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宗浩（1880—1957）字养吾，
号石雪，因藏有宋·文同《雪竹》巨
幅，自号“竹圣楼”。江苏武进人，久
客通州，故操北音。巢章甫曾在
1948年《天津民国晚报》“艺文新
语”专栏中讲：当年徐石雪已69岁，
“犹健步健谈如昔时”。陆辛农先生
在《艺籁杂笔》中说：1962年，徐石
雪由北京派来天津，任新华信托银
行副理，他一到天津便拜著名诗人
王安仁（即王守恂）、名
文人赵生甫（城南诗社
成员）为师，打下在天
津文人墨客中的立足
点。并由广智馆戴蕴
辉转送给陆辛农先生
一个扇面：一面画竹，
颇具书卷气息；另一面
写书法，其字仿赵子
昂，亦得其精髓。正如
巢章甫先生说的那样：
徐“画竹与作赵文敏
字，北方当推第一”。
陆辛农先生还说：

“他喜爱江湖文人的那
一套，如定买杭扇，要
扇工在扇面加上‘徐石
雪监制’五字。买湖
笔、徽墨、王六吉宣纸
亦要刻上、印上这五字。”我就存有
徐石雪摹写的唐荆川先生遗像数
张，每张纸上面的左下角皆印一方
“竹圣楼”印。

徐石雪从15岁学诗文，亦学画
竹，1920年被聘为北京中国画学研
究会评议，1926 年任该会副会
长，还担任过北京书法研究社副
主席等。1952年10月5日与齐白
石等人共同创作了《普天同庆》赠
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曾致信齐白石
先生，说：“白石先生，承赠《普天同
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

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
闇、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
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952年 11月，徐石雪被聘为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57年 3
月 25 日，徐先生病逝，终年 76
岁。临终遗嘱：将毕生收藏的大量
珍贵书画、图书和自己的作品全部
捐献给国家。为此，国家文物局专
门在故宫博物院举办徐石雪捐献

文物展。
徐石雪先生收藏的

文物颇多，其中宋·文同
《雪竹》巨幛可能没被几
批全国书画鉴定专家视
为文同真迹。但他捐献
的赵孟頫行楷《淮云院
记》册现藏于北京故宫
博物院，赵孟頫以篆书
写了“平山路崑山州淮
云院记”10个字，用行
楷书写了淮云院建造的
过程：“建造者顾信系淮
海崇明之钜族，其上世
曰德者，至元辛卯来居
吴之太仓，”并“捐己产
为倡先发建大殿，自造
山门。而朱长青邦富创
华巖经阁……不四三

年，一切皆备，昔也，榛莽荒芜，今
也，丹碧辉耀，见者色然莫不起敬”，
此卷应是赵孟頫中年后的优秀作
品。此外，徐石雪捐献的还有“文、
沈诸大家墨本甚备”（姜书丹《艺术
教育杂著》235—236页）。

徐石雪先生一生论述颇丰，著
有《文湖州竹派谱》《墨竹论述辑要》
《万竹庐墨竹诗存》《画竹人传》《石
雪斋诗文集》《松雪斋书画考》《赵文
敏年谱》等。这些论述如能选择再
版几部，对中国书画的研究也是非
常有意义的。

“我们是党的耳朵，党的眼睛！”
八路军电报专家李侠，从延安被派
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刻不忘自
己的使命。在日寇的严刑拷打和特
务的金钱引诱下，矢志不渝，坚贞不
屈，表现了共产党人信仰的无敌力
量。巾帼导演王苹在影片《永不消
逝的电波》中着意塑造的这一形象，
成为中国电影红色经典时代共产党
员的感人形象。

