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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春季，由中国共产党华北局军委领导
的河北民军抗日独立支队，按照中共中央“广泛发
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
争的全面抗战路线”的指示，在司令员唐明安的带
领下，由黄河岸边向山区一路进发，在晋东南一个
叫常庄堡的地方停了下来。

农历二十五是常庄堡镇的大集。一清早，独
立支队政治部主任张月霞，就带领宣传队的同志
来到镇上，在三清观前的广场上展开宣传。赶集
的群众看见一些穿戴整齐的女兵，在三清观的广
场上又扭秧歌，又唱歌儿，都纷纷赶过来围观。在
越聚越多的人群中，张月霞发现一个穿着补丁衣
服、背着钱褡子，看外表像个庄稼汉的中年人。此
人好像无心看节目，当他的目光和张月霞相碰后，
很快就避开了，并且还慢慢地把身体往别处移动。
“这个人有问题。”张月霞心中暗想，她附在宣传队
队长刘婕秀耳边，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刘婕秀转身
离开，将身体隐入到围观的群众中。过了一会儿，
张月霞也离开了原地。刚才和月霞目光相碰的那
个人，走到人群稀少的地方，突然有人在身后拍了
一下他的肩膀，他的身体不由自主地一哆嗦，很自
然地将手伸进钱褡子的兜里。
“大哥，我打听个人。”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背

后传来。他转过身一看，是一位穿着军装的女兵，
就说：“我不是这个镇上的人，你去打听别人吧。”
刘婕秀问：“那你是哪里人呢？”庄稼汉打扮的人
镇定地回答：“前面儿那个村的。”刘婕秀故意给
他提个醒：“前面有好几个村子呢，你是王家村的，
还是李家村的？”那人点头哈腰地回答：“哦，李家
村，李家村的。”刘婕秀说:“噢，那你不是本村的，
我打听别人去吧。”那庄稼汉打扮的人长吁了一口
气，把手从钱褡子的兜中抽了出来，又重新挤入人
群中看演出。此刻，宣传队队员们正在合唱《大刀
进行曲》，当他听到冲啊、杀的喊声时，身子不由
自主地哆嗦了一下，看看周围没有人注意，便悄悄
地挤出了人群。这时，不知谁使了个绊儿，他的身
子失去平衡，就在摔倒的时候，口中不由自主地骂
了一句：“八嘎！”

骂声刚落，张月霞的手枪一下子就顶在了他
的头顶。刘婕秀则利索地从他钱褡子的兜里，掏
出了一支短枪，并给他上了绑。她们把抓到的日
本人带到宣传队的演出场地，张月霞大声说：“乡
亲们，我们刚刚抓了个日本奸细。他是来我们镇
里侦查情况的，日本人有可能很快就要来了。”看
演出的人群马上就乱了，有些人开始离开：“哎呀，
那可怎么办呐！听说日本人走到哪，就烧到哪、杀
到哪。”这时，就听人群中有人高声喊话：“乡亲
们，大家不要怕！有我们独立支队在，保证让日本
鬼子有来无回！”张月霞循声望去，见是河北民军
抗日独立支队司令员唐明安。

今天，是宣传队第一次在常庄堡镇的大集上，
对群众做现场宣传。唐明安想看一看宣传效果，
就带着警卫员悄悄地来到现场。当看到张月霞与
刘婕秀抓了个日本奸细，乡亲们一时恐慌时，便出
来当众喊话。张月霞看到唐明安，便对那些想要
离开的人们喊道：“乡亲们！大家不要走！我们河
北民军抗日独立支队的唐司令员要给大家讲话！”
一听说抗日部队的司令员要讲话，刚才骚动的人
群静止下来，他们想听听司令员讲些什么。

唐明安清清嗓子，大声说：“乡亲们，日本人侵
略我们国家，在我们的国土上烧杀抢掠，他们之所
以能肆无忌惮地横行霸道，关键是我们的政府抵
抗不力，所以给他们制造了战无不胜的神话。上
个月，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将军的指挥下，
按照中国共产党周恩来、叶剑英将军建议，采取阵
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在鲁苏豫皖交界地
带的台儿庄，打败了日本第十师团濑谷支队和第
五师团坂本支队，歼灭日军一万多人。这说明，日
本人不是不可战胜的，就看你打不打，敢不敢打，
有没有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这日本人，他和
那山上的野狼是一样的，你敢豁了命打它，它就怕
你，你惧怕它，它就咬死你。所以我们大家要团结
一致，对敢于来犯的日本鬼子，就像刚才我们的宣
传队队员唱的歌儿一样，要敢打敢杀，举起大刀向
他们的头上砍去！”

