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陈省身先生接触不多，
但也深受先生教导影响。古往今
来，有许多数学大家深刻影响数
学的发展，但像陈省身先生这样
学术成就辉煌、胸怀博大、人格高
尚又深刻影响数学发展和数学家成长的伟大数学家
却不多。所以我不揣浅陋，也用文字记录下我所认
识的陈省身先生，以寄托对陈先生的深切思念。

第一次聆听陈先生的讲话，是1988年他在南开
大学召开的“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学术研讨会”上所
作的“在21世纪中国成为数学大国”的报告，这次会议
参会人数甚多，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第一次面对面听陈先生教导是在1989年。我
7月3日从北京飞美国。行前，我的导
师段学复先生知我路过旧金山，瞩我
去拜见一下陈先生。7月4日在加州
大学伯克利分校伊文思楼（Evens
Hall）数学系的一个茶休室见到了陈
先生，陈先生约我第二天中午一起午
餐。那是一家华人开的餐馆，装潢不
错，陈先生和餐馆老板甚熟。吃饭时，
陈先生说了很多，大意是：中国有五千
年的文明发展史，已消耗了很多资源，
不像美国，人口相对少，地大资源又丰
富，中国的发展要慢慢来，不能急。陈
先生的话，对我启发至深。当我汇报要
去佛罗里达做 Thompson（汤普森）的
博士后时，陈先生说，“Thompson 当
年就是个好学生，1955年从耶鲁来芝
加哥读研究生时我劝他学微分几何，还
给了他一个题目。”后来Thompson没
有学微分几何，但我知道他没有忘记陈
先生给的题目，在1980年左右他给解
决了。Thompson 选择的是代数，
1958年他解决不动点自同构猜想，给
出p-幂零准则，与Feit（费特）合作证
明奇阶群可解等工作彻底改变了国际
群论研究，一直指引和推动有限单群
分类工作。有限单群分类工作的完成
是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数学故事之
一。做Thompson的博士后，是我人
生难得的宝贵经历。在他鼓励下我确
定了AT-群的结构，开始了对新的p-
幂零准则的探索。1990年8月1日至
12月31日，陈省身先生创建的伯克利
数学所举办有限群表示的学术年活
动。Feit（活动的主持人之一）推荐我
去，群论学家Gross也邀请我就AT-
群有关的工作和他进行合作。

第一次在北大听陈先生演讲是1993年在北京
大学电教中心，200多人挤满了大报告厅，丁石孙先
生也参加了，好像还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领导
和新闻记者等。陈先生讲的第一个问题是有限单群
分类。 陈先生用自己的语言讲得非常精彩。陈先
生引申开去，讲到数学结论既要正确，形式还要美，
证明要简明。这就是陈省身提出的数学要真美简，
不但成为我研究数学的指南，也是我对学生的要
求，我还在不少场合大为宣扬。

第一次具体负责陈先生“交办”的事情是在1996
年。为了促进我国现代数学水平的提高, 加速新一
代数学人才的成长, 教育部根据陈先生等人的建
议, 委托北京大学于1984年举办了第一期全国数学
研究生暑期教学中心，产生很大反响。后来，陈先生
和程民德先生等人总结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教学中
心经验，建议举办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教育部
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大力支持；全国数学研究生暑
期学校作为我国数学领域人才培养的重要举措，从
1995年开始由一些大学轮流举办。第一届由武汉大
学主办，襄樊学院协办。那时我刚从美国回来协助张
恭庆先生工作，任北京大学数学所副所长和数学及其
应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张恭庆先生要我陪
已78岁高龄的程民德先生去襄樊。在襄樊期间，程
民德先生多次叮嘱我说：“全国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
是陈省身先生交办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办好，第一届
由武汉大学办，北大办第二届，张恭庆推荐你负责明
年的暑期学校，你要全程参与并了解今年暑期学校的
各个环节，总结和学习武大的经验，争取一届比一届
办得好。”1996年，我主持第二届全国数学研究生暑
期学校。从课程设计、教员聘请、前沿报告、学员管理
等都煞费苦心。在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长姜伯驹先
生和北京大学数学所所长张恭庆先生的支持下，暑期
学校办得相当成功，参加的学员中许多人现已是著名
数学家，成为中国数学界的中坚，如朱小华、范辉军、
史宇光、麻希南等都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资助和