影片《永不消逝
的电波》是反映我党
隐秘战线的作品。
此类题材的影片多
以惊险和悬念取胜，
不是神话了人物，便
是淹没了人物。王
苹冲破传统窠臼，让
与魔鬼搏斗的英雄
回归普通人。诡谲
的情节、神秘的氛
围、吊人胃口的悬
念，均不是她所追求
的东西。在她的镜
头里，了得的电报专
家李侠，也给孩子吹
喇叭、买口琴、讲故
事、唱摇篮曲；出狱
后，安慰心疼他的妻
子；中秋节，想念曾
一同出生入死的延
安战友。骨肉情、战
友情、夫妻情集于一
身，堂堂铁汉，似水
柔情。王苹把隐秘
战线的险恶环境作
为留白，腾出空间描
画人物。用更多的细节去展现一位
革命战士“爱的人性本质”和淳朴的
精神本色，让人觉得亲切可爱，真实
可信。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可以
有理由相信，他战斗在敌人的“心
脏”里，轻易不会被发现，能够完成
党交给他的神圣使命。

王苹的艺术追求曾不被人所理
解，在遴选演员时就骤起争议。有
人认为：让一身儒雅之气的孙道临
来演李侠并非上策，应该挑个具有
威武之气的演员来担纲铁骨铮铮的
李侠。王苹不以为然，理由是：“孙
道临身上的儒雅之气也许是个长
处，可以用来掩饰身份，麻痹敌
人。再者，他在《渡江侦察记》里演
的李连长很有军人的味道嘛！”当
然，她还有更充分的理由：她接触
过多位党的地下工作者，尽管相貌
各异，但都稳重不张扬，在孙道临
的眼神里，她恰恰看到了这种沉稳
之光。后来，影片中多次出现李侠
的眼神特写，孙道临将人物不同时
刻的心境展示得相当精彩。

请袁霞来演李侠的妻子何兰芬，
受到的非议更为强烈。有人认为，她
只上过一部戏，在《激战前夜》中饰演
的周洁不够出彩，让她承担关乎《永不
消逝的电波》成败的女一号，是对艺术
的不负责任。有位领导言辞凿凿：
“如果让袁霞来演，我不签字！”在这
种为难的窘境下，王苹并没有退却，
据理向领导解释她为什么要请袁霞

来演何兰芬。理由之
一：剧中人是由纺织工
转身为李侠的助手，她
不是阔太太，更非交际
花，必须让她坚守一种
淳朴，透出一种“土”
气，否则还是何兰芬
吗？来自山东的袁霞，
本身就朴朴实实，身上
具有何兰芬的灵魂底
色。其二，袁霞拍《激
战前夜》时，口碑有加，
她不畏蒋军的炮火，坚
持在嶝岛深入生活，险
些中弹牺牲，精神可
嘉。《激战前夜》是她的
银幕处女作，不能因为
不尽如人意，就将其冷
藏。她才25岁，应该给
她机会。王苹恳请领
导能做个伯乐，并开玩
笑道：“也许袁霞就是
一匹千里马呀！”嘿，王
苹的预言居然成真，由
于在《永不消逝的电
波》中的出色表演，袁
霞荣膺第七届索波特
“为自由而奋斗”国际电

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后来，她暮年奏
雅，又获得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金
凤凰奖终身成就奖。倘若没有王苹的
力荐，影坛也许就少了一位明星。
王苹笃信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她

带领孙道临、袁霞等人去拜访何兰芬
的生活原型——革命前辈裘慧英女
士，聆听其与李侠的生活原型李白
的非凡经历；瞻仰他们开展隐秘工
作的居所，参观李白受拘押、拷打的
监狱……那些日子，他们感受到塑造
英雄的责任，激励自己要为他们献上
一束心血之花。孙道临勤学苦练，
仅用一个月就掌握了娴熟的发报技
术；袁霞冒着酷暑在小作坊里学习
缫丝……王苹自己也成了拼命三郎，
“义卖公演”一场，群众演员达1500名
之多，她带病执筒，连拍三个晚上，每
天连轴转14个小时左右，嗓子嘶哑得
说不清话，只好用手势指挥……
银幕上，李侠发出的电波永不消

