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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热时节、密集赛程考验津门虎队

内援办手续外援也“可期”

中国射击队自行车队
奥运名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张帆）日前，由河
西区文旅局主办、市收藏品流通行
业协会协办的“风华百年 初心如
磐”摄影作品及藏品展在河西文化
馆举行。

展览分为“日出东方”“弘扬
正气”等九大板块，共征集藏品
2000 余件，摄影作品 600 余件，
展出藏品及摄影作品388件。

摄影 本报记者 张帆

■本报记者仇宇浩

以“致敬建党百年 阅享盛世书
香”为主题的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
览会将于明日至19日在济南举行。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将组织我市14家
出版单位联手亮相，为全国读者带来
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制作精良的各类
型出版物2100余种，并设置两个视频
直播间进行20余场图书展示和研讨
活动，同时集中上架一大批重点主题
出版物，充分展示天津出版的雄厚积
淀和发展活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历史节点，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全力打造了一批解
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
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优秀主题出版物：获得第十五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2019年度“中国好书”等殊荣的《海
边春秋》，中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
告文学创作工程“向人民报告——
中国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丛书，从历
史和现实出发阐述中国共产党领导
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疫情里读懂中国》
以及《奠基岁月：1949—1956年的天
津》《伟大的马克思——做新时代马克
思主义者》等，从多个视角全面阐释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从解放走向复
兴的自信与担当。

近年来，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大力推进
精品出版工作，相继出台了获奖书、重点
书奖励办法，以优质选题助推精品生产。
本届书博会上，将有一系列具有重大学术
价值的图书与读者见面。由“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团队倾力打造的2020年国家
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杂交水稻发展简史》，
以及探讨中国荒漠化土地生态修复模式
的《荒漠化土地生态修复的中国经验——
库布其模式解析》等，彰显了中国智慧和
中国创造。在人文社科领域，天津出版将
奉上汇集当代文化界众多名家成果的“光
明讲坛丛书”以及《中国山水画史》《西藏
绘画风格史》等力作。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出版了一批面向
大众的畅销书和常销书，为推广全民阅
读活动贡献了天津力量。小说《荒漠里
有一条鱼》跨越百年变迁，讲述鱼王庄人
抵御外侮、在荒原上重建文明，展现了华
夏儿女致力脱贫攻坚的精神光辉；“吉象
故宫漫游记”系列通过12个故事让小朋
友们了解故宫；“百花中篇小说丛书”汇

集了全国当代知名作家中篇作品。本届
书博会上，众多优质津版图书将首次亮
相，为读者献上一场文化盛宴。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坚持出版“走出

去”，以讲好中国故事为着力点，创新推
进国际传播，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
次文明对话，充分利用优秀出版物的海
外输出，努力向世界展示一个全面、多
彩、真实的中国。《我想知道你的名字》被
译成英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等语种；
《永远玩具店》已输出阿拉伯语、意大利
语、法语等语种，其中意大利语版入选
2020年“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土耳
其语版入选2021年丝路书香工程。
在立足传统出版稳步发展的同时，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全面开展数字化转型
升级，推进新媒体建设，实施融合发展战
略。在本届书博会上，除了集中展示各
类精品图书，天津展团还将特设两个视
频直播间进行20余场图书展示和研讨
活动，其中主题活动区将有16场阅读推
广活动，通过文学讲座、经典欣赏、新书
签售等方式，让读者与作家、学者、阅读
推广人面对面交流。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张帆）连日
来，我市文艺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积极开
展文艺创作活动，用实际行动传递党
的声音，用鲜活作品回馈人民。

歌曲激发昂扬斗志

“你们无愧这光荣的名字：中
国军魂”，天津歌舞剧院创作的歌
曲《雪白·血红》，以加勒万河谷冲
突事件中我方卫国戍边英雄的英
勇事迹为创作背景，表现了对英雄
的崇高敬意及对党和祖国的无限
深情。该作品词曲作者毛擎向本
报记者介绍，他一直通过阅读新闻
关心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特别是
我方英勇牺牲的 4 名卫国戍边英
雄，尤其使他感动。毛擎想到，这
些英雄们在最璀璨的年华为祖国
和人民奉献了生命，他决定为英
雄们创作一首歌曲。在音乐上，