（或）教育部长江特聘教授称号。
第一次真正感受陈先生和北大之间的友情之重

是在1998年。刚好40岁的我出任北京大学数学学
院院长，丁石孙先生曾是我的学长、老师、系领导、老
校长，我自然要去拜访他，寻求他的指导和帮助。
他和我谈了许多，印象最深的是他带北大数学1954
级学生课外兴趣小组的经验，和他对我的郑重嘱托：
“陈省身先生的事，要当成北大的事去办。”对数学

而言，陈先生是北大、南开继西南联大后
的又一条文化和精神纽带。丁先生的嘱
托我是须臾不忘的。

第一次到陈先生府上（南开宁园）拜
访是在2001年1月。记得是那年春节
后的第四天，作为北京大学数学学院院
长和党委书记，我和刘化荣教授一起到
南开给陈先生拜年，同时就我负责的
2002年北京世界数学家大会的准备工
作向陈先生汇报请教。当时陈先生已坐
轮椅，但精神矍铄，身体也很好，他却说：
“我就论堆（山东方言，指消极放弃）了，
不喜欢运动锻炼。”他让人带我们在家
里参观。我们在他的书房围着他坐下
后，他给我们讲了不少他和北大交往的
人和事，他对北大数学的发展多有鼓
励。 他特别提到我的导师段学复。他
说：“1946年，老段从普林斯顿回国路过
上海，停留很短的时间，我还是聘他做中
央研究院的兼职研究员，指导曹锡华，
1947年春天，曹跟我去了清华做助教，
他就成了老段的学生了。”

我是北京世界数学家大会组织委
员会委员，兼大会服务委员会主任和大
会刊物主编。陈先生对我提出的问题，
大而化之地说，我相信你们能做好。但
他对大会刊物倒很有兴趣，我对他提出
的意见一一照办。2002年北京世界数
学家大会办得很成功，在人民大会堂的
开幕式非常隆重。陈先生的讲话更是
高瞻远瞩，意味深长。当时我也坐在主
席台，目睹时任国家领导人起身为陈先
生调整话筒的细节，感触良多。新的菲
尔兹奖获得者公布后，我邀请参会的菲
尔兹奖与沃尔夫奖获得者、世界数学联

盟的领导人和一小时大会报告人等40余人来北大
勺园聚会。 陈先生是沃尔夫奖获得者，我请他参
加，他要我多请青年人，因行动不便，他未参加。
2003年10月，我们举办了北京大学数学学科

创建90周年庆典。为筹备庆典我又专门到陈先生
家里拜访，请他为北大数学学院题词，他爽快答应并
对北大数学90年的发展褒奖有加。陈先生还把装
订精美的《陈省身文集》签名送我：“继平雅正，省
身，2003。”这本《陈省身文集》对我来讲自然就变得
更加宝贵，成为我的珍藏。陈先生后来让人送来他
的题词墨宝：“领导中国的数学，北京大学数学院九
十年，陈省身贺，2003年8月。”我还总是告诫北大
数学学院的青年一代，牢记陈先生的教导，聚精会神
搞好研究，一心一意教好学生，与全国数学同仁共同
努力，在建设世界一流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第一次宴请陈先生也是在2003年。 北京大学

数学学科创建90周年庆典前后，我们举行了大量学
术和交流活动。其中很重要的一场是在英杰交流中
心大厅和学生的交流报告会，陈先生是报告会主讲
嘉宾。报告会结束后，我在北京友谊宾馆请陈先生
与吴文俊先生等一起午餐。大家围坐餐桌，交谈甚
欢，陈先生虽坐轮椅，但能自己做的事就自己做。
当时一位中年数学家几次给陈先生夹菜，陈先生不
甚高兴，后来陈先生放下筷子说：“我不需要别人帮
助。”陈先生是一位很有涵养又有鲜明个性的人。
2009年，我获得陈省身数学奖。这是我充任陈

省身数学奖评奖委员会委员8年后被新的评奖委员
会授予这项荣誉。这项以陈先生名字命名的数学奖
在中国科技界已有很大影响。
陈省身先生常说“数学好玩”，而他也只玩数

学。 世人总说，人无完人，但陈先生确是我心中永
远的数学完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俄数学中心主任、

北京数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
题图：陈省身先生资料图。南开大学陈省身数

学研究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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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食淡饭半百过（漫画） 李殿光