逝；银幕下，英雄的信仰激励着电影工
作者三更灯火五更鸡地拼搏忙碌着，
为繁荣民族的电影文化奉献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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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行述”
刘景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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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古人传记，常见一种文体叫做“行
述”，是子嗣辈记述父母终其一生行迹行为
的文字。它应该属于《文心雕龙》列举的
“诔碑”一类，都是对往生者而作的记载，但
又各不相同。诔，就是累，累述罗列逝者的
德行。所谓“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
而哀终”。碑，就是裨补，人亡而碑在，就是
对人生的一种裨补。“其叙事也，该而要，其
缀采也，雅而泽”。诔碑的这些特质，行述
或都具备。但行述，却不是选录，也不是该
而要，它统体记叙而不评论，编年为序，记
录一个人的履历言行。它不必“荣始而哀
终”，也不必点缀文采“雅而泽”，而绝对要
真实而准确。又因为行述都是伴随过述主
生前岁月的亲属所记，旁人无法代替。这
一点，也和诔碑多为知情朋比所作而相歧
异。如此说来，行述的史料价值，比之那些
追悼文字实用得多。所述行实种种，虽写
一人，而能透视一个人的历史时代，其所经
历处境遭遇，都是正史难有的微末细节。
读一个人的行述，既能了解他和他的社会，
也能窥察到一个人命运的哲学意味。
近年，陆续读过几位天津关系人的行

述，既认识了那个他，也认识了家乡天津。
《周武壮公遗书》里，有周盛传的儿子

周家驹记乃父的行述。周盛传是李鸿章的
亲军营，盛字营和传字营的统帅，还是天
津镇总兵。他的行述里有李鸿章的踪迹
及人格。周盛传所处的时代，从清道光十
三年（1833）到光绪十年（1885），是清代
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太平军、捻军，乃至
中法战争等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他一生
两件事名世，一是参加平定太、捻战争，一
是在小站屯垦建立小站镇、拓植小站稻。
读他的行述，我们可以知道：太、捻战争的
战场状态；当年地方办团练的情况；小站
镇和小站稻的起源；天津与安徽的关联；
清军军种、编制、装备、武器、冷热兵器的
演变过程；以及晚清的国防投入等情况。
他的行述中，记载周盛传收养过张姓故人

的一个孤儿做义子，取名莲芬。张莲芬其
人，就是近代著名民族工业中兴煤矿公司
的总经理。而袁世凯的家庭教师周道如，
也即冯国璋的续弦夫人，就是周盛传行述
里记载的“孙女二”之一。这就把不同阶
段的历史人物连缀起来了。

因“买田天津”“辟草莱而耕”，成就了
《农政全书》的徐光启，是明代和天津结缘
的科技巨擘。徐光启的儿子名徐骥，《徐
光启全集》里也有徐骥作的徐光启行述。
读徐光启行述，可以得知徐光启的治学皆
与处境攸关。因生活所迫，“教授里中”
“以馆榖自给”，所以研究经学。因大水、
大旱、大疫，“民大饥”“民死无算”，所以
“课农学圃”研究水利。因加入天主教，结
识利玛窦，所以引进几何学、算学。因抗
倭、抵御清兵等兵荒马乱，所以研究练兵
制器。因负责观测月食，考订历法，所以
论述天文。徐光启的经学著作有《毛诗六
艺》《渊源堂诗艺》《芳蕤堂书艺》《四书参
同》《子书辑》等十几种。农学、水利学著
作有《农政全书》《甘薯疏》《农遗杂疏》《泰
西水法》等多部。算学译著有《几何原本》
《测量法义》《勾股义》等数种。兵书著作
有《兵机要略》《火攻要略》《虏情》《边备》
等成套丛书。天文学著作有《测天约说》
《元史揆日订讹》《恒星历指》《日食疏》等
卷帙恢弘。从而可以认定，他是一位为解
决人生社会实际问题，应对彼时的需要务
实的科学家。
行述，或者被理解为，只有史传人物才

有这样的记载，芸芸众生不在此列。其实，倒
不如说，行述，是文化人的礼数，是文人对父
母最透彻的认知和追念；是为人子者，为继承
先辈德行而集成的文字依据；是中华薪尽火
传的独特文化。
世居天津的大书法家华世奎，为其过世