毛擎为歌曲选择了交响乐、多声部
的表现方式，大气磅礴地表现中国
军人的精神。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这更加激发了毛擎的创作热情。歌曲创
作完成后，毛擎找到声乐演员和录音、制
作人员，想把歌曲制成MV，听到他的创
意后，大家纷纷表示不计报酬，能为英雄
歌唱是光荣的使命。这首倾注了创作人
员无限敬意的歌曲MV推出后，聆听者
无不深受感动。天津歌舞剧院党委书
记、院长卢笙表示，剧院全体人员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进一步激发了饱满的激情和昂扬的
斗志，充分运用好各类艺术形式，创作
出更多优秀作品。

快板力求精益求精

“面对党旗情由衷，声声誓言记在
胸。不忘初心跟党走，再为人民立新
功”，近日，由市群艺馆马六甲与河西文

化馆王淮两位群文干部共同创作完成快
板《建党百年颂》，作品通过回顾一百年
来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开辟的伟大道
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
表达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坚定信念。
马六甲说：“今年是建党百年，我

们倾心创作崭新的曲艺作品，为党的
百年华诞献礼。我们都擅长相声、快
板门类，而歌颂型作品，还是快板更
胜一筹。这个作品从起草、修改、精
炼一直到成型用了两个月。风格按
照王派快板艺术创作，因为我师父是
王派快板创始人王凤山先生，他也是
我爷爷（马三立）晚年的捧哏搭档。王
派快板的风格清新俏丽、情感真挚，艺
术性很强。我们的创作通过回顾中国
共产党一百年的光辉历程，抒发人民
群众对党的无限热爱之情 。作品也
得到了我父亲（马志明）的指导，他从
细节上给我提了很多意见，力求做到
精益求精。”

我市文艺界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鲜活作品礼赞百年辉煌

天津展团携2100余种出版物亮相全国书博会

津版好书献华诞盛世书香沁泉城

“风华百年初心如磐”
摄影作品及藏品展开展

本报讯（记者 顾颖）7 月 19 日
16:30，苏州奥体中心外场，天津津
门虎队将迎战中超联赛第一阶段恢
复比赛后，自己第 6轮的对手北京
国安队……这是昨天中国足协、中足
联筹备组官方发布联赛第一阶段后半
程中明确的内容，但是信息量已经“有
点大”，重点是16:30进行比赛，启用了
苏州奥体中心外场。这起码意味着，一
开赛，津门虎队就要在江南下午晴热的
天气中，打一场几乎没有看台、肯定没
有观众的比赛。
超密集的赛程对各队的考验甚

至煎熬都差不多，具体到津门虎队，

从7月19日到8月12日，前后25天的
时间要打 9轮比赛，每轮比赛都只相
隔两天，尤其有3场是在16:30开球，
其中包括第6轮7月19日对阵北京国
安、第 7轮 7 月 22 日对阵上海申花。
身在北方的天津球迷，都知道夏天的
江南地区热得“凶猛”，却未必更细致
地了解，就在上周，江南已经告别了梅
雨季节，“出梅”意味着江南的热，从
“水煮模式”跳转到了“烧烤模式”，这
样简单直白的描述，大家可以想见，
16:30开赛，是一种怎样的难受。
其实早在赛程正式公布的前两天，

中国足协、中足联筹备组，就已经给各队

发送了广州、苏州两个赛区的初步赛程
安排，以苏州赛区为例，和正式发布的赛
程版本最大的不同是，那份初步赛程中，
下午场比赛是 16:00 开赛，傍晚场有
18:00和18:30两个开赛时间，晚场则
是19:30和20:00两个开赛时间，也许
是这个时间表在下午场16:00进行的问
题上，各队普遍反应比较强烈，“终极版”
才将下午场的开赛时间向后延迟了半小
时，这也导致有些夜场要在20:30进行，
比如津门虎队第10轮7月31日对阵河
北队、第11轮8月3日对阵大连人队、第
14轮8月12日对阵上海申花队，都是这
样的“超晚场”。

