祝愿他事业更上层楼，为天津
红学添砖加瓦。

牵挂兰考的灾情
焦裕禄脸上现出一丝笑容：“不用

麻烦了，医院伙食够好了。”接着，他又
轻声问：“小樊，你知道兰考县受灾群
众吃的是什么吗？”樊镜珍沉默着。
焦裕禄说：“吃红薯干！而我现在吃
的是什么？我感到非常满足，而且觉
得有些过分。”焦裕禄说着，把脸转向
窗户，望着窗外晴朗的天空，似乎是对樊
镜珍说，又像是在自言自语：“兰考人民
会吃得好的，一定会吃得好的……”

这时，樊镜珍再也控制不住自己
的感情，眼泪像断了线的珍珠滚落下
来。她怕焦裕禄看见引起情绪波动，
捂着嘴快步走出了病房。

随着焦裕禄不断转院，兰考人民
的心，日甚一日地往上提溜着，脸上的
阴云越来越浓。当焦裕禄确诊肝癌晚
期的消息传来，大家的心又一下子沉
到井底。人们忧心如焚赶到郑州看望
焦裕禄，他总是说：“不要来回跑了，我
有病不能工作就够难过啦，这么多人
再为我耽误工作，我心里不安哪！”

每次县里的领导和群众来看他，
老焦都有许多说不完的话，他问县里
的工作、生活情况，问张庄的沙丘封住
了没有？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秦
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老韩陵
的泡桐树栽了多少？一次，由于他问
这问那，说话太多，过于疲劳，昏迷过
去了。等他醒来，拉着身旁的一位同
志的手说：“刚才我梦见兰考的小麦大
丰收了。你这次回去，一定把秦寨盐
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叫我看看。”

徐俊雅回忆所述焦裕禄牵挂兰考

的灾情，是他从北京返回郑州时，听列车
广播豫东下了大雨引起的。直到这个时
候，焦裕禄仍把病重入院，当成鏖战中的
间歇，远征中的小憩，壮怀激烈人生中一
段徐纡转进的插曲。他决不肯向病魔低
头，更不轻易言败，像一个匍匐在地的勇
士，随时准备从病榻上一跃而起，重返日
思夜想的兰考，骑上他的菲利普，继续驰
骋在热火朝天的除“三害”第一线。

窗外传来鸟儿的啁啾声。焦裕禄欹枕
倾听，循声望去，一团紫色的雾、白色的云
扑入眼帘。焦裕禄的眼睛霎时变得明亮起
来，他从旁逸斜出的泡桐树枝上，看到了迎
风怒放的泡桐花！泡桐花开，清香溢远，那
是焦裕禄无数回在梦中编织的最令他陶然
入醉的兰考美景。生长在黄河之滨的泡桐
树，在严酷自然环境的物竞天择中，也具备
了黄河一样的品格，不避贫瘠，不畏盐碱，
所求甚少，奉献甚多，以最短的生长周期蔚
然成林，涵养水土，遮蔽风沙，装饰生活，远
播清音……站在人生终点处，焦裕禄望着
竭诚奉献的泡桐树和芳华初绽的泡桐花，
感悟到一种超越生命本体的力量。

焦裕禄从北京转回郑州，县委领导心
头就坠上了一块铅。听完统战部部长苏
清善汇报，县委领导轮流到郑州看望焦裕
禄，并安排焦裕禄子女到医院探视。

海庄聚会
刘德望接到去海庄的命令，便将

手里的鞭子一甩，在两匹马的头顶，
“啪啪”打了两个响鞭，嘴里高声地吆
喝“驾驾”！后面车上跟着的张小虎
等人，见刘德望的马车没进盐庄子，
而是顺着大道直跑下去。海庄距离
盐庄子只有二十多里地，但这海边曲
曲弯弯，马车足足跑了有半个多小时，
来到海庄村头大庙前，刘德望吆喝一
声，大车停下。杨洪海对严志诚说：
“咱们马上开会！”严志诚立刻应道：
“好，马上开会！”随后转向刘德望：“老
刘，快，卸下一匹快马作准备。”
刘德望没有丝毫停顿，忙把拉长套

的那匹白马，急速地卸了下来，将马的
缰绳紧紧地攥在手里，随时听候命令。
那匹白马也好像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抖
了抖脊背，鬃毛即刻乍立，马尾巴来回
地甩动，鼻孔里喷着热气，将马头紧贴
在刘德望身边，好像马上可以飞奔。
这时，张小虎等人也赶着马车赶到