的父母所作的行述，恰可归为平民，而非史传
人物行述的典范。其两篇行述，除依例述详
了父母世系外，并没有为逝者编年序次。而
是选择了几段重要经历，几个涉及的层面，细
数乃父乃母的秉性，有谈吐，有细节，颇类小
说笔法，从而展现了文笔的独特。
华世奎的父亲华承彦，曾经谋官而未能

得到，是一位业盐为生的商人。在家道衰
落，盐业亏损，大量举债，即使“罄产（亦）不
足当十之二”“责其偿者往来如蚁”多方逼迫
的情况下，他“含垢忍辱，日奔走呼号于主券
者之门”，以诚信安抚债主，平息怨愤。然后
委身整顿自家晒盐的引岸，之前导致亏损的
混乱现象种种：有私下为别家供盐的，有在
引岸范围内私开盐池的，更有偷盗强抢成品
盐贩卖的——华承彦清其流，畅其源，以图
其新。事必躬亲，“或枕席未温，又秣马脂车
他往”，从早到晚不得休息。甚至穿着棉衣
出发，奔走到穿单衣都未曾停歇。苦干了四
十年，欠债才“稍稍尽矣”。
华承彦与弟兄有约，家庭生活不须他

管，他只承担所欠债务。为此还立下字据，
知会亲属。但是华承彦仍然顾家。侍奉双
亲、岁时祭飨，族人婚丧无不尽其礼。几番
修家谱，修墓田，无不尽力，因上坟翻车摔伤

股骨，拄上了拐，也没减免祭扫。一生节衣
缩食，而为子姪精选教师，不怕多花钱。子
弟敏学的勉力，荒嬉的训诫。兄弟有急事，
他周济。孤嫠衰疾，他赡养。伯兄早亡无
后，他让儿子华世奎一子二祧。六姻九族，
身受其惠者，无不心悦诚服。

天津老西开原是乱葬岗，有侨商勾结洋
人，在那里建赌场妓院，成了盗贼人渣的渊
薮。乡里几次告官，也得不到清除，最终还是
华承彦率人到北京告发，上谕直隶总督裕禄
出面整治才得除害。

庚子八国联军首攻天津，大肆烧杀。华
承彦率民众与侵略军交涉，止住了乱杀无
辜。外军困城，市民出入受限，断水断粮，因
华承彦的交涉才得以解禁。外军要拆城墙扩
道路，一千多家将失去谋生的处所，众人又推
举华承彦出面力争，得到“约缓其期”，等到乱定
兵解，百姓的生路保住了，人们要给华家挂匾
颂扬，被谢却。河东盐坨被法军、俄军占领，破
坏了输售秩序，华承彦向外军陈情，说好了，没
凭据的，不准动盐坨，正议恢复常例，忽然有不
法商人，通款外军，纷纷来盐坨货卖无税之
盐。华承彦只得率存盐商户，到北京上书李鸿
章，最后花了数十百万赎金保住了盐商利益。

此外，行述还记载了华承彦研究易学，探及
四书的功业，以及雅好收藏的情趣，等等。

华世奎的母亲，是一位不见经传的家庭
主妇。华世奎为其母作行述，也能洋洋洒洒
地写出了她的有教养、知礼数，对顺境、逆
境；对长上、妯娌、晚辈、佣人等的敬谨、仁
慈、慷慨、宽厚。其品格，即使在今天，依旧
是一种典范。

上述所列行述，读来都使人获益匪
浅。其关乎天津掌故的一面，又让海河乡
亲倍感亲切。还有更应看重的，除却行述
是一种文体外，它还透显了子女对父母的
了解和情愫。令我们深思，自己对父母能
了解多少？能继承做人的有哪些？能向后
来人传递什么？

题图摄影：李磊

曾任新蕾出版社美编室主任的王治华先生，
是天津一位资深的美术编辑、装帧艺术家、儿童插
图画家，然而他又是一位漫画家。上世纪60年
代，他与于化鲤、段纪夫等人共同发起成立天津漫
画学会，组织大家创作漫画，举办漫画展览等活
动，为繁荣天津漫画创作作出重要贡献。