听唐明安这么一讲，刚才有些混乱的人群重
新安定下来，想走的人也停住了脚步。那被抓的
日本奸细却猖狂起来，他冲着唐明安大叫着说：
“我们大日本武士道，战无不胜！等我们的部队杀
过来，你的司令的脑袋，你的宣传队战士的脑袋，
通通地砍掉地干活！这个镇子的房屋，也通通地
烧光！”

不等日本奸细的话说完，一个老汉气得胡子
发抖，他扬起手“啪”一声，给了他一个大嘴巴，紧

接着，愤怒的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打翻在地。唐明
安怕群众误伤了这个日本奸细，他还需要了解日
军情况，便让张月霞劝说群众停止动手，唐明安看
着地上鼻青脸肿的日本奸细，告诉大家说，为了防
止日军突然袭击，希望大家赶完集后赶快回家。
见群众离开了三清观广场，唐明安和宣传队队员
们押着日本奸细回到镇外的营地。在支队司令部
的办公室，唐明安等人开始审问日本奸细。
“你叫什么名字？在日本军队内任什么职

务？”唐明安问。日本奸细看着唐明安，闭口不回
答唐明安提出的问题。唐明安走
过去，在他的内衣口袋里搜出一个
军官证：鹈饲光夫，侦察少尉，所属
部队为步兵佐田大队侦察队。同
时还搜出一张画着圈圈和杠杠的
纸，上面的圈圈旁写着地名，其中
有常庄堡镇，最后一个圈儿上写的
是白马镇。“白马镇是县城所在地，
难道日本鬼子要攻打县城？”唐明
安想着，问鹈饲光夫：“你们要攻打
白马镇？”鹈饲光夫有些诧异地问：
“你的，认识日本文字？”参加审问
的支队参谋长黎文轩说：“我们司
令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不仅认
识日本文字，还通晓你们的语言、
军事、历史等等，所以你不要认为
什么都不说，我们就什么都分析不
出来。”鹈饲光夫眯起眼睛，看了唐明安一会儿，
用日语说道：“赶快把我放开，否则我们的队伍来
了，把你们通通杀掉！”唐明安鄙视说：“鹈饲光
夫，你不要张狂！别人怕你们日本鬼子，我们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河北民军抗日独立支队’不
怕！你听说过吗？前一段时间，我们在清风县陈
家营村，消灭了日军安本次郎一个小队。”鹈饲光
夫立刻咬牙切齿地说：“安本次郎小队是玉碎在
你们手里的？我们联队长早就给佐田大队长下
达命令，认真侦察你们的去向，一旦发现，通通消
灭，为安本君和他的小队报仇！”黎文轩被鹈饲光
夫的猖狂激怒了，他朝门外喊了一声：“来人！把
这小子给我拉出去毙了，看谁还能回去给你们的
大队长送信！”

两名战士应声走了进来，架起鹈饲光夫就往
外走，鹈饲光夫边走边喊：“大日本皇军，为天皇陛
下玉碎地不怕！”唐明安看
了看鹈饲光夫，对黎文轩
说：“先把他关起来，饿他
几顿再说。”鹈饲光夫被押
走后，唐明安说了自己的
想法，他想利用鹈饲光夫
去偷袭佐田部队，打小鬼
子一个措手不及。

鹈饲光夫被关进一间小屋。午饭时，一个吃
过饭的战士，来替换在门口看管鹈饲光夫的士兵，
口中大声说：“开饭了，快去吃中午饭，日本话就是
咪西咪西地。”说完，推开屋门，看了看被绑着的鹈
饲光夫，指着他说：“你给我老实呆着，要是不老
实，别怪我们不客气！”