酷热的天气中进行超密集赛程的比
赛，考验球队的体能储备情况，也考验医
疗保障能力，津门虎队在出发前，对此做
了具体的安排和准备。至于球迷们持续
关注的引援问题，内援方面，除了昨天已
经披露的金洋洋手续完成正式加盟外，
王嘉楠、石炎、李浩然、闫炳良这几名球
员的手续也已经提交，目前还在“走程
序”。至于外援，球迷们也可以少安毋
躁，伴随着一些事先无法预计的情况不
断出现，下手早却很遗憾没能“早收获”
的津门虎俱乐部，也在不断调整引援方
案，近期应该陆续就有确定人选披露，而
无论引援的渠道最终怎样确定，他们加
入球队的时间是早是晚，7月夏季转会
窗口开启的过程中都必须办妥加盟手
续，毕竟这个时间窗口是引援最后的机
会，而尽量让外援能够参与更多的比赛，
也是津门虎队明确的目标。

本报讯（记者苏娅辉）7月24日，
东京奥运会射击比赛将拉开帷幕。在
女子10米气步枪比赛中，中国选手杨倩、
王璐瑶将向本届奥运会首金发起冲击。
中国射击队东京奥运阵容：男子：

庞伟、张博文、杨皓然、盛李豪、何正阳、
林俊敏、李越宏、张常鸿、赵中豪。女
子：杨倩、王璐瑶、姜冉馨、林月美、王
倩、张雨、熊亚瑄、肖嘉芮萱、史梦瑶、
陈东琦。35岁的庞伟是队中年龄最
大的，这将是他的第四次奥运之旅。
队中“00后”共6人：杨倩、姜冉馨、张
雨、肖嘉芮萱、盛李豪和张常鸿。盛李
豪只有16岁，拿到了两个项目的参赛
资格。国家体育总局射击射箭运动管
理中心副主任李劲松表示：“在东京奥
运会上一定要打个翻身仗。射击项目
一直是中国代表团的开路先锋，在东京
奥运会上，要力争打好第一仗，为代表
团打个开门红。”
中国自行车队9人奥运名单由6

名女车手和3名男车手组成。里约奥
运会冠军钟天使将携新搭档鲍珊菊，
力争在场地女子团体竞速赛中卫冕，
二人还将参加女子争先赛和凯琳赛。
郭裕芳为女子团体竞速赛P卡选手。
2018年亚运会女子团体追逐赛亚军、
女子麦迪逊赛季军刘佳丽将参加女子
全能赛。徐超将参加男子争先赛和凯
琳赛，他是本次东京奥运会中国男子
场地自行车的“独苗”。公路自行车方
面，孙佳君和王瑞东将分别参加女子
个人赛和男子个人赛。姚变娃和张鹏
将参加山地车越野赛。

本报讯（记者 梁斌）天津市体育产
业研究中心昨日在天津体育学院正式挂
牌成立，天津市体育局、天津体育学院、
静海区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出席了揭牌
仪式，并为其揭牌。
天津市体育产业研究中心由天津市体

育局与天津体育学院联合成立，是建设体育
强市的又一重要举措，旨在通过体育产业政
策研究、调查统计、人才培养和国内外学术
交流合作等方面为我市体育产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知识助力。天津市体育局和天津体

育学院共同努力把天津市体育产业研究中
心打造成为“高水平、有特色、研究型、服务
型”体育产业研究智库，为我市体育产业
发展培养高层次人才，孵化高水平科研成
果，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平台。

在揭牌仪式后的座谈会上，天津市体
育局负责人介绍了我市体育产业发展现
状、存在的不足以及“十四五”期间体育产
业发展方向，与会的各位专家就天津市体
育产业研究中心日后重点研究方向进行
了深入交流探讨。

打磨一传与防守 体能储备是重点

“天女”积极备战十四运决赛阶段比赛

天津市体育产业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梁斌）第十四届全运
会女排成年组决赛阶段的比赛将于9月
16日至26日在西北工业大学举行，天
津女排目前正在复康路训练基地封闭集
训，全力备战本次比赛。天津女排主教
练王宝泉表示：“从全运会预赛结束后，
球队已经封闭集训近两个月的时间，后
排保障环节是训练重点，一传保障和后
排防守练得多一些。从全队看，大部分
队员都是首次参加全运会成年组决赛阶
段的比赛，一方面，队员要在心理上调整
好，多做困难准备；另一方面，队员要在
技术环节上尽快提高，在场上要把拼劲
和顽强拼搏的作风展现出来。”
目前，天津女排队中的4名国手姚