李烛尘在重庆时，和周恩来同志来往
密切。重庆政治协商谈判被蒋介石撕碎，
他气愤极了，周恩来同志有科学的预见，
说你等着吧，迟早兵临城下，你就为保住
天津尽力吧。怎么尽力？李烛尘决定借
开滦煤矿俱乐部另挂“三五俱乐部”的招
牌，即星期三和星期五聚会，工商界的知
名人士互通信息，各抒己见，然后聚餐，免
费吃一份西餐。这个做法，是效仿周恩来在重
庆的做法。由于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人越聚
越多。为了稳住大家的心态，两位领军人物李
烛尘和周叔弢提出，写出大家签名的声明书，
要求蒋介石把国民党守军撤出天津。声明书
由胡适代转，胡适和李烛尘友谊很深，和伯父
周叔弢的书谊也很深，理应有所反应，但他却
并无反应。

李烛尘并不意外，拿着声明书底稿来见陈
长捷。你是不是代转？或者你就立即把十三万
守军撤出去，保住这座工商业城市。陈长捷板
着铁皮脸顶回去，你们看见街上贴的标语了
吗？攻三年，守三年，攻攻守守又三年！他把这
位天津名绅顶回去。

岂止顶回去，他还派黑衣人盯住李家的街
门。李烛尘火冒三丈了，立即找到公安局长李
汉元，他们可是老朋友。李汉元说，陈长捷的命

令，你就闭门家中坐，三五俱乐部就不要去了，当
心共产党人打进去！李烛尘说得爽朗，共产党的
代表已经和我见面了！把李汉元吓得脸都白了。
李烛尘说，你去劝劝陈长捷吧，他守城信心十足，
为什么把他的老婆送到上海去了？别硬充硬汉
了，你劝劝他吧。李汉元说，我们是中央系，和他
不是一系。只能说官话，不能说私话。

谁能说私话？李烛尘找到了杜建时，先声夺
人，李汉元是不是已经报告了？天津战役如果打
起来，可比工商业拆迁还厉害啊！你市长怎么想
又怎么做？杜建时底气十足说，作为军人绝对不
能背叛领袖！李烛尘接着先声夺人，你作为军人，
你对老百姓就可以背叛了吗？你是从南开中学走
出来的高材生，你就冷眼旁观任
他们死于战火之中吗？还有你的
同学，你的本家，你的机关人员！
杜建时没了底气，这仗打不打不

在我，好吧好吧，我能做的，我一定做到，所
有机关人员一律守在机关，不准毁坏任何物
件，所有警察都必须守在岗位上，让天津完
完整整地变天！我是挺着胸脯听候处理，反
正我作为市长做了我应做的。李烛尘和杜
建时达成了秘密协定。
最有趣的，按战友王文化说，李汉元

通过李烛尘向地下党请示，可否借用联合
国总署残留在天津的面粉分给警察，让他们安
心地守在岗位上。王文化说，可以。还没执政
呢，就已经作出执政的决定，这是多么有趣的
红色故事。

关于李烛尘通过三五俱乐部做出的一系列活
动，《中共党史人物传》第74传《李烛尘》中有这样
一段文字：“有一年，毛主席请他吃饭。席间，主席
向他征求对共产党的意见，而他却说，主席，我早就
有个愿望，想参加中国共产党，不知够不够资格？
对于他这位德高望重的高级民主人才，毛主席是有
考虑的，便对他说，说条件的话，你不差了。早在抗
日时期，你就欢迎我赴重庆谈判。后来到天津，你
为我党控制这个华北重镇出力不少，起到了我党有

些党员起不到的作用。不过，我
认为暂缓为好。”三五俱乐部这段
充满戏剧性的工作也借此得到确
切的结论了。

三五俱乐部
周骥良

林杉和沙蒙结束了在朝鲜两百天的采访
后，才回到祖国，住进长影小白楼，酝酿《上甘
岭》的剧本。心，想着剧本；人，依稀还肃立在黄
继光牺牲的阵地上；还流连在那令人难以置信
的铜墙铁壁般的坑道里；还站在上甘岭五圣山
高地上，耳畔响着彭德怀司令员沉沉的话音：
“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二百公里
无险可守！”这就是上甘岭战役五圣
山必得的战略意义。在沙蒙20多
万字的采访笔记上，记录着黄继光
和他的战友们为坚守五圣山舍生忘
死驱虎豹的故事。