鹈饲光夫从早晨被折腾到现在，肚子早就饿
得咕咕叫了，他满以为会有人给他送些吃的来，
没想到都过了吃午饭好长时间了，也没人理他。
鹈饲光夫在又饿又渴中挨到晚饭时候，还是没有
人给他送饭，他开始喊闹起来。这一喊一闹，还
真的管用，不一会儿工夫，就有一个战士端着碗，
推门走了进来。一见鹈饲光夫，战士把碗往他面
前一放，指着碗中一块玉米面饼子和几根咸菜条
儿说：“小鬼子，吃吧。”鹈饲光夫看着玉米面饼
子，对小战士说：“我的绑着，怎么咪西？快给我
松开！”战士走到鹈饲光夫身边，正要给他松绑，
门外站岗的战士对着屋中喊了一嗓子：“小嘎子，
我去方便一下，你可千万注意，别让小鬼子跑
了！”屋里的战士答：“哎，放心吧，他跑不了！你
快去快回，别磨蹭！”

听着给自己送饭的战士和门外站岗人的对
话，鹈饲光夫的眼睛一边滴溜溜地转动，一边口中
喊着饿，催促快些给他解绑绳。叫小嘎子的战士
警告鹈饲光夫，松绑是为了让你吃饭，千万别打什
么歪主意，如果想借机逃跑，就一枪崩了你。鹈饲
光夫装出恭顺的样子，不停地对着小嘎子哈依哈
依地点头应允。

捆绑鹈饲光夫的绳子刚刚解开，鹈饲光夫试
着活动几下手腕，冷不防伸手朝着小嘎子的脖颈
掐去。小嘎子吓坏了，扭身就往屋外跑，一边跑，
还一边喊：“来人啊，小鬼子要逃跑！”在慌乱中，他
一头撞在门框上，身体一软，仰面倒了下去。鹈饲

光夫见此，立刻抓起碗中的玉米面饼子，几步便蹿
出门外，隐没在夜色之中……就在鹈饲光夫身后
不远处，有两个人正悄悄地跟着他，一个是政治部
主任张月霞，一个是侦察队队长刘虎。他们是接
受唐明安交给的任务，跟紧逃跑的鹈饲光夫，探明
敌人驻地。在张月霞和刘虎后面，独立支队的三
个大队几乎全部出动，在唐明安的带领下，也悄无
声息地前行，他们要在探明敌人驻地后，乘其不
备，采取一次突然袭击。
鹈饲光夫在黑暗中大约走了两个小时，眼前

的树林中出现了一片篝火，这是日军佐田大队辖
下的岛岩中队，在进军县城白马镇途中夜间宿
营。岛岩中队的三个小队成品字形布局，靠南边
宿营的正是制造郭家寨惨案的松崎小队。此时，
松崎小队长脸上贴着纱布，正在帐篷中休息。游
动哨兵进来报告，说在营地外的树林中，抓到一个
奸细。此人称是日本人，还说要见小队长。松崎
脸上的伤口缝合后，落下了嘴歪眼斜的残疾，他歪
着嘴对哨兵说：“把人带进来。”鹈饲光夫被带到了
松崎面前。松崎上下打量了他一会儿，用日语问：
“你是日本人？”“是的，我是佐田大队侦察少尉鹈
饲光夫。”松崎说：“证件拿出来我看一下。”“证
件？我的证件在常庄堡被‘河北民军抗日独立支
队’搜走了，我是从他们那里刚逃出来的。”
鹈饲光夫话音一落，松崎马上就怒了，他伸手

揪住鹈饲光夫的脖领子，吼声从歪嘴中传出：“你
的说谎！什么佐田大队侦
察少尉？我看你是奸细！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一带
根本就没有什么‘河北民军
抗日独立支队’，你是来刺
探军情的吧？快说，你是国
民党部队，还是共产党的八

路军？不说实话，死啦死啦地！”松崎说完，“刷”的
一下抽出战刀，周围的士兵也立刻举枪，对准了鹈
饲光夫。
面对眼前的阵式，鹈饲光夫没有慌张，他镇定

地说：“松崎君，不要发怒，请给你们中队长岛岩大
尉打个电话，核实一下我的身份，他是认识我的。”
看着鹈饲光夫的面容，听着他不慌不忙的话语，松
崎的小眼睛眨了一会儿，把军刀插入鞘中，走到随
军电话机旁，拨通了中队长岛岩大尉的电话。
鹈饲光夫被日本士兵抓入了营地，张月霞和