1982年，全国漫画展征集作品时，天津漫
画学会积极响应，发动我市作者积极创作，观摩
草图，集思广益，反复修改，精益求精制作，最
终数十幅作品入选，9幅被评为优秀奖，获奖数
量全国名列前茅。王治华所作漫画《难以忍受》
也在其中，画的是一位旅游者在大肚弥勒佛脚
心刻字——到此一游，此举让大佛忍俊不禁，漫
画标题《难以忍受》。

近40年时光飞逝而过，治华先生也早已作
古，然而他的这幅名作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
忆中。

漫画大师方成先生说：“好的漫画标准是记得
住、忘不了。”《难以忍受》其实是“难以忘记”。

王治华与漫画《难以忍受》
左川 文并图

本周推介的电影《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上映于
2016年，改编自1977年《星球大战：新希望》片头的一段文
字，讲的是“反抗军的间谍窃取了帝国的终极武器‘死星’的
设计图。”虽然有《星球大战》的故事背景，但它是一部“星战
小白”都能看明白的影片，而且还能看得非常过瘾。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的第一大看点——姜文和

甄子丹加盟了影片。电影中，他们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战友，
而且两人的对手戏也特别搞笑。
. 第二大看点就是如何让《星球大战》这棵老树开新花。《星
球大战》系列的辉煌是“星战之父”乔治·卢卡斯缔造的，但
2012年卢卡斯影业被迪士尼收购，卢卡斯也宣布不再参与
“星战系列”的拍摄。没有卢卡斯的“星战”将怎样继续呢？这
就要提到一个很关键的人物——好莱坞知名制片人凯瑟琳·
肯尼迪。凯瑟琳·肯尼迪接手卢卡斯影业成为负责人之后，推

出的第一部影片就是2017年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在全
球收获了20亿美元的高票房。而这要归功于她在两个方面
做出的重要决定。第一是她曾公开表示未来的“星战”电影会
有更多重要的女性角色。这个说法很快被证实了，新的两部
《星球大战》电影——《原力觉醒》和《侠盗一号》中，影响剧情

发展方向的核心角色都是女性。第二就是她敢于启用非知名导
演。比如在《星球大战》重启系列时，她选择了J·J·艾布拉姆斯
和莱恩·约翰逊作为导演，而《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的导演
加里斯·爱德华斯就更名不见经传了。
第三大看点就是既有《星球大战》经典角色的情怀，也有

新角色带来的希望。我们可以看到像黑武士、R2-D2这样熟
悉的经典角色登场。即使是饰演帝国高层塔金总督的彼得·
库欣在1994年已经逝世，电影团队也通过CG技术让他“重
返”大银幕。这部横跨39年，连接《星球大战》原点的电影作
品究竟会带来怎样的惊喜？让我们一起走进《星球大战外传：
侠盗一号》，愿原力与你同在！
8月7日 22:06 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星球大

战外传：侠盗一号》，8月8日 15:25“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
精彩继续。

《星球大战外传：侠盗一号》：

愿原力与你同在
潘宇何映晖

老 新

南开师友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数学尚

处于转型状态。大学里能够开出微
积分以外的课程，已经很不容易。
姜立夫在南开则一人独自撑起一片
天，相继开出复变函数论、线性代
数、非欧几何等课程。在当时的中
国，已属最高水平。他讲课的水平
非常之高，清晰而又严谨，造就了一代
数学人才。“独木居然成林”，姜立夫创
办南开“一人系”的美名就此流传。

1922年因数理逻辑研究获哈佛
大学博士学位的俞大维，回国后转入
军政界，没有从事数学工作。1927
年，中国的第一位数学博士胡明复因
溺水去世。因此大家都把中国数学发
展的希望寄托在姜立夫身上。姜立夫
不仅在数学教育上享有盛誉，更重要
的是在人格上、道德上是一个现代的
“圣人”(当年胡适就这样称呼过他)。
尽管姜立夫在数学研究上并没有重大
建树，但是数学界同仁没有不服他
的。以后他担任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
所所长，成为中国数学界公认的一时
领袖，可说是众望所归。