剧本怎么写？写什么？两个人
经过多日的唇枪舌剑，终于理出六
个字：惊天地，泣鬼神。沙蒙强调：
“要抓住上甘岭战役‘敌，意在必
得。我，志在必守’这一要害。”林杉
成竹在胸，沉吟道：“把故事压进一条窄小的坑
道，放射出一个战役的张力，书写一首英雄史
诗。”“对，咱就描写一位主角——连长张忠发，人
们记住了他，就记住了我们那些最可爱的人。”

由谁来演张忠发？沙蒙一锤定音：《冲破黎
明前的黑暗》中那个游击队员“老虎”高宝成。
他认为这个有着十八年军龄的团级干部，往观
众眼前一站，就有一种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被信
任感，周身透出一种发沉的神韵，将这种特质放
到坑道里，就是一根顶梁柱。高宝成果然不负
厚望，将角色演绎得深沉凝重，个性咄咄，神采
堂堂。他没有把张忠发塑造成呆板的完人，而

是有缺点甚至有错误的汉子。瞧那暴躁的脾气，
因对上级命令的不理解而焦躁不安；瞧那求胜心
切的冲动，竟不顾身份，擅自冲出坑道……其表演
大张大合，将大江东去和小桥流水结合得惟妙惟
肖。既有指挥员的大智大勇，也有普通一兵的思
国恋家之情怀。他用细节巧妙而细腻地表现了人

物的亲切可爱：在指挥的关键时刻，他习惯性地向
通讯员要水壶；他和战士认真研究战友的“小爱
人”为什么要在小辫子上扎两根红布条；饥渴得最
难熬的时刻，他和一排长一起回忆家乡的那口水
井；抓松鼠的戏，更是绝妙地展示了这位时刻准备
为家国献出生命的人，对生活是如此热爱，对胜利
是如此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剧中着意设计了一位女卫生员王兰，此乃万
绿丛中一点红。在她身上赋予多种神圣的寓意。
为寻找胜任者，沙蒙和林杉煞费苦心，最后敲定刚
从沈阳鲁艺毕业、时年22岁的刘玉茹。她含着热
泪读着沙蒙的采访笔记，体味着志愿军战士的艰苦

和坚强。无水的坑道里，尿液成了圣物，没负伤的
人将它留给伤员，伤员又让给有力气战斗的人；而
她饰演的王兰，原型是护士王清珍，她为挽救生命
垂危的伤员，没有器具，便用嘴导尿……艰苦中的
崇高，危厄中的高尚，震撼了她，也激励了她。她用
心拍摄每一个镜头，特别是为身受重伤的指导员唱

《我的祖国》那场戏，动情催泪，成为
经典的一幕。

沙蒙和林杉都是极为看重影片
歌曲的人，主张骏马配银鞍，好片配
好歌。于是，他们连发三封加急电
报，似三道金牌，从江西的大山里，
将正在那里采风的词作家乔羽催到
长影，写出歌词《我的祖国》；作曲家
刘炽岂敢怠慢，他把自己关进小白
楼，闭门谢客，门外贴着一张纸条，
赫然写着“刘炽死了”，以示不谱好

曲子死不休的决心。当郭兰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录音时，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一条大河波浪宽”
的韵律所打动，许多人眼中盈满泪水。次日，《我
的祖国》就通过电波，震响在大江南北……

影片《上甘岭》于1957年4月在全国公映，仅
首都一地，放映月余，观众突破一千万人次，好评
如潮。影片所展示的无畏强敌、不可战胜的民族
精神成为时代的强音，激励着全国人民。

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上甘岭》，是我国银
幕上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之力作；也是沙蒙和林
杉共同编导的唯一一部影片，他们呕心沥血为中
国电影的红色经典时代奉献了一部擎厦之作。

也许是情感剧看多了，我认为爱
情就是一场风花雪月，就是海誓山
盟。直到那一年，我父亲突患脑溢血
去世后，看着母亲常常对着象棋盘发
呆，回想他们下棋的情景，我才明白爱
情的内涵。

从小我就经常看到父母下象棋。父
亲是北方人，爱吃面食；母亲是南方人，
喜欢米饭。在我的记忆里，每到中午吃
饭的时刻，家里的棋盘就摆上了，他们以
下象棋论输赢，来决定今天午饭听谁的。