刘虎躲在树后观察情况，正要回返向唐明安汇报，
突然听到左前方好像有些动静，张月霞告诉刘虎
藏好别动，自己前去观察。郭家寨村的一百几十
口人，包括曾为二中队队长的郭进一家，都被松崎
带着日本兵杀死，还放火烧了村里的房屋，这一深
仇大恨，使郭进发了疯，他发誓非要报仇不可。于
是，他不顾自己已经脱离部队，而且左肩上有伤，
带领几个弟兄寻找打日本鬼子的队伍，请他们帮
助打击松崎。他们在路上拦阻过国军，国军长官
说在奉命撤退，不能擅自抗命和日军作战。他也
找过几拨土匪，土匪告诉他，绿林草莽，打家劫舍
还行，和日本人干不起。郭进无奈，只好带领几个
弟兄想重回唐明安带领的大部队，为自己家和郭
家寨乡亲们报仇，当他们回到陈家营后，才知道独
立大队早已离开。无奈之下，郭进带领着弟兄寻
踪访迹地了解到松崎小队的行军方向，悄悄地尾
随在他们队伍后面，伺机自行报仇。
松崎按照鹈饲光夫的要求，给中队长岛岩打

通了电话，岛岩让松崎派人把鹈饲光夫送到他的
帐篷里。松崎和鹈饲光夫从帐篷中走出来时，正
好让郭进看了个满眼，他心中骂着松崎你个混蛋，
老子今天非要你的命不可。他一边骂，一边举枪
向松崎瞄准。 此时，张月霞已经来到郭进的近
前，借着日军营地篝火的光亮，看清了郭进的脸

相，她突然压低声音说：“郭进，不能开枪！”
郭进正全神贯注地向松崎瞄准，突然听到一个

女人的声音，不让自己开枪，着实被吓了一跳，他扭
头低声喝问：“谁？为什么不让我打日本人？”“我，张
月霞！”郭进一听说是张月霞，马上就把探出的枪撤
回，一把拉住月霞的手说：“嫂子，我郭进和弟兄们找
了你们好几个月，没想到在日本人的营地碰上了。”
说着，忍不住轻声地抽泣起来。

张月霞并不知道郭进离开队伍后回到郭家寨，
他的家人及郭家寨的许多乡亲被日本松崎小队杀害

的情况。他问郭进怎么大晚上的，就
这么几个人想袭击日军一个中队的
营地？郭进叙述了家人和郭家寨的
情况，并说自己带领弟兄跟踪了松崎
小队很长时间，今天想跟他们拼个你
死我活。于是，张月霞说道：“给乡亲
们报仇的机会来了，我们现在就是侦
察这个日本中队营地的情况，一会儿
大部队上来，准备偷袭这个营地，所
以你不要开枪，以免打草惊蛇，坏了
整个偷袭计划。”
郭进听了张月霞的话，非常兴

奋。张月霞嘱咐他在这里盯住敌人，
自己赶紧回去汇报。唐明安正带着部
队行军，听完张月霞和刘虎的情况汇
报，命令他们二人立即返回，他把司令
部成员都分到三个大队当中任作战指

挥，让张月霞和刘虎迅速返回，一切必须按计划进行。
在岛岩中队指挥部，岛岩大尉还在向鹈饲光夫

询问“河北民军抗日独立支队”的情况。指挥部外的
营地中，除了游动哨兵在巡逻，其他士兵都已经躺着
或靠着睡着了。篝火时明时暗地跳动着，渐渐地在
熄灭。突然“啪”一声枪响，打破了夜间的沉寂，这是
唐明安发出的进攻岛岩中队的命令。紧接着，密集
的手榴弹腾空而起，飞入岛岩中队的营地，一时间火
光闪闪，爆炸声震天动地，正在梦乡中的日本士兵便
被炸飞了，营地内连喊带叫，乱成一片。

独立支队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战士们喊着杀声
冲入日军营地。听到唐明安的枪响，日军小队长松
崎便从行军床上一跃而起，他一手拿枪、一手拿刀跑
出帐篷，只见从营地四面八方黑压压飞起一片手榴
弹，他一下子趴在地上，等手榴弹爆炸后站起身来，
指挥士兵对冲入营地的抗日队伍进行反击。