了。大车刚刚停下，严志诚就对张小虎
喊：“张小虎！”张小虎忙跳下大车，跑步
归来，立正站在严志诚的面前：“有！”严
志诚命令道：“快骑上这匹白马，走海垱，
奔第二盐田，命令三队长李海山同志立
即到海庄开会，等你回来再吃饭吧。”张
小虎从刘德望手中接过马的缰绳，顺手
摸了一下马的脊背，纵身跳上马背，双手
一抖缰绳，两腿一夹马肚，回手照马的大
胯拍了一掌，跟着身子往前一伏，手抓马
鬃，他稳稳地趴在了马背上。大白马顺
着海道直奔海垱，马后留下了股股尘土。
海庄村头的这座庙宇本来不大，仅有

一层殿，殿外的院子四周都是砖墙，这在海岸
边上一二百户人家的盐村里，称得上是座大
庙了。庙院当中，是一座半截儿的圆形炮
楼，上半截是在日本时期，我盐民游击队打
海庄盐警据点时，用小炮给轰坍了，仅存这
一人多高的下半截，在这儿示众。庙墙的外
边转圈的深壕，那是盐警队为了保护据点而
挖，现在已被海庄村头的盐滩用来盛卤水。

村头盐滩上的工人们，正蹲在用两片
芦席支起来的凉棚下喝水，一个身穿灰色
军装，赤脚、挽着裤腿，敞着怀的汉子，站在
凉棚下面，手里摇晃着一顶草帽在扇风。
一个上了年纪的盐工，端着一碗热水走到
这汉子跟前，说：“冬生，你先喝一碗。”

这个盐民游击队第一小队队长田冬
生，把碗往外一推，说：“陈大叔，你先喝
吧。”这位姓陈的老盐工并不客气，一仰
脖，喝了两口，然后递给田冬生。他看着
田冬生把那半碗水喝下，伸手又把碗接过
来，他举目望着这年轻的小队长，神秘地
问：“冬生，是目前的形势又吃紧吧？怎么
着，听说雷紫剑领着盐警队还要打过来？”

这位老工人这么一问，在凉棚下面
的盐工，都停止了喝水和扇风，一同把目
光聚集在田冬生身上，想从这个盐民游
击队小队长的嘴里，听出个究竟来，他们
也很担心当下的形势啊。

119 25 北上西安
由王莘和范雪峰出面，当即联

系浦口站军管处，一个正在值班的
年轻军官听说他们急着北上劳军，
非常支持。便帮忙查了一遍当晚的
列车时刻表，好不容易发现一列运
煤车将开往山东枣庄，中途经过徐
州，便安排他们上了车。

此时，天如重铅，阴云四合，顷刻
间降下大雨，雨水伴着煤末，在车厢
里形成一条条蜿蜒的小渠。无处依
也无处靠，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事不
宜迟，大家七手八脚，清理出半截车
厢，在空地上支起一顶童子军帐篷，
下面铺上一层草席，十几个人挤在一
起打瞌睡。运煤车要给其他列车让
路，一路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犹如
老牛拉破车。利用停车的机会，他们
下车买些水和食物以充饥果腹。就
这样苦熬苦等了一天两夜才到徐
州。下车时，大家面面相觑，啼笑皆
非——原来，两天没有洗脸，人人成
了“煤黑子”。车站内外，看到这群黑
面人精神抖擞，列队而行，边走边唱，
还向好奇者解释急于北上，不得不坐
煤车的缘由，围观者不禁发出一阵掌
声与喝彩声。

在徐州的演出大获成功，受到当
地军政部门及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
却也引起津浦路国民党特别
党部的注意，重演了国民党中
宣部在浦口拉人的一幕。只
是，这次更有诱惑力：专门拨
出一节卧铺车厢，供他们沿津
浦线任何地方去演出，经费由

党部负责，每月还给每人发放薪金。但
是，他们不为所动，又一次“逃离”国民党
的拉拢，当夜便登上西行的列车，直奔西
安而去。
王莘一行抵达西安后，直奔西安宁波

同乡会。安顿好住处后，大家兵分几路打
探北上延安的路线。
关于这段历史，王莘曾在一篇回忆录

中有如下记述——
1937年 9月下旬，我们宁波抗日流

动宣传队到达西安，住在宁波同乡会。
我们与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要求
到延安去学习，办事处介绍我们认识了
冯文彬同志。他要求我们先到西安附
近各县进行宣传演出。我们全队先出
发到泾阳县城。在那里演出几场后，就
到三原县城城隍庙戏台演出两场，观众
有好几千人。10月19日是鲁迅先生逝
世一周年，我们在三原中学举办了鲁迅
先生纪念活动。三原县的国民党县党
部，怀疑我们是共产党派来的，打算扣

留我们。为防不测，第二天清
晨，就有一位同志把我们送到
泾阳县云阳镇，那地方有一个
八路军的伤兵医院，我们在镇
上住了一夜，又把我们送到斗
口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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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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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椿蕃 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