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题外：1949年12月11日，中共中央决定在北
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隆重举行安幸生等18位烈士
忠骨安葬仪式。敬爱的周恩来总理走到安幸生烈
士的遗孀面前，握着她的手说：“你不要哭，我们两
人好好抬着我们的战友、同志、亲人吧。”再看总
理，早已泪湿面颊。安幸生，1922年入党，早年与
于方舟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曾任中共天津地委执
委、天津总工会委员长、中共顺直省委组织部部长
等职。多次组织声势浩大的天津工人运动，联络
天津26个团体，成立了“天津反对帝国主义联
盟”。至1927年9月牺牲前，他先后9次回到家乡
天津北部农村三河头一带，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农
民联合起来斗争……这里，并不是要写安
幸生，而是写和安幸生一样抛头颅、洒热血
的革命先驱，那些同样拥有丰功伟绩的无
名英雄们。

时间回到那个血雨腥风的年代。
星夜。一位瘦削的青年男子，趁着夜

色急匆匆赶路，他叫韩柏，奉中共冀中地委
的指派，到天津北部郊县农村开展地下斗
争，他的公开身份是当地公立第六小学教
员。走到村口，一个青年农民从墙角处闪
出，他把手里的白布条晃了晃，韩柏干咳了
三声，青年农民便一声不吭地转身朝前走
去，韩柏紧随其后。穿过两条胡同，韩柏来到一座
宅院，与青年农民径直进了西面一间土屋。院子
很大，房子有十几间，大多是土坯房，只有最老的
南屋是用青砖砌成。

这个青年农民叫安春发，是附近砖窑的窑
工。这里是安春发的家。韩柏把手里提着的东西
交给安春发，嘱咐他一定要藏好，不要让任何人发
现。此时，韩柏并不知道，和他一样带着相同任
务，来到天津北部郊县农村开展地下工作的还有
其他几位同志，他们被派到不同的地域，以不同的
公开身份做掩护，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他们的主
要任务是团结群众，打击日伪，扩大我党的抗日游
击根据地，掩护上级同志，发展武装力量，领导群
众与地主恶霸斗争。

清晨去学校的路上，韩柏发现，被日本侵略军烧
过的村庄，到处断垣残壁。很多房屋黑黢黢的，没有
门窗。姑娘不敢梳辫子，小媳妇不敢缠发髻，脸上涂
着锅灰，戴着男人的帽子，低头弯腰双手抱胸一路小
跑。韩柏咬咬牙，握紧拳头，心中暗想：要把群众团
结起来，要尽快建立民兵组织，开展武装斗争。

韩柏白天在小学里教书，晚上住在学校里。
落稳脚跟，韩柏便借去安春发家取棉被的机会，把
东西藏在棉被里，带回学校他住的地方，藏在床铺
下面挖好的地洞里。那是一台老式油印机，看上
去是一个小手提箱一般的长方形扁木箱。

一个夜晚，韩柏把他的房间窗户用棉被封上，拨
亮油灯。同时到来的除了安春发，还有同校青年教
师马玉树。马玉树和安春发同村，年长安春发两岁，
都是二十出头年纪。两人在这里见到，都感到意外
和惊喜。韩柏到学校后便开始物色思想进步的合适
人选，发现马玉树后，便经常和他聊天谈心，向他宣
传党的新思想，最后确定马玉树为重点培养对象。
马玉树的父亲马臣是远近闻名的乡医。一提起马臣
膏药，十里八村没有不知道的，膏药专治骨折和跌打
肿痛，用上马臣的膏药，疼痛马上减轻，伤处很快愈
合。马臣早年在外奔波，曾参加黄兴的同盟会，后来
回到家乡，一心做起了乡医。

韩柏取出油印机，他们开始忙碌起来。马玉
树负责刻写，安春发负责推印，韩柏负责整理装
订。这是一份油印小报《晨钟月刊》，样刊是安春
发从村东头一棵老槐树洞里取来的。

校园里，有一位老校工为他们放哨。老校工的
家在邻村，原来在村里开一间杂货铺，日本鬼子放
火烧村的时候，他的杂货铺被毁了。老校工成了他
们的哨兵。平时，老校工也在暗地里保护韩柏。

在韩柏的影响和培养下，安春发和马玉树意
志愈加坚定。让安春发和马玉树终生难忘的是他
们的入党宣誓。那是在安春发家的地窖里。地窖
是冬天用来贮存大白菜的。大白菜可以帮助人们
度过一个冬天，不至于被饿死。地窖选在墙边背
阴处，大概一人深，梯形，上窄下宽，有半间屋子那
么大，顶上搭木棍、树枝，再苫上厚厚的稻草帘，留
一个一米见方的洞，够一个人踩着木梯下去。在
天津北部农村，几乎每家每户都有在自家院子挖
菜窖的习惯。冬天过去，菜窖就成了农具杂物间。