张月霞、刘虎和郭进领着他那几个弟兄，率先冲
入松崎小队的营地，松崎指挥机枪、步枪一齐开火，
大家被压在了进攻的途中，前进不得。郭进对准松
崎的指挥位置，甩出了一颗手榴弹，结果用力过猛，
手榴弹在松崎身后稍远处爆炸，没有伤到松崎。郭
进急了，站起来就要往松崎近前冲，被张月霞拉住。
她从刘虎手中要过步枪，趴在地上稍稍一瞄准，便扣
动了扳机，只见松崎身体一震，接着往右侧歪斜，只
见他用手捂住下腹，一条腿跪在地上，几个日本兵向
他围了过去。张月霞等人趁机跃起，端起枪、挺着刺
刀直往前冲。此时，营地外唐明安率领的大部队也
冲进了营地，有的与日军进行枪战，有的进行肉搏，
战场上杀声震天，枪声不断。

岛岩中队自南下以来，还没有遭到过突然攻击，
因此这个傲气十足的中队长，听到唐明安的第一声
枪响的时候，还以为是自己营地的哪个士兵走火。
他骂了一声“八嘎”，就让勤务兵去调查情况，自己仍
然和鹈饲光夫说话。没想到勤务兵刚走出帐篷，独
立大队的手榴弹就像群鸟寻食般地飞落下来，紧接
着的爆炸声，就如天崩地裂一般，弄得岛岩的行军帐
篷倒塌了一半儿，岛岩急忙拿起军刀，冲出帐篷外，
耳边听到的是喊声和枪声。他看着与日本兵拼杀的
战士，个个拼术精湛，勇气十足，知道这次是碰上了
抗日劲旅，慌忙组织反击。

日军几挺机枪迅速组成了一个三角形阵地，在
岛岩的指挥下，向阵地前面的周边扫射，一些正往前
冲的独立支队的战士被射中，倒在了地上。唐明安
命令停止冲锋，全部卧倒。郭进没有听从命令，眼盯
着松崎，继续往前冲，被张月霞拉住，狠命地摁下
了。松崎被张月霞击中下腹，他站立不稳，一条腿
蹲、一条腿跪地喊叫卫生兵，并大声命令围护着他的
日本士兵，向冲进来的独立支队的战士们反击。日
军士兵端起刺刀，怪叫着向独立支队的战士们反
扑。此刻，松崎身边
只剩下一个卫生兵，
郭进见这是个好机
会，他一下子从地上
跃起，挺着刺刀直向
松崎扑去，看到郭进
孤身前冲，张月霞和
刘虎趴不住了，也等

不得唐明安的命令，带着郭进的几个弟兄，子弹、刺
刀一起用，跟在郭进的后面往前杀。

郭进冲到松崎身边，张月霞和刘虎领着他的弟
兄们也杀到了，十几个人与松崎和护卫他的日本兵
拼在了一处。松崎忍痛站起来，举着军刀，口中“八
嘎，八嘎”地骂着，对着郭进左劈右砍，他刚被卫生兵
止血包扎的腹部，在拼斗的用力下，伤口重新裂开流
血，渐渐的，他汗流浃背，面色苍白，浑身颤抖，刀法
已经凌乱。郭进发现松崎体力不支，知道报仇的时
刻到了，他抖擞精神，一口丹田气将声音提到嘴上，
猛然大喊一声“杀”，紧接着双臂用力，一个向前突
刺，长枪头上的刺刀，一下子刺入了松崎的左胸，松
崎踉踉跄跄地连着后退几步，一下子摔在地上。

郭进冲上去，举起刺刀喊道：“松崎，你听着：这
一刀是我父亲的，这一刀是我母亲的，还有的是替我
妹妹、郭家寨被你害死的乡亲们的。今天，你要为他
们偿命！”松崎死了，死在了他认为是可欺的中国人
民对侵略者的反抗中。