我父亲精通棋谱，常常可以看到好
几步棋，而且深思熟虑。母亲凭着直觉
来下棋，没走几步，父亲就能大概猜出
母亲的思路，再依据自己的棋路，常常“将军”获胜。

某天，他们楚河汉界又摆上了棋盘，母亲不假
思索，急行快进，随意出子。三下五除二，父亲麻
溜地就把她的老将斩于麾下。母亲要悔棋，说刚
才有一步棋疏忽了。父亲却拒绝让步，
说“你不能总是这样悔棋哦”，母亲则不
依不饶地坚持。最终，他们各不让步，互
不搭理，闹起了别扭。
“彩虹，到厨房来。”父亲叫我。
“啊，今天中午吃米饭，不吃面条吗？”

我疑惑地看着父亲，“您不是赢棋了吗？”
父亲带着笑容说：“你妈妈下棋不讲

道理，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快去叫你妈妈
吃饭吧。”

别扭就这样解开了。
那一天的晚饭时分，我看见母亲依

旧早早地和面，开始擀面条了。这样的
情景不止一次在我家里上演，我也是在
这样的环境下，耳濡目染学会了下象
棋。今年初在天津全运会新闻中心录制
“我是棋王”电视象棋快棋赛节目，我还
特意把这个故事带到了现场，赢得了大
家的赞许。

多少年过去了，对我这个远离故土
的游子来说，父母下棋的情景已经是脑
海中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我总忘不了

父母下棋后的默契，互相做着适合对方胃口的饭
菜，谁说这不是爱情呢！

是的，生活中蕴含的爱情意境，不是华丽的词
语可以表达的啊！

光影中的红色印记（三）

《上甘岭》:

英雄忘死驱虎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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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熊乐园4》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奔腾年代》第27、
28集 大姐为救得重病的
侄子，用金条跟别人买进
口药被公安人员抓了现
行。刚刚回来的常汉卿夫
妇得知此事立刻赶到医
院，请求公安人员先用药
救孩子，最终在冯仕高的
担保下得到准许。金灿烂
请冯仕高吃饭，希望他释
放大姐。冯仕高提出了
两个条件：让金灿烂做监
护人并撤免常汉坤的名
誉董事职务……

天津卫视 19:30

■《母亲的承诺》第
44、45集 天柱饭馆的生
意越来越好，林秋雯和王
天柱都忙得不可开交。这
时小眼睛赶来告诉他们，
朱小芹走了。林秋雯让王
天柱赶紧把朱小芹追回
来，王天柱表示自己无法
回应朱小芹的感情，她真
的要走也只能让她走。林
秋雯在海边找到朱小芹，
和朱小芹敞开心扉地谈
心。林秋雯理解朱小芹的
痛苦，她也坦然地谈起当
初和董援朝离婚后的绝
望，她告诉朱小芹要乐观
面对生活中的磨难和无
奈，幸福说不定就在不远
处等着她。朱小芹终于被
林秋雯说服，答应跟着她
回去……

天视2套18:25
■《夜市人生》第34、

35集 被开除的汉良酗
酒麻醉自己，叶静束手无
策，莉莉来劝汉良，却被
汉良骂走。魏红到来，
苦口婆心地劝汉良，汉
良终有所动，答应要振
作起来。汉良来到夜市
找活干，这让一直喜欢
汉良的莉莉大喜过望，
主动提出让汉良跟着她
一起卖饮料，却被汉良
冷冷拒绝。刚好一个卖
女士内衣的摊贩要回老
家，魏红做说客，摊贩将
一批女士内衣以很低的
价格转让给了汉良……

天视4套 21:00
■《哎呦妈呀》斑秃

不是成人的专利，有时也
会悄悄打扰到小朋友，那
什么原因会引起斑秃？斑
秃需要治疗吗？在今天节
目中，我们请到了天津市
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李钦
峰，与大家一起聊聊孩子
头皮问题——斑秃。

天津少儿 21:20
■《今日开庭》李先

生和周先生是一对十分
要好的朋友，几十年了，
关系十分融洽。可是，前
不久的一点儿事却让这
对朋友反目成仇，打起了
官司。他们之间发生了
什么呢？

天视6套 18:00

重起炉灶
陈省身研读数学，已经在1919

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虽然也
学过《笔算数学》那样的旧式教科
书，但毕竟再也没有“西学为体，中
学为用”的枷锁，数学符号也走上国
际轨道。余下的任务，便是努力追
赶国际先进水平，攀登世界数学高
峰。陈省身这一代，完成了他们的历
史使命。

