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山书店最近落户天津，全国多家媒体积极宣传，声势
不小，反响很好。然而，浏览相关报道，好像还没有中日双
方的被采访者能够说出内山书店与天津具体的历史联系，
读者朋友还只是知道内山书店在很早以前是开在上海的一
家有名的书店。久居大洋彼岸、今年86岁高龄的天津作家
林希先生，一向关注书店信息，他竟能想起近三十年前我在
本报“书林”版上专门介绍过内山书店，便发微信给我，问我
能不能写一篇关于内山书店与天津的文章。这等于是一篇
很有难度的命题作文，但我觉得如果能试着写一下，还是颇
有意思也颇有意义的。
世人说到内山书店，总要把它与鲁迅联系在一起；其

实，中国近现代还有一位重量级的文化名人与这家书店极
有缘分，他就是出生在天津，又从天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的李叔同——弘一大师。
1927年9月，经好友夏丏尊介绍，弘一大师与内山书

店老板内山完造相见于上海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出席宴
会的还有叶圣陶、周予同、李石岑等。在交谈中，弘一大师
提出，打算将自己的律学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交给
内山完造，拜托他分赠给希望得到此书的朋友。内山完造
欣然答应。弘一大师进一步说，还有一种叫《华严经疏论纂
要》的书，正在印刷中。这书只印25部，他想把12部送给
日本方面，将来出书以后，也想拜托内山书店负责赠送。内
山完造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弘一大师的委托。数日后，弘一
大师托夏丏尊将35部《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送到内山书
店。内山完造马上把书分别挂号寄赠到东、西京两大学及
大谷、龙谷、大正、东洋、高野山等大学的图书馆。此后，凡
有日本方面来信索取这部著作时，弘一大师都一一应允，拜
托内山完造寄赠。前后共赠寄了一百七十余部。
不久，《华严经疏论纂要》印完，弘一大师将其中的12

部送到内山书店。内山完造立刻把书用箱子装好，托朋友
带到日本。“九·一八”事变前夕，内山完造收到一部弘一大
师寄来的《华严经疏论纂要》，并附有弘一大师的亲笔信。
信上说，此书留在手头恐不能永久保存，拜托内山完造先生
放在适当的地方。内山完造翻开此书一看，发现这是弘一
大师自己阅读的一部，上面有朱笔圈点。于是内山完造把
它作为纪念品珍藏起来。“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内山完造
避难回国。他在与黄蘖山万福寺和尚闲谈时，提及这部书，
并约定如果回沪此书还在，就赠给寺里。寺中和尚听后很
高兴，立即恭敬地著上法衣，捧出茶来，表示感谢。后来，内
山完造回到上海，依约将书寄去。寺里收到后马上寄来感
谢信。内山完造把这封信转给弘一大师，圆满地完成了弘

一大师所托之事。
1932年初夏，弘一大师曾写过一份由其门生刘质平“披

阅”的《遗嘱》，托付刘质平在他去世之后重印其律学著作《四
分律比丘戒相表记》，以为纪念。《遗嘱》中写到，该书重印后可
托内山书店和佛学书局协助流布。这充分说明，弘一大师对
内山完造和他的书店是极其信任和倚重的。
1935年秋冬之季，弘一大师在福建惠安地区讲律弘法