这时，唐明安已经指挥战士打掉了岛岩的机枪
阵地，岛岩在少部分士兵的保护下，带着鹈饲光夫拼
命突出了包围，在夜色中逃遁了。这一仗，出其不
意，攻敌不备，打死打伤日本岛岩中队一百二十多
人，毙其少尉小队长松崎，缴获轻机枪四挺，日式掷
弹筒三个，步枪一百多支，电台一部，还有望远镜、军
刀、药品和其他军用物资。

岛岩中队长带领残兵败将逃出了战场，惶惶中
怕有追兵，不敢走大路，一直在山间小路上奔窜。天
快亮时，走到一处废弃的庙宇，岛岩等人进入院中休
息。一夜的激烈战斗和跑路，侥幸逃脱的日军又累
又饿，岛岩吩咐士兵，谁的背包中有吃的，拿出来大
家分吃，并把中队部人员带着的吃的，也都拿出来与
大家享用，士兵们情绪稳定了，岛岩的情绪却不稳定
了。他的中队南下，一年多来还是第一次吃了这么
大的亏，等于是把一个中队的三分之二还多的人员，
在这一仗中全部被打没了，他怎么向大队长佐田交
代？岛岩越想越来气，他觉得这一惨局，都是侦察少
尉鹈饲光夫造成的，是他上了“河北民军抗日独立支
队”的当，把敌人引到了自己中队的宿营地点，遭到
了偷袭。他让人把鹈饲光夫带了过来，口中不停地
骂着“八嘎”，同时两手左右开弓，大嘴巴打得鹈饲光
夫两腮发紫，嘴角流血。

看到鹈饲光夫在自己的抽打下，低着头不停
地哈依哈依地叫着，岛岩不仅没有消气，反而越打
气越大，他突然抽出军刀，挥起来就要往鹈饲光夫
的脖子上砍，执行官赶紧拦住，对岛岩说：“岛岩大
尉，鹈饲光夫是属佐田大队长直接领导的侦察军
官，你要是杀了他，怎么向大队长交代？再有，你
要是杀了他，怎么向大队长解释我们中队这次被
偷袭的原因？”

听了执行官的话，岛岩觉得有道理，如果自己杀
了鹈饲光夫，那么中队被偷袭的情况便无法向大队
长说清楚，留下鹈饲光夫，就是他引来敌人的活证。
岛岩收起刀，冲着鹈饲光夫狠狠地“哼”了一声，然后
让执行官把鹈饲光夫带下去，告诉士兵严加看管，防
止他趁机逃跑。

独立支队这一仗，击垮了日本鬼子一个中队，又
缴获不少武器弹药，唐明安带领战士们将缴获的战
利品拉回常庄堡营地，老百姓听说独立支队打了胜
仗，扯着“向抗日英雄致敬”的标语，喊着口号，敲锣
打鼓地出村迎接。在老百姓的欢呼声中，独立支队
的战士们个个笑逐颜开，唐明安却面色凝重。副司
令员肖汉鹏问他为什么打了胜仗还不高兴，唐明安
说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二十多名战士，还伤了三十多
人，自己高兴不起来。肖汉鹏说，打仗死人和伤人是
正常的事情。我从井冈山开始参加反“围剿”，一直
到参加长征到达陕北，打过多少仗，死伤了多少战
友，已经记不清楚了。一个指挥员要经得住战事的
惨烈，经受得住战友们流血牺牲的考验。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侦察队队长刘虎回来报告，
说日本佐田大队长准备带领一千多鬼子，于近日前
来攻打武家湾，消灭独立支队，报属下岛岩中队惨败
之仇。唐明安听了连声说好，他分析了一下情报，一
个大胆深入日军腹地的“掏心计划”，逐渐在心中形
成。3天之后，独立支队“避实就虚”，一路急行军，
欲一举捣毁佐田大队的指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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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学发生了兴趣
1945年抗战胜利，陈家麟受政

府委派到台湾接收日据时代的高雄
铝厂，以后就一直住在台湾。父亲
陈宝桢1946年也到台湾，和陈家麟
同住。

1964 年，陈宝桢中秀才已经
60周年了，正好一个甲子。他“重
游泮水”(泮水为古代学宫前半月形的
水池，这里借指当年读书中秀才的往
事)，把友人贺诗中的佳句汇集起来，
出过一个集子。其中陈宝桢自己也
有一些诗作。这里摘录若干佳句：