人生道路是不断选择的结果。陈
省身的第一次重大选择是进入由姜立
夫主持的南开大学数学系。踏着姜立
夫等前辈的足迹，走上数学创造的道
路，终身和数学结缘。

叶落归根，六十年后，他又选择了
南开。

中国的传统数学到李善兰去世，
遂成绝响。中国的现代数学事业，是
重起炉灶，自国外输入既有成果而慢
慢发展起来的。

这方面最早的工作当数徐光启、
利玛窦1593年译出欧几里得的《几何
原本》前六卷，然后是1858年李善兰
和伟烈亚力续译后六卷。接着一件重
要的事情则是李善兰和伟烈亚力于
1859年译出美国数学家罗密斯的微
积分著作《代微积拾级》，成为19世纪
中叶中国乃至亚洲可以读到的唯一的
微积分著作。那时美国的数学还远远
落后于欧洲。那么，伟烈亚力和李善
兰为何会挑选一本美国的微积分教材
加以翻译?令人费解，也许是因为英国
没有好的微积分书，但是现在已经无
从考证。

20 世纪初年，数学中心依然在欧
洲。然而，却是美国对当时中国数学
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最初
的几位数学博士，几乎全部是在哈佛
大学取得的学位。出现这样的中美数
学联系，原因非常简单：美国率先退回

“庚子赔款”并用于大学教育。姜立夫
和陈省身的数学道路，都和这笔退款
密切相关。

1900年，中国发生了以农民为主的
反帝爱国运动：义和团事件。多年来，由
于一部分西方国家传教士为非作歹、横行
地方，引起民众不满。以“义和拳”秘密结
社形成的“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的旗
帜，进行反抗和排外活动。英、美、德、法、
俄、日、意、奥八国联军借口保护教士和侨
民，残酷镇压义和团民众，占领北京，清政
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向上述八国及其他
一些欧洲国家赔偿海关银 4.5 亿两(合
3.339亿美元)，这就是“庚子赔款”。赔款
期限为1902年至1939年，年息4厘。本
息总赔款数近10亿两海关银。

战争结束后，美国获得32939055两，
占总赔款的7.32%。在对有关人员进行

“赔偿”之后，发现赔款数远远超过实际损
失数，美国外交部也承认本国索赔过多并
做了修正。

再失亲人
田儿在水里用手扶着船帮，从船头

往后捯，一直捯到后舱口，他探出头来，
叫了一声：“爸爸！”没人答应，田儿愣了。
又一阵枪声过后，田儿顾不得危险，从水
里浮起，扶着船帮的手一用力，跃身翻到
后舱里，这装满食盐的艚船，在水里摇晃
起来，船帮溢进了盐沟里的水。

“爸爸！爸爸！”田儿不停地呼喊，
仍听不到爸爸的回应，他伸手去摸，在
这漆黑的盐船后舱里，他摸到了一把热
乎乎的黏液，“啊”，田儿一惊，回手又一
把，摸到了爸爸的身体。他用力抱着爸
爸，高声地喊着：“爸爸，爸爸！”他觉得爸
爸的头微微动了一下，田儿把头低下，
紧紧贴住爸爸的脸，爸爸的嘴唇似乎在
动，隐隐地听到爸爸那细微的喘息声。
田儿急了，狠劲地摇晃着爸爸的身躯：

“爸爸，爸爸！”这时，爸爸终于说话了：
“田儿，回家，叫你妈妈去找盐民游击队，
好给你爷爷、你哥哥和我……报……报
仇。”刚说完，爸爸的头歪在了一边。

田儿抱住爸爸的尸体，失声地痛哭
起来。似乎就在同时，后面船上也传来
痛哭声。一阵机枪声响起，子弹从船的
舱口上飞过，有的打在了船帮上。从盐
沟的水里冒出一个人头，说：“田儿，快
走，这儿危险。”田儿听得出，这是一同
来驳盐的隔壁赵家二哥，他哭着说：“我
爸爸……”赵二哥伸出手，一把抓住田
儿的衣服，把他拉下船来，落入水中，身
体紧靠在盐船边。一阵枪弹射过来，正
好打在船舱里。他们几个人避着枪弹，
顺着盐沟连夜摸回了家。