姜立夫在南开的成功，也得益于一
些优秀学生的成长。最早培养的刘晋
年,1925年考取了清华留美的公费生，于
1930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此后即
回南开服务，擅长分析学。另外一批出
名的数学家是江泽涵、吴大任、申又枨。

江泽涵(1902—1995)是安徽绩溪
人，姐夫是胡适。由胡适帮助来到北
京，并于1919年进入南开中学,1922
年考入南开大学，随姜立夫先生研习

数学。1926年毕业后随姜立夫到厦门大
学工作了一年。次年就获得清华留美名
额，在哈佛大学随拓扑学名家莫尔斯研究
大范围分析，也于 1930 年获得博士学
位。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工作，担任系主任
多年。在培养数学人才上成效卓著。江
泽涵是中国拓扑学研究的先驱，他和他的
学生们研究不动点类理论，有显著贡献。
陈省身进入南开大学的时候，江泽涵正好
毕业离开，因此未能同学。以后陈省身到
清华大学做研究生，清华大学请江泽涵讲
授拓扑学课程，陈省身听过他的课。因
此，陈省身是江泽涵的学生。不过陈省身
那时并未真正进入拓扑学的大门。由于
两人研究方向类似，后来也有交往。

吴大任(1908—1997)，祖籍广东，生
于天津。1926年和陈省身一同进入南开
大学，两人多次同学(南开、清华、汉堡)，是
终身的朋友。陈省身回忆说：“大任是绝
顶聪明的人。他在南开中学毕业，得四年
奖学金免考升入大学，他什么功课都好。”
1930年在南开大学毕业后，吴大任和陈
省身一起被清华大学录取为我国首批研
究生。但因需要负担家庭生活，不得已先
到中山大学工作一年。1933年，英国退回
庚款举办第一届赴英国留学考试，数学科
通过者只有吴大任一人。

雨夜寻找
严志诚听说译电员没有突围出

来，感到了问题的严重，译电员身上带
着部队的秘密译电号码，一旦落入敌
人手中，将会造成严重损失。情况紧
急，他向苗瑞祥布置任务后，当即带领
突击班重新闯入敌人火力圈，去寻找
失踪的译电员。

阴沉的天，漆黑的夜，冰冷的雨点，光
滑的滩道，只有那划破凌空的流弹，带着
一条一道的火光。严志诚带领着突击班
闯过木桥、冲过公路，卧倒在盐池边，然后
顺着一条盐沟大埝，往海庄附近摸去。

流弹不时从头顶飞过，“噗噗”的子弹
钻入身旁的土埝，他们顾不得这些，只管
以沟埝做掩体，急速地沿着盐沟前行。来
到一个盐沟的丁字岔路，严志诚停住脚
步，根据自己的判断，这正是刚才接近苗
瑞祥的地方，他直起了腰，把身子紧紧贴
在大埝上，探头从埝顶上向外观察，前面
是一片片的盐池，被炮弹炸塌的池埝翻在
一边，盐池里的卤水顺着豁口往外流淌，
盐池里和池埝上躺着几具尸体。
“咣”的一声响，一颗照明弹挂在了天

空，跟着就是一阵刺眼的白光射下来，面
前这片盐池的卤水，顿时亮得瘆人。紧接
着，就是一阵急骤的枪声，子弹朝着盐池
内的尸体扫射过去。枪声过后，照明弹熄
灭，眼前的盐池又是一片漆黑。

严志诚直起腰来，他要越过这沟
埝，到那盐池里去寻找我们的译电员同
志。当严志诚刚要跨步的时候，张小虎
一步越到严志诚前面，压低声音说：“大
队长，还是我去吧。”说罢，他敏捷地越过
沟埝，直朝盐池里冲去，严志诚带着战

士紧紧地跟上。
倒在盐沟里的尸体，他们一个个地检查

过了，都是被打死的盐警，并没有我们的同
志。天空的小雨下个不停，地面的枪声接连
不断，战士们顶着小雨、趟着卤水、冒着枪
弹，在深夜的盐滩上，寻找着我们的译电员
同志。又到了一处，在几具敌人尸体当中，
发现了一名游击队员的尸体，摸到的时候，
发现他并没有完全断气。严志诚忙命令对
这位身受重伤的战士进行抢救。好大一会
儿，这个战士才慢慢地睁开眼睛。严志诚
问：“看见咱们的译电员没有？”这个身受重
伤的战士，由于出血过多，又受到雨水浇淋，
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被同志们抢救过来，
他睁开眼睛看到面前的大队长严志诚，心里
一阵火热，吃力地说：“我们刚才在一起，敌
人上来时我们被冲散了。”