迪、李盈莹、王媛媛和袁心玥不在队中，所
以球队近期的备战训练以夯实基础技术
为主，王宝泉表示：“从全运会预赛中，球
队也发现了很多问题。由于球队的几名

主要攻手都在国家队，所以球队近期的训
练，一传和防守相对练得多一些，像接应
杨艺和自由人孟子旋都需要继续提高后
排能力。”王宝泉认为两名接应杨艺和于
鋆炜的训练表现都很不错，“相比队中的
几名国手，她们在进攻上要差一些，所以
这段时间的训练也是在一传和防守环节
上重点去打磨。”王宝泉坦言，副攻老将王
宁是球队的主要替补，“作为老队员，王宁
要做好时刻上场的准备，这一段训练对她
抓得比较紧，尤其是在体能方面。”
王宝泉认为，第十四届全运会女排成

年组决赛阶段的密集赛程对球队来说是
一大考验，“从循环赛打到决赛要连续打9
场比赛，对队员的体能要求非常高，而且
比赛越到后面阶段越艰苦，所以我们也是
在重点强化队员的体能储备，为全运会决
赛阶段做准备。”王宝泉透露，目前初定辽
宁女排将来津与球队进行热身赛。

津门虎队出征前最后一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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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出没之夏日连连看》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绝密使命》第27、
28集 潘雨青将自己的怀
疑以及各交通站面临的险
情告知卢清泉，但卢清泉
同时通知有重要领导即将
过境，二人决定不惜一切
代价完成护送。赖寿章将
余长庆押送到永定。洋大
叔与晴朗到达汕头，与彭
庚年接头。彭庚年安排洋
大叔假扮传教士，洋大叔
大为光火……

天津卫视 19:30
■《母亲的承诺》第

2—4集 秦子秋始终没有
苏醒。眼看假期快过了，
林秋雯只好把孩子放在了
秦子秋床前离去。走出医
院大门，林秋雯内心牵挂
着孩子，掏出身上所有的
钱，除了回程的路费之外，
其余的都给孩子买了奶
粉，她又回到医院，打算放
下奶粉后再离开，不想被
秦子秋床前抱着孩子的护
士抓个正着。护士怀疑林
秋雯遗弃自己的孩子，警
告林秋雯，如果不把孩子
带走就要报告派出所……

天视2套 18:25

■《夜市人生》第2、3
集 债主们找到李庆祥要
李庆祥拿命抵债，娜娜同
意拿钱帮庆祥还债。众人
放开庆祥，庆祥千恩万
谢。娜娜告诉庆祥，现在
就打电话给魏红声明断绝
一切来往，否则以后他的
死活与她无关。庆祥纠结
中拨通魏红家的电话……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原告

甘巧梅，19岁就跟被告吴
金榜同居了，并先后生下
了两个孩子。两个人一直
没领结婚证，生活就这么
继续着，可矛盾也接踵而
至。甘巧梅说吴金榜好吃
懒做，一点儿本事没有，可
无奈跟他已经有了两个孩
子，也只能忍受着过下去，
但两人的矛盾在吴金榜入
狱后激发了。

天视6套 18:00

■《模唱大师秀》提
到蒙古族歌曲、草原歌曲，
我们会很自然地想起一个
名字，那就是德德玛，今天
我们要模唱的就是被人们
称为“草原上的夜莺”的德
德玛所演唱的歌曲。德德
玛以及天津音乐学院音乐
学教授杨雁行受邀来到节
目录制现场，讲述经典歌
曲演唱背后的故事。五位
选手王辰茜、乌兰、阿力腾
花儿、阿日斯愣、袁友芹依
次模唱德德玛经典唱段
《美丽的草原我的家》《草
原夜色美》《我从草原
来》。经过三轮激烈的角
逐之后，谁能够突出重围，
成为本场胜出者呢？

天视2套 20:45

亲人陪伴最后一程
焦裕禄抚着女儿的双手，眼前闪

过颠沛流离苏北的情景。自知不久于
人世的父亲，仿佛把天下父母心都揉
进了最后的叮咛：“小梅啊，你是大姐，
从小跟爸爸住地主窝棚，弟妹们还小，
你要跟妈妈一起把他们抚养成人。”
“爸……”焦守凤悲痛欲绝，泪