六十年前此甲辰，蓝衫著体倍生春。
一时佳话传鸳水，二八韶华席上珍。
幡然改计学申韩，法理闳深未易殚。
赢得一官暂驻足，争如展季心亦安。
在昔穰侯见事迟，我今身世几同之。
优游岁月待终老，赖有儿曹鹤立时。
晚年的陈宝桢，“儿曹鹤立”，岁

月优游。陈省身自然是他心中的骄
傲。1967年，陈宝桢在台湾高雄因病
去世，陈省身中止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大学的演讲，立即赶往台湾，与父亲
诀别。

辛亥革命之后，皇帝没有了，辫
子剪掉了。但是社会面貌依旧，嘉兴
府重又回到了原来的样子。陈省身
的父亲到杭州读法政学校，很少回
家，他的生活由母亲和祖母照料。她
们疼爱孩子，怕进私塾上学不安全，
就把他留在家里。老祖母能读书认
字，粗通文墨，就与未出嫁的女儿(陈
省身的小姑姑)一起教他识字读文
章。老祖母拜佛、念经，陈省身也跟

着学，终于也能背出全部的《阿弥陀
经》。《金刚经》他也背过，但对孩子来说，
未免太长了。

有一次父亲回家过年，带回一部《笔
算数学》，共上、中、下三册，陈省身居然
啃了起来。《笔算数学》是美国传教士狄
考文和中国邹立文合编的西方数学教科
书，内容是西方式的数学。起先主要在
教会学校使用，后来很多中国的新式学
校也采用。书中使用了阿拉伯数字，以
及“+”“-”“×”“÷”等国际通用的符号，
其中除法符号“÷”在中国是首次使用。
此书出版于1892年，印刷了18次，可见
影响巨大。到了20世纪 20年代，此书
已经有点过时了，但对陈省身来说仍然
新奇得很。他借识得的一些文字，又听
了父亲的一些解释，居然能够大致读懂
了，并做了其中大部分题目。当时他以
为别的孩子一定也都会的，所以根本没
有告诉别人。陈省身由此对数学发生了
兴趣。

这，就是陈省身接触西方数学的开始。
转眼到了1919年,陈省身已整整8

岁。像陈家这样比较新式的家庭，渐渐觉
得应该让孩子进新式学校才好。秀水县
城有一所县立小学，算是当时最好的小学
校了。

利益冲突
李大麻子回到三水镇，真的按他

儿子所说的话办了。“灶首”的事情不
提了，把那皇上给的“御批龙票”收藏
起来，开始物色这工会理事长的对象，
最后他想到了苗万贯。苗万贯是日本
投降之后，从硝坨子搬到三水镇来的，
一直给李大麻子跑滩管事。自从八路
军成立了盐管处，要对盐滩进行管理，征
收盐税，苗万贯可就抖起来了，因为三水
镇这么多的人，只有苗万贯和盐民游击
队打过交道，说进话了的。这样，两头联
络的差事，就归了苗万贯，他干得还不
错，既不得罪游击队和盐管处，也不得罪
盐警队和滩灶户，还与驳盐的工人经常
打交道。

这样一个人物，李大麻子当然看重
了，不过他嫌苗万贯胆小、办事太圆滑，
但一时又没有更合适的人，便只好由他
当这个工会理事长了。头几天，又有几
个滩灶户来找李大麻子，想要在三水镇
坨地内的河下码头，用木头搭个马架子，
安上机器、通上电，用来往船上装盐，这
样可以节省好多工钱。李大麻子也认为
这是一个好买卖，当即答应投股，并且出
面来办。他把商会会长王胖子找到家
里，当面谈妥，这搭建马架子的工程，包
给了王胖子的木匠铺。这件事，他本来
应该和雷紫剑商量一下，就是因为有点
小事过不去，所以他让王胖子转告一下。

这天，王胖子来到雷紫剑家串门，
就是为了转达李镇长的意思。在雷紫
剑家客厅的屏风里面，麻将牌桌上“哗啦
哗啦”地响着。王胖子坐在牌桌旁，趁着
雷紫剑胡了个满贯，正在兴头上的时候，