期间，受潮气感染患了风湿性溃疡，臂疮足疔，异常凶险，几
至生西。但即使在病中，弘一大师仍念念不忘其弘法事
业。1936年春节刚过，他为了着手《佛学丛刊》第二辑的编
纂工作，也为了继续深入钻研佛法佛理，给其老友、时在上
海开明书店主持编辑业务的夏丏尊寄去一份列有近五十种
书目的“购书单”，并由夏丏尊转请“弘一护法基金会”赐金
600元，再由夏丏尊委托内山书店一并寄汇日本名古屋市其
中堂书店，以购买一批古本佛学典籍。夏丏尊收到的这份
弘一大师“购书单”，被同在开明书店工作的王伯祥见到，爱
不释手。王伯祥早就酷爱弘一大师书法，只是一直无缘获
取成幅者。这次他从夏丏尊处一见弘一大师亲笔所写“购
书单”，便有意收藏，在征得夏丏尊同意后，请人装裱成手卷
留存。同时他请人将“购书单”的内容另抄了一份，交由内
山书店代寄给日本其中堂书店。天津研究李叔同——弘一
大师的著名学者金梅先生曾经告诉我，弘一大师“购书单”
的原件仍由王伯祥先生的后人保存着。由这段文坛佳话亦
可看出，内山书店是弘一大师晚年与日本文化界联系的一
条重要渠道。
鲁迅与弘一大师——这两位早年皆有留学东瀛经历的中

国近现代史上的文化大师，也是经由内山书店而结缘的。
1930年3月1日，鲁迅日记中载：“午后往内山书店，赠内山夫
人油浸曹白一合，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纸。”弘一大师
这一书件为横幅，中间书写“戒定慧”三个大字。鲁迅和弘一
大师皆是内山完造的挚友，鲁迅通过内山完造得知“弘一上
人”，弘一大师便成为鲁迅仰慕的人。内山完造家墙上悬挂着
弘一大师的书法“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雾亦如电，应作
如是观”，鲁迅倾心至极，于是“从内山君乞得弘一上人书一
纸”。一个“乞”字，足见敬慕与尊重之情。戒、定、慧，实为佛
教三学。所谓戒学，就是戒律；所谓定学，就是禅定；所谓慧
学，就是智慧。三学有递进的关系，通过戒、定而达到慧，也就
是达到最终解脱的涅槃境界。弘一大师偈言戒、定、慧是要人
们防身之恶、静心不散乱，进而去惑证理，达到人格的完美。
李叔同出家后，书法是他广结善缘的工具，鲁迅得到的这一墨
宝当是弘一大师结缘书件之一。十几年前，我应邀在北京鲁

迅博物馆参加金梅先生新著李叔同——弘一大师传记研讨
会，与金梅先生等一起观赏了该馆珍藏的鲁迅所得弘一大师
“戒定慧”书法原件。

关于内山家族与天津的缘分，还要提一句，内山完造的侄
子内山鹑，是日本著名话剧导演，为了促进日中戏剧交流，20
世纪80年代曾多次自费访华。内山鹑在日本翻译并成功地
导演了曹禺的著名话剧《日出》。戏剧大师曹禺出生于天津，
《日出》创作于天津，剧中反映的也是天津的社会生活。

我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便接触日本语言和文化，后来一直
比较关注中日文化交流史，所以很早就知道内山书店是一家
思想进步、对华友好的日本书店。在我辑存的剪报中，有一部
分内容是有关1972年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其中有一份
致电我国家领导人及有关部门和团体祝贺日中建交的日本友
好人士和团体名单，里面就有内山书店。在1976年的一份剪
报中，有关于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内山书店专门设立灵堂进行
悼念的报道。20世纪70年代，内山书店是日本销售中国书
报刊和中国图书日文译本的重要窗口。那时，我经常到天津
外文书店购买日本书报刊，它们会不会也是通过内山书店进
口到天津来的呢？
东京的内山书店，是上海内山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的胞弟

内山嘉吉创办的。1935年10月在东京世田谷区祖师谷大藏
开业，1937年3月迁移至千代田区神田一桥，1968年8月又
移至东京神田町古书街，1974年3月改组为株式会社，1985
年9月进行了一次全面改建。就在1985年9月，就在刚刚竣
工的内山大厦里，举行了纪念内山完造诞辰100周年、内山书
店（东京店）创立50周年的仪式，中国老作家萧军等专程出
席。《天津日报》访日代表团也应邀参加了纪念仪式，拜访了内
山完造的侄子、时任内山书店经理内山篱。代表团团长、《天
津日报》副总编辑朱其华代表天津日报社致贺。内山篱先生
表示，要把书店办得越来越兴旺，把中国文化更多地介绍给日
本人民。朱其华老师本身就是诗词家、文艺评论家，酷爱读
书、买书，后来多次对我提起参观内山书店的情况，十分赞佩
这家书店生生不息的坚守精神。这应该是内山书店与天津新
闻界、文化界一次非常直接的交流吧。
天津的师友中，不乏在日本留学或工作者，他们大都慕