珠子滴在爸爸羸弱的手臂上。
这时，徐俊雅端着一碗牛奶走过

来说：“老焦，你喝一点吧！”
焦裕禄强喝了两口牛奶，怎么也

咽不下去。他推开碗，摘下腕上在大
连购买的山度士牌手表，颤抖着给焦
守凤戴上，说：“你参加工作了，这块表
就送给你吧！看见表，就看见了爸
爸。”焦裕禄喘几口气，又嘱托女儿：
“我的那套《毛泽东选集》，就作为礼物
送给你吧，那里面毛主席会告诉你怎
么工作，怎么做人，怎么生活……爸爸
交代你的话，记住了吗？”

焦守凤哽咽着点点头，心里难受
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1964年5月10日，河南医学院附
属医院向焦裕禄亲属和兰考县委发出了
焦裕禄病危通知书。当人们最担心的结
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终于到来时，最
痛苦和最难以接受的，还是焦家三代人。

焦裕禄白发苍苍的母亲李星英，
踮着小脚，带着大儿子焦裕生和孙子
焦守忠，急如星火从山东博山北崮山
老家，赶到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焦裕
禄大女儿焦守凤和大儿子焦国庆，从
培训班和学校，哭着喊着赶来郑州，陪
伴妈妈送爸爸最后一程。

焦裕禄在病房看到满头白霜的母亲颤
巍巍走来，一股久违的亲情从心底泛起，但
很快被锥心般的痛苦湮没了。时光之河在
眼前迅速回流——孩提时，母亲在油灯下、
草屋前的谆谆教导，又伴着那首歌谣回响
在耳边：“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

娘啊，十七年来，儿走到哪里，都没忘
记你的嘱咐。虽说自古忠孝难两全，可想
想这些年自己忙于工作，对您照顾太少，
儿心里难受啊！您老人家一辈子孤苦伶
仃，没享过啥福，四十年前饱尝青年丧夫
的痛苦，风烛残年又将经受老年丧子的打
击。眼看病重不治的儿子奄奄待毙，白发
人要送黑发人，这是一种多么残酷的折
磨！想到这里，焦裕禄眼中溢出了泪水。

知子莫若母。李星英从儿子的泪水
中，读懂了他的心思，自己却一滴泪也没
有淌。她伸出枯瘦的双手，抚摸着儿子瘦
削的脸庞，那一瞬间，儿子从襁褓到童年
到少年到青年的模样，一一在眼前掠过。
她替儿子揩干脸上的泪水，跟随奶奶从山
东老家来的孙子焦守忠，急忙掏出手绢，
替叔叔擦去脸上和脖子上细密的汗珠，转
身一攥，手绢竟挤出了汗水……获悉焦裕
禄病危，省委组织部部长张健民，开封地
委组织部部长王向明、副部长程约俊，在
省委会合后一起赶往医院看望焦裕禄。

拖住敌人
在海庄大庙门前，站着两名身穿

灰色军装、背着三八大枪的盐民游击
队战士，走进大庙院里，绕过那圆形的
半截炮楼，就在迎面的大殿里，正在召
开军政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
杨洪海、严志诚，还有董满仓、田冬生
和负责盐区工作的张双安等人，每个
人的表情都非常严肃。就在此时，在海
垱大堤上，前后脚跑着两匹大马，那马就
像飞起来的一般，下了海垱，便在盐沟大
埝上奔跑，转眼间，就来到了海庄大庙近
前。这时，人们才看出，前面那匹白马上
骑的是张小虎，后面那匹红马胯上，是游
击队第三小队队长李海山。到了大庙门
前，两人一同勒住坐骑，翻身跳了下来。
张小虎接过李海山手里的缰绳，两

人点了一下头，都没说什么。李海山回
头对大庙前的两个战士，打了一下招
呼。李海山大步走进庙门，奔往大殿，
他是来参加这次紧急会议的。开会的
人见到李海山，都跟他点头打招呼，在
侧面的板凳上给他让了一个座位。李
海山走到座位跟前，并没有坐下，而是
用手抹了一下脸上的汗水和尘土，看了
看大家，然后面向着杨洪海和严志诚
说：“政委、队长，这回该有仗打了吧？”
“对，有仗打了。”严志诚看着这位勇