严志诚听罢，立刻命令战士将受伤的
战士抬到不远处的滩铺房子，等完成任务
后一起返回，他带领突击班继续在盐滩上
寻找。当摸到一座风车近前，严志诚隐隐
约约地听到“哼哼”的响声，好像有人在用
力挖着什么。他顺着声音向前摸去，就见
在风车架子那面，有一个人影正倒地挖着
什么。因为天黑，分不清是敌人还是我们
的战士。严志诚起身，灵巧地跃到那人身
后，伸手便把他摁住了。

18 50 生死磨难
会议室内，始终洋溢着欢乐喜庆

的氛围。联欢过后，三对新人分别入
了“洞房”。所谓“洞房”，其实就是电
业局宿舍的三间日式小屋，连张像样
的床铺也没有。就这样，他们度过了
美好的新婚之夜。

1946年12月，王莘夫妇迎来了
爱情的结晶——他们的大儿子大山。
然而，新生儿的诞生，却经历了一场生
死磨难。原来，王惠芬即将分娩时，由
于胎位不正，怎么也生不下来。产妇疼
痛难忍，大声哭叫。眼看接生婆束手无
策，王莘急忙请人唤来卫生队医生，烧
好开水，铺上干净床单，为产妇打了催
产针。王莘从背后抱住妻子的腰，鼓励
她：“不要怕，医生来了，她帮你接生，我
在后面顶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孩子
终于生出来了。人们上前一看，孩子的
头是细长的，也不会哭，以为是个死
胎。王莘却不甘心，他一手抓着孩子的
小脚，一手拍打孩子的屁股，边打边说：
“儿子，你不能死！”拍了一会儿，忽听
“哇”的一声，孩子哭出声来，悬在大家
心里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王莘又将
孩子抱在怀里，轻轻揉搓起他的细长脑
袋，揉了一会儿，就感觉孩子的脑袋慢
慢变圆了。“被王莘打活的孩子”“揉圆
的脑袋”，在剧社内外，一时传为佳话。

1948年，王惠芬怀上二
胎时，同样吃尽苦头。当时，
王莘一家三口借宿在曲阳老
乡家里。一次演出归来，王惠
芬想吃点酸的，发现老乡家里
有棵酸枣树，刚刚结了果子，

便悄悄揪了几个，坐在炕上吃得正香，王莘
从外面回来，问：“吃什么呢？”“酸枣。”“哪
来的？”“院里的树上揪的。”“咱们是共产
党，怎么能随便吃老百姓的东西呢？”话虽
这么说，做丈夫的确实也心疼啊！想起在
冀西山区，他曾吃过在河里沤过的柳树叶，
又苦又涩，难以下咽。可现在不同了，妻子
身怀六甲，正是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而根
据地的条件又如此恶劣，令他深感愧疚却
又无奈。所以，点到为止，纪律不能违反，
人情也不能不要，绝不能在此时伤了妻子
的心。

老乡的院子里挖了一口地窖，里面贮
藏着山芋。为防雨淋，洞口盖着一口大铁
锅。这天夜里，怀孕的妻子躺在炕上，翻来
覆去，辗转反侧，痛苦得无法入眠。
“你怎么了，媳妇？”王莘温情地摇晃着

妻子臂膀，关心地问道。
“我胃里太难受了，一股股酸水往上冒……”
“你等等，我去给你找点胃药！”
“不用，我就想吃块山芋……”

王莘知道，山芋就在房东
的地窖里，找老乡索要两块是
没有问题的，他们与房东关系
一向处得很好。但现在，夜深
人静，房东一家早已睡下，怎好
打扰人家？

南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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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奠宙 王善平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歌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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