名去过东京内山书店，有的还在文章中写到过访书经历。周
梦媛小姐是研究天津日租界的年轻学者，经常接触日本文
化，她也曾在东京内山书店买过书。梦媛告诉我，两年前，她
为了研究一位近代天津日侨而广泛搜集资料。这位日侨是
知名的铁道摄影家，20世纪40年代曾在日本一家著名商店
的京津支店任职。梦媛向她认识的日本铁道研究家和爱好
者了解情况，他们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出版，并且为她热心
推荐东京内山书店，说这家书店有很多中文书，中国客人一
定不能错过；这里的学术氛围非常开放自由，鼓励年轻人踏
实地研究学问，他们编的起步不久的铁道研究杂志就为这家
书店接受销售并展示在临街的橱窗里。于是，梦媛直接与内
山书店联系，买到了这些铁道杂志。她觉得很有收获，此后
便更加关注这家书店了。
希望落户天津的内山书店，能够坚守百年来的优秀传统，

保持特色经营，满足读者的实际需求，与真正的读书人交朋
友，共同把内山书店这块闪光的金字招牌擦得更亮。

E-mail:luowenhua2001@qq.com满庭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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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山书店的天津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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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树德里的人多，知道辅德里的人
可能不多。辅德里也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
建筑——它是党的二大的会址，和一大会址
树德里之间的距离不过两公里。
我总觉得这些名字有象征意义。一大

会址的望志路和后来的兴业路，都天生的
含有“开天辟地”的意味。树德里当然也
是，而更为巧合的是，既然一大是“树”德，那
么二大就是“辅”德，事实的确如此，二大和
一大之间只隔了一年，它可以说是一大的
延续和深化。
真是风云际会，当年的那些年轻人，纷

纷来到上海。1920年，陈独秀从北京携《新
青年》编辑部重返上海，李达从日本东京而
来，王会悟从浙江家乡而来……王会悟就职
于设在博文女校的女界联合会，她在那里结
识了陈独秀的夫人高君曼，陈家就在不远处
的渔阳里，她成为座上客，又因此结识了已
是《新青年》编辑的李达，随后成为他的助手
并搬到这里居住。他们在1921年4月缔结
婚姻，因此她得以帮助了李达进行一大的筹
备，王会悟名为会悟，实为“会务”。一大九
位代表居住博文女校，是她瞒天过海，以北
大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和其校长黄绍兰
商定，并且具体落实，就连地铺的草席都是
由她置备；一大会址敲定李氏兄弟的李公
馆，也是由她操作；至于南湖会议的全程张
罗，这里已不必再饶舌了。
与一大一样，二大的会务工作也是由李达、王会悟夫妇筹办的。当时

李达是一大新当选的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辅德里的二大会址即是他租
用的房屋，也是当时党新成立不久的秘密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所在。也
和一大一样，王会悟还承担了放哨任务，只是这一次她就是在自家门前，
且还抱着出生不久的女儿。二大会址现今虽然得以保留，但是周边街区
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原本稠密的里巷，在城市改造中更替，原有居民都
已迁出，上有高架桥飞驰，下有绿草地绵延。所剩房屋只余两排，一排之
中有原625号的李达寓所，一排之中有原632号的原中共平民女校旧址，
也曾充当二大代表的宿舍。多么巧，两届会议代表的住宿地都是女校。
平民女校在1921年10月已经开始以上海女界联合会名义初步筹