大娟妈听了田儿的讲述，痛苦得不

行。时间不长，就听得在街里又有几处痛哭
的声音，都是在这次夜间驳盐遭难的家庭。
这是怎么回事？日本人赶走了，穷人们还要
遭罪，谁来偿命？大娟妈记住了田儿捎回的
话，去找盐民游击队，给亲人们报仇！

天空中阴云密布，淅淅沥沥的雨点打在
身上，好像是老天也在哭泣。盐民游击队此
时在哪儿呢？他们也正在经历生死之战，要
从盐滩尽快突围出去。严志诚带领着一队
战士，在咸水村东北的盐滩上，正监视着敌
人的行动。这儿西面是一条宽阔的盐沟，盐
沟上搭着一座拱形木桥，桥头是一条横贯南
北的公路。严志诚他们二十多个人，分散地
卧倒在盐沟埝下，看着海庄以西的动静。

情况来得太突然了，游击队原计划在
三天内全部撤出，但就在第二天夜里，敌人
突然向我进攻，三水镇的盐警队、苇滩镇的
保安团、铁路上的交通警察，并且还来了国
民党正规军的两个团，同时向着盐民游击
队扑过来，驻守在滦县和唐山的敌军，也联
合出动进攻我盐区。在上级组织接到情
报的时候，天色已经大黑了，严志诚立即策
马急奔到三道桥，协同直属排一起，保护盐
管处的工作人员安全撤退。

千钧一发之时，严志诚感觉到了肩头
的责任和重担，他不由得将手中的枪握得
很紧。

11 43 伏击日军
话音未落，只听谭区长一声

“来喽，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喽！”只
见两个伪军一个胳膊上搭着一件
日本黄呢军大衣，一个披挂着鼓鼓
囊囊的子弹袋来到现场，谭区长拍
拍他们的肩膀：“今晚儿请哥俩儿
来看文艺节目，顺便借二位军装一
用，请更衣吧！”原来，这两个伪军均
已“反水”，成了我们的“内线”，不仅
送来衣服，也送来一批子弹。谭区
长大笑道：“想当年孔明祭东风草船
借箭，今天我们借东洋子弹回敬东
洋鬼子，这就叫，以其人之道，还治
其人之身！”

八路军宣传队到“小龙门”演出
的消息被日军获悉后，决定转天晚
上到“小龙门”清剿抓人。潜伏在伪
军内部的线人马上报告了谭区长。
第二天黄昏，当一队日伪军从杜家
庄出发，气势汹汹前往“小龙门”清
剿时，当地民兵和王莘等剧社成员
早已埋伏在山坡草丛中，当敌人走
进伏击圈时，民兵拉响了地雷，当时
便炸死一个伪军和一条大洋狗，日
军见有埋伏，丢盔卸甲，落荒而逃。

人民战争锻炼了人民，也教育
了人民。他们身上所迸发的智慧和
力量，令王莘深感现实生活是艺术
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创作源泉。王莘曾这样总
结他抗战时期的创作：歌
曲，和其他艺术形式一样，
来自生活又丰富了生活；来
自革命斗争生活，又鼓舞了

人民的革命斗志。首先，它是用一种短
小精悍的方式，使得诗词和音乐结合，
迅速而又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生活中的
思想情感来。它形式短小又具丰富容
量；简单易懂又意味深长；节奏单纯平
易又富于变化；乐句通畅易学而又新鲜
独特。这即是群众歌曲简练与丰富的
对立统一。其次，歌曲虽是听觉艺术，
却要具有鲜明的形象性，努力营造出一
种特定的意境与氛围。最后，每首歌曲
还要有其独特风格，包括一定的时代和
民族特色，使之与众不同，令听众喜闻乐
见。总之，“一首歌曲不管经过多少精雕
细琢，如果没有真实的情感，就不能打动
人心。而真情实感来自生活，对生活有
了体察入微的感受，有了各种各样的激
动，到了非唱不可的程度，经过酝酿，寻
到恰当的表现形式，才能将生活中所感
受到的情绪转化为音乐。在这个时候，
可以说作者在为人民歌唱，也可以说是
自己在纵情高歌”。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日趋
残酷的相持阶段。8月14日，侵
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
次经过周密策划，下令开始他上
任以来的第一次大“扫荡”——
即“晋察冀边区肃正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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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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