将李大麻子要在坨地的河下码头，搭建马
架子、准备用机器往船上装盐的事说了，并
把自己用了“仁义盛”木匠铺名义，将这项
工程承包下来，都一五一十地向雷紫剑讲
清楚了。王胖子特地来告诉的信儿，雷紫
剑其实早已有了耳闻，但总觉得像这么大
的一件事情，说啥李大麻子得亲自来打个
招呼啊，这不仅关系到谁钱多少，因为这马
架子一旦建成，很多工人就要失业，为了维
持社会治安，就算你是专员的爸爸吧，眼里
也得有我这个盐警队的大队长啊！你事情
都已经办成了，才让商会的王会长过来给
我捎个口信，真正是岂有此理！

雷紫剑本想退下牌桌不打了，怎奈他
看见三姨太的兴奋劲，又不敢轻易把牌放
下，只是信手抓牌。从表面上看，他打牌的
精神非常集中，实际上在想着如何对付李
大麻子这一手。经过反复思忖，雷紫剑想
出了对付李大麻子的办法：这马架子的好
处，不能他姓李的一人独占，一定要多拉股
份，在马架子机器装船之后，趁着工人失业
的当儿，招收盐警扩大盐警队，等到我人多
势众的时候，就不怕你李家有什么专员
了。他想到这里，心中暗自叨咕：“我就不
信，强龙压不过你这条地头蛇，咱俩是骑驴
看唱本——走着瞧。反正你那李家的专员
也不是无缝儿的蛋。”

3 35 《黄河》咆哮
会场陷入一片黑暗之中。只

有舞台两侧悬挂的几盏马灯，在大
风中摇曳着，发出微弱的光亮，隐
约可见冼星海挥臂指挥的身影。
这时，奇迹发生了：黑暗中，大合唱
的队伍纹丝不动，上万名观众纹丝
不动，震撼人心的歌声还在继续：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

哮！黄河在咆哮！……”
虽然一场倾盆大雨不期而至，虽

然每个人都浑身湿透，但依然精神抖
擞地在冼星海指挥下引吭高歌，有如
山呼海啸，一声接着一声，一浪高过
一浪，震耳欲聋，直冲云霄。当汽灯
被重新点亮时，王莘惊异地看到：坐
在观众席第一排的毛主席浑身湿透，
雨水顺着帽檐滴落下来，仍纹丝不
动，聚精会神，与大家一起在暴风雨
中感受《黄河大合唱》所迸发出的巨
大能量。这是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
量，任何敌人也不可战胜的力量！

王莘再一次被震惊了。上一次
是在上海南京路上，他指挥的大合
唱《救国军歌》，令手持枪械和棍棒
的军警退避三舍；如今，一部《黄河
大合唱》，竟塑造出中华民族百折
不回的性格与魂魄。而这两部作
品都出自冼星海笔下。他的体内
怎么蕴藏着如此巨大的创
作能量，他的头脑怎么能迸
发出如此精妙的灵感，艺术
家与时代竟有如此紧密的
联系，艺术的魅力竟能如此
惊天动地……这一切的一

切，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
王莘不禁思如潮涌，感觉自己的眼

眶有些湿润了。他瞥了一眼挥动着双
臂，正处于极度亢奋状态中的冼星海，
忽然产生了一种失落感：亲爱的星海
老师，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同台了，
今朝一别，山高水远，烽火连天，不知
何时才能重逢呀！
《黄河大合唱》演出的成功，尤其是

毛主席的称赞，对冼星海而言无疑是个
巨大鼓励。他感到自己六天六夜的创作
心血，得到了最有价值的肯定与回馈。
同时，他也深切感到，像《黄河大合唱》这
样的大型音乐作品，更是每个朗诵者、歌
唱者和演奏者协调一致的结果、一种集
体智慧的结晶，特别是在物质条件匮乏
的情况下。所以，对即将开赴前线的鲁
艺的部分师生们，他是心情复杂、难以割
舍的。他与这些从五湖四海会聚而来的
年轻人，已建立起深厚的革命情谊；此次
离开延安，抗日前线环境险恶，随时面临

生死考验，他们能否平安无恙，
有朝一日再度聚首，一起续写更
加辉煌的乐章？

临行前夜，冼星海在鲁艺的
窑洞里，举办了一个小小的欢
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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