建。当时李达个人出资50元在辅德里租下房子，并未挂牌，也未登报，一
些外地支部的同志携眷来沪，学校可以解决他们的食宿，也能帮助其家属
提高文化水平。直到1922年2月《民国日报》刊登平民女校的招生简章，
才算正式开办，李达担任校务主任，王会悟协助处理行政事务。这所学校
是中共创办的第一所妇女工读学校，也是最早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因而
在中国妇女运动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王剑虹、丁玲、钱希均、王一知、秦
德君等人都是因到这所学校里读书而走上革命道路的。
在平民女校草成不久，王会悟还创办了中共最早的一个妇女报刊——

《妇女声》。她审稿，也撰文，推介妇女运动的声音。陈独秀在其特刊号上
发表文章，称：“唯希望新成立的平民女学校作一个风雨晦暝中的晨鸡！”
辅德里的平民女校和《妇女声》刊物的出现，推动二大产生了《关于妇女
运动的决议》。这次会议，在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纲领和诞生第一部
党章之外，也是中共第一次为妇女运动发出声音。
在二大当中也崛起一位妇女代表，这人不是王会悟，而是向警予。在

《西行漫记》一书中，载有毛泽东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他称“向警予是蔡
和森的妻子，（中共）唯一的一个女创始人”。之所以这么说，或许与她参
加了二大有关。虽然，她是否参加，或者是否以正式代表身份参加，至今
依然都还未有定论。
二大的档案文献也并不健全，甚至在会议代表这个问题上尚不如一

大明确。其实当时的参会者只要保留一个签到名单或者会议纪要之类，
就不会让今天的问题扑朔迷离、争鸣不已。
现在所存各种说法不一，比较普遍流行的是陈独秀、张国焘、李达，

杨明斋、罗章龙、王尽美、许白昊、蔡和森、谭平山、李震瀛、施存统，还有
一人姓名不详，这是“12人说”。但即使同为“12说”，也不尽相同，比如
有学者认为那姓名不详的一人应是毛泽东，也有人认为是王右木；还有
认为是其他名单所组成的12人。“12人说”是一个主流，此外尚有“7人
说”“9人说”“20人说”，根据李达、张国焘等人的各种回忆和其他研究，
会议代表此外还有邓中夏、向警予、包惠僧、张太雷、陈望道、高君宇、项
英、邓恩铭。在有的记载中，其中部分人是列席代表，向警予就有可能是
列席代表，然而无论她是否出席，她都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并担任中共
中央妇女部第一任部长。
蔡和森和上海的缘分也可谓不浅，他生于上海，在上海乘船赴法勤工

俭学，回国后又于1921年底在上海入党，他是毫无争议的二大代表，会上
他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这对在法国结婚并被称作“向蔡同盟”的夫
妻，他们在二大上大放异彩，我曾诗以记之：“申城会后又申城，黄埔江头影
纵横，座上湖湘新客至，携来八百洞庭声。”所写即指这一对湖南伉俪。也
正是蔡和森，接替了同是湖南人的李达的宣传工作。李达在这一年的年
底，就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担任校长去了。李达和王会悟，蔡和
森和向警予，他们也都由此而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曙光》第三季蔡和森的《向导》一集的拍摄曾经到访辅德里，那是在

2018年的7月间，我记得最深的，是一只蝉落在我们的摄像包上，跟随着
我们拍摄，在绿色的树荫下，它久久不愿离去，好像在关注我们捕捉历史
细节。

去年的一天下午，我接到天津倪斯霆
先生的电话。他先是闲聊几句，然后转入
正题，说刚好我在北京和一位四川做出版
的朋友在一起，有时间不妨约下见面，可
以合作出版图书。时时为朋友着想，让人
感动。这种直率的性格在今天倒也是少
见的。
在未见斯霆先生之前，就早已在报刊