猛的李海山，笑着说，“有硬仗要打。”“太
好了。”李海山一听说要打仗可乐坏了，他
把胸脯一挺，“啥硬仗？队长，你就说吧，
我们第三小队是跑马来抢硬任务的。”别
看李海山这么说话，屋里人可没有笑的，
要是往日，早都跟着李海山开逗了，可是
今天，每个人的面容都非常严肃。严志

诚看着这位风尘仆仆的李海山，仍是含笑地
对他说：“海山同志，给你第三小队的任务，
就是要在今明两天内，把工人和乡亲们组织
好，将第二盐田的工具和物料，疏散到各个
盐村的居民家里，第三天早晨，你们第三小
队要全部撤出盐滩，乘船到涧河口待命。”说
到这里，他稍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注意，资
本家盐滩上的东西不许乱动。”

站在板凳跟前的李海山，一直是愣
愣地听着，大队长的任务交代得非常清
楚，可这是为什么，他可琢磨不透。等严
志诚把话说完，他才问：“志诚，这分散工
具、撤出盐滩，是为了啥啊？”严志诚回
答：“是为了打退蒋介石的进攻，明白
吗？”李海山直率地说：“不明白。”严志诚
说：“不明白你就先坐下，不仅你不明白，
恐怕在咱们部队里，好多同志都不明白，
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商量，先
要咱们搞通了，才好回去做思想工作。”

李海山只得服从地坐在板凳上。杨
洪海这时宣布开会，他把目前的形势变化，
军区党委对我们的指示，和我们这次战略
转移的打算，又简略地说了一遍。最后，他
对大家说：“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就是
迂回盐区，拖住敌人，组织和发动群众，揭
露和粉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说罢，
他将目光扫向大家，等待大家的表态。

121 27 虎口脱险
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主任谢

觉哉的安排下，将剧团解散，一部
分加入当地的雪花剧社，一部分被
派到国民党军队中做统战工作。
王莘等四人被派到甘肃省定西县
国民党新编第一军邓宝珊的部队，
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唱歌曲，组
织文娱活动。一个月后，他们的行
踪被兰州国民军党部发现，邓宝珊
部队的地下党闻讯掩护他们撤离定
西，返回青训班。

经过这次挫折，王莘更加坚定了
到延安去的决心。他的要求终于得到
组织批准。

1938年 10月，青训班领导委派
黄竹君为队长、王莘为副队长，率领二
十多位青训班结业生身着便衣，背起
行囊，从吴安堡出发，一路向北进军，
直奔革命圣地延安。

队伍行进到耀县时，被国民党
军队扣押到一个骡马店院内。此
时，夜色已深，王莘趁哨兵不备，偷
偷写了一封信，买通了一个喂马的
小伙计，请他连夜把信件送到安吴
堡青训班。

大家一夜未睡，凑在一起商量
对策。大家判断，国民党兵扣押他
们的目的，很可能是把他们送到西
安。有人主张宁死不屈，有
人主张软磨硬泡。最后形成
一致意见：回西安第一天的
路程，傍晚时可到三原，因大
家对三原的地形比较熟悉，
可以见机行事，四散逃跑。

第二天一早，骡马店里走进一个当
官的，假惺惺地对大家说：“同学们，听
说你们要去延安，听老哥劝你们一句，
你们都是文化人，应该去有文化的地
方。西安是汉唐古都，经济发达，文化
昌明，又有很多高等学府，你们到那儿
才有发展前途嘛！延安是啥地方？一
片黄土疙瘩，鸟不拉屎的穷山沟，你们
去那做甚？咋样？如果你们愿意，我现
在就派人护送你们到西安去！”
大家早已商量好对策，心里有底，脸

上做出一副被他说服的样子。负责押送
他们的共有两个当兵的，八个保安队员，
每人身后都背着一杆步枪。当兵的让大
家把行李集中起来，随即牵了两头骡子，
把行李驮上，一队人马上了路。为了麻
痹当兵的，大家假装很轻松，一直保持整
齐队形，遇到路上小憩，故意打听西安有
什么大学，学校待遇如何，等等。到三原
时，天色昏沉，前方横亘着一条沟壑，正
是逃脱好时机。说时迟，那时快，黄竹君

与王莘相互使个眼色，大叫一声
“跑！”大家一个个如矫兔般四散
奔逃。十个荷枪实弹的大兵尚
未反应过来，二十几个大活人早
已无影无踪。他们追了一阵，放
了几枪，不得不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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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