那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啊，在安静而黑暗的菜窖
里，油灯、誓词，年轻的脸庞，起伏的胸膛。周围的
一切都显得那么庄严、神圣。此时此刻的安春发和
马玉树，都是深深地吸一口气，眼睛放光，满脸幸
福。面对一张印制的入党誓词，上方是马恩列斯毛

像，左右各一面党旗，中间是入党誓词。韩柏带着
安春发、马玉树宣誓……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奋
斗、要做群众的模范、保守党的秘密、百折不挠、永
不叛党。三双有力的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一个农村党支部，就这样在北运河畔秘密诞
生了。这是天津地区成立最早的农村支部之一。
之后几年，安春发又发展了附近村的党员，建立了
联村党支部。富有斗争经验的韩柏，为了安全起
见，决定转移隐藏油印机的地方，他和安春发、马
玉树商量。马玉树说，只能藏在我家或他家，他指
指安春发。安春发说，就放在我家菜窖里。马玉
树说我家也有菜窖。韩柏说，放油印机的地方要

特别隐蔽、特别安全才行。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决定在马玉树和安春发家的菜窖里，各挖一个洞，
还可以挖大一点，够他们三个人干活儿最好。对，
挖长一点，能够救助伤员，把他们藏在更安全的地
方。这两个地方要是通着就更方便了……说着说
着，他们的眼睛都不约而同地闪亮：地道！三个人
几乎异口同声地说。

三个人决定在安春发家的菜窖里，向马玉树
家的方向挖一条地道。安春发拍着手，兴奋极了，
他说我组织几个民兵，明晚就开挖，再找几个窑工
兄弟，烧一窑砖……他们兴奋得手舞足蹈。就这
样，一条从安春发家到马玉树家的地道，在黑夜里
悄悄地打通了。后来，他们又在途经的地方，凿了
几个隐蔽的出入口和通风口。一些党的文件、传
单和《晨钟月刊》等，就是从这里刻印出来，送往各
个地下工作站的。

从地道里掏出来的土，大部分被运到村外大
洼。那片大洼有十几个烧砖的土窑，安春发和村
里的几个民兵都是这里的窑工，他们每天取土烧
砖。日本鬼子为了控制水陆交通，选择北运河东
面一个古驿铺驻扎下来。
窑主拒绝给小日本烧砖建
房修工事，被日本兵杀害，
抛尸荒野，不许家人收
尸。安春发趁机鼓动窑工
们四散逃回家，砖窑因此
废弃了。

地道越修越长，通往废弃的砖窑，通往北运河
堤岸。堤岸上的两个出入口，一个在河水转弯处，
一个在大石头后面的树洞里。地道大约修了三
年。转眼到了麦子即将成熟的季节，韩柏召集联村
党支部会议，决定抢收离砖窑不远处的一块大洼麦
地，分给贫苦百姓。他们做了详细分工：各村民兵
的具体抢割位置，麦子割好后谁负责打捆、码放在
哪里，谁负责运向砖窑，地道里谁负责堆放，等等。
韩柏就是这样，任何行动他都会做得详细周到，他
说出了差错就是掉脑袋的问题了。那片麦地很大，
是河西面一个姜姓地主的，平时有家丁看守。

夜，星空，水沟，土坡，大槐树，民兵们埋伏在
四周，做好准备，口哨声一响，民兵们手持镰刀，奔
向麦地。家丁一看人多势众，不用谁制服，抱着脑
袋撒腿跑了。麦地里，只有镰刀的“刷刷”声和粗
壮的喘息声，多么诱人的麦香啊。这回有了白面，
能吃上成形的尜尜汤了。有人干脆搓一把麦粒扔
进嘴里，大嚼着，黏黏的，香香的。成捆的麦子被
几辆人力双轮轱辘车运往砖窑。等姜姓地主带着
家丁赶来的时候，麦地早已空空荡荡。姜姓地主
望着麦地说：总比被日本兵抢了好。原来，村里的
伪保长早就告诉他，麦子熟了要磨成面粉，送到日
本兵营去。

麦子从地道里悄悄流出，分给了穷苦村民。
从村民的笑脸上可以看出来，他们分到了麦子。
其实，藏麦子之前，刚刚从地道里运走一批存放的
布匹。布匹是运往抗日游击区的，那些布匹是马
玉