上读其作品，谈文说艺，或考旧事，皆有趣
味。从纸上交游虽是间接印象，却能从文
字中洞察到其中的气息。等见到其人时，
不难发现有艺术家气质。第一次见面是
在饭馆，同桌相遇，自然少不得酒话，好像
一桌人只有我俩频频举杯。他说，看了天
津报纸上的文章，就打听是什么人，后来
才有了解。我读到斯霆先生的作品《还珠
楼主前传》，还是觉得这样的书应该四川
作家来写更适合一些。我留意到还珠楼
主在成都生活的片断，也是难得的史料。
我记得，《成都街巷志》就没有对还珠楼主
在成都的情况有所记录。这样的聊天就
给人留下了好印象。爱书人若是爱酒可
就增加了不少情趣。
后来，我才知道斯霆先生主编《书报

文摘》，做得风生水起。我印象中在成都看
到过这份报纸，但现在也是记不大真切
了。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有书册交流就
好。后来我才知道斯霆先生从事民国通俗
小说及天津近现代文学史、出版史、新闻史
研究三十余年。其家学渊源极深，父亲乃
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曲艺理论家倪钟之先
生。后来，《我与曲艺七十年》出版，记叙倪
老先生与曲艺的故事、对曲艺的真挚态度，
读罢依然让人动容。而这种潜移默化的影
响，为斯霆先生后来的学术研究埋下了伏
笔。学术研究始终是一件枯燥的事，在今
天也是不易的事。但斯霆先生从这其中发
现乐趣，并写出许多篇章来，其中甘苦唯有
自知。不少文章看似解决了学术的小问
题，倘若没有作者细致的发现，可能就难以
看到这些文学的丰富细节。

斯霆先生还写过一本
《阿英在天津》，他考证作家
阿英在天津的活动轨迹，这
也可解读为阿英的踪迹史。
对地方文化的研究常常是琐
碎之中见证一个时代，需要
作者在不断积累史料中完成

故事叙述。由此可见斯霆先生的研究是何等
的扎实，他又以朴素的文笔讲述这段故事，就
更为难得了。

再次在天津见到斯霆先生，聊天的话题
也更宽泛。晚饭后又一起选一家小馆子，几
位书友小酌一下，把酒言欢。我想这就是书
友间的往来，总是觉得意犹未尽。我偶然在
网上买到斯霆先生的《旧报旧刊旧连载》，这
才得以看到其对旧报刊的研究是何等精深。
从不起眼的资料入手，发现文学的变迁，这样
的事与新文学版本研究可谓相映成趣。意外
的是，斯霆先生得知我买了这本书之后，他特
意签名赠送了《旧文旧史旧版本》和《旧人旧
事旧小说》，这样一来，我对斯霆先生的学术
研究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这几种出版的图书只是斯霆先生研究
的一部分。在他的研究视野里，学术也好，
文学也罢，都是人生里的另一个天地。因为
喜欢，故能做出这许多成绩来。值得一说的
是，斯霆先生也是藏书家，他的学术研究是
大多是利用藏书得出的研究结果。从斯霆
先生身上，我感觉到他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
报人，也是学者型的报人。

清凉（中国画） 郑二岭

对祖国的感情不变
陈省身谈道：
然而研究几何的人，常常觉得

它枯窘无味，所以不肯用功。本来
叫一个人，使他对于素所不喜欢的
功课去用功，是一件不近人情的
事。那么，增加学生对于几何的兴
趣，更是一件不可或缓的事。我认
为在一个几何习题中，去寻出它的种
种证法，很可以引起研究几何的兴趣，
并且又可以养成有系统的脑筋。

这番话，现在看来似乎平常，但在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能真正欣赏数
学和几何价值的人还相当少。“玩数
学”，还要有眼光才行。未来的科学抱
负，盖始于少年的志向。

一名中学生，要想不做“纸鸢儿”，
有自动的能力，就需要用自己的眼睛
观察、用自己的头脑思索的数学问
题。在数学上,陈省身除了考察“弦
角”,还发表过题为“构造式概论”的文
章,也写过化学、植物方面的东西。另
有一篇文章是《科学与宗教》,则更有
点哲学思考的味道。还有一篇描写中
学生生活的小说，情真意切。这些文
字都先后发表在扶轮中学的校刊上。
感谢扶轮中学的努力，这份校刊现在
还完整地保存着，已成为珍贵的历史
文物。

确实,让学生能在学术领地“玩
耍”“弄潮”“冲浪”，突破“考试分数第
一”的科举情结，是扶轮中学留下的一
份宝贵的历史遗产，恐怕在21世纪的
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

陈省身除了写过小诗《纸鸢》之

外，还发表过另一首《雪》：
雪啊！/你遮着大地，/何等洁白/何

等美丽/何以为人们足迹所染污？/负了
造物者的一片苦心，/我为你惜！/我为
你恨！

少年陈省身为何写这样一首诗，现在
已经无从查考。但是诗中的意境和当时
中国热血青年的感受非常合拍。中国正
在列强瓜分之中，清白的神州大地，正被
侵略者染污着。我为你惜！我为你恨！
1982年，陈省身在回忆中写道：

1972年以来我回国七次，有四次回到
天津。我看到天津有了不少变化。当然
最大的变化是外国租界不见了，“三不管”
的腐败生活不见了，日本兵营不见了。当
年我从河北宙纬路到南开上学，要经过海
光寺。海光寺是日本的兵营。看到日本
兵端着枪，耀武扬威的样子，很是讨厌。
后来日军又炮轰南开园，火烧图书馆，把
一个好端端的大学破坏殆尽。

对故乡祖国的感情，从幼年就已经育
成。这份爱和恨，不管人在天南地北，也
不论时光如何流逝，都没有改变。

陈省身说过，他在年轻时，对社会
上的事不大关心，就知道读书。其实，
中国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是人
人关心的。

救命之粮
日本人完蛋了是件高兴的事，但谁

知道以后又会怎么样呢？大娟爹对大
儿子大全说：“走，咱们也出去听听。”妈
妈一把将他拉住，说：“哎呀，你可别走
啊，要那样不又事变了吗？”大全说：“爸，
他们还在议论华北盐田仓库里的粮食
呢。”爸爸说：“我想的也是这个，咱们苦
心苦力地弄来的粮食，别让那些歪着心眼
子的人给弄走了。大全，咱们出去看看。”

妈妈一时不知道怎么办好，这个消
息是真的吗？她站在“老母”龛前，看着那
还没有烧完的三炷香，洗了手，又点燃三
炷，恭恭敬敬地插在香碗里，低头祷告：
“请保佑我们一家平安啊！”

可就在这一天夜里，三水镇发生了
一件不寻常的事。半夜，从娘娘宫和三
官庙附近，静悄悄地赶来二三十辆大马
车，拉车的牲口都勒着嚼子，脖子上铃
铛全摘了，驶过三官庙的卡子口，直奔
济公祠而来，车上坐着的盐警和警察，
都荷枪实弹。济公祠的后边，就是华北
盐田的粮食仓库，两天前，盐警队就接替
了日本人站岗。这些大车是镇长李大麻
子和雷紫剑相勾结，要把粮食运往盐警大
队部。因为这一带是盐工们居住的地方，
怕人们知道日本人投降，把这些粮食给分
了。白天他们怕盐工人多，不敢来运，所
以要在夜间下手。

大车队刚刚过了济公祠，那华北
盐田仓库的大门就打开了，可是在济
公祠这儿居住的人家，也都悄悄地打
开了房门。天阴着，家家户户也都没
有点灯，济公祠附近黑漆漆一片，只有
那华北盐田的仓库里，电灯全都亮

着。装满粮食口袋的大车，赶出了华北
盐田仓库的大门……出来的大车两侧，
都有端着大枪的盐警和警察护卫。

头前的大车走到济公祠前。猛听得
济公祠的高台阶上，有人喊了一嗓子：“乡
亲们啊，这粮食不能让他们弄走啊！”随着
“哇”的一声，一下子整个街筒就挤满了
人，各家的门都打开了，男男女女的人们
拥出来，拦马的拦马、上车的上车，有人将
粮食口袋掀下来，有人解开粮食口袋，把
粮食“哗哗”地往自家口袋里倒。人们一
边干着，一边喊：“不能让他们把粮食弄走
啊！”“咱们还指着这些粮食活命哪！”“这
些粮食都是日本人剥削盐工的血汗啊，必
须归还给我们！”

那些押车的盐警和警察，虽然都端
着大枪，但因为人们来势突然、凶猛，一
瞬间就到了他们近前，开枪来不及了，想
动也动不了啦，有人干脆把枪一抱，闪在
了一旁，也有的上车帮着卸粮食口袋，因
为这儿的人家，有的就是他们的家属，甚
至是亲戚。他们心里完全明白，这些粮
食如果拉到盐警大队部，他们是一粒也
得不到的，倒不如在这儿分了。转眼间，
这三十来车粮食，便被人们搬得差不多
了。就在这时，街上突然响起“嘎嘎嘎”
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

7 39 落脚太行
话音未落，便听空中响起飞机

引擎的轰鸣声，人们抬头一看，一
架涂着膏药旗的日军飞机从山上
掠过，接着，“嗵嗵嗵”扔了几颗炸
弹，震得大家耳膜又痛又痒。幸
好会场设在相对隐蔽的山沟里，
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一天后，
大队人马从阳曲进入盂县，又从盂
县进入晋察冀边区的腹地——河
北省平山县。

平山，在王莘印象里，是一块充
满民主、自由和战斗氛围的新天地。
在这里，每个村庄的墙壁上都写有抗
日救国的大标语；村口有手持红缨枪
的儿童团站岗放哨；打麦场上，自卫
队的男女民兵们英姿焕发地进行操
练……他还曾与演出队的同志们登
上冀晋边界的太行山，极目远眺，层
峦叠嶂，丘陵起伏，平原广袤，祖国
的河山何其壮美，更唤起了他的爱
国情怀和创作欲望。是啊，就在这
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晋察冀
一千二百万人民，正与日本侵略者
进行着殊死搏斗。有多少动人的故
事等待着我们去讲述，有多少英雄
人物等待着我们去讴歌，这是每个
艺术家的神圣历史使命啊！情绪亢
奋中，他带头唱起了成仿吾作词、吕
骥作曲的《华北联大校歌》：
跨过祖国的万水千山，突破
敌人一层层封锁线，祖国的
儿女们，联合起来，到敌后
方开展国防教育……

初到冀西抗日根据地，

王莘与华北联大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物质
条件的极度匮乏。冀西地区，本来就山
多地少，生产方式落后，加之日寇蹂躏与
破坏，百姓的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当年，
冀西大旱，庄稼地里，颗粒无收，百姓赖
以生存的只有黑枣面和柳树叶。柳树叶
怎么能吃？将树叶在水沟中浸泡数日，
待苦涩味道去除，从水中捞出晾干以充
菜蔬。唯一可称粮食的是玉米面糊糊，
也不过清汤寡水而已。居住条件也是极
差的。由于敌机轰炸，有些村庄几乎找
不到一间完好的房子，只好在残垣断壁
中烧火做饭。还有老乡索性就住在岩石
间、山洞里。然而，人们的抗日热情却空
前高涨。当他们得知华北联大是培养抗
日干部的学校时，便从各方面帮助他们，
支持他们的工作。师生们也帮老百姓识
字、训练，教唱抗战歌曲。令王莘意想不
到的是，百姓们是如此渴望唱歌，唱歌不
仅是满足其抗战诉求的武器，也是他们
可以仅有的娱乐手段。所以，王莘一方

面雪中送炭，指导他们唱歌，一
方面也激发起他自己歌曲创作
的欲望。

当时的华北联大，实行的是
半军事化管理，每到夜晚，总有
学生们在驻地站岗放哨。

南开大学出版社

陈省身传

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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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斌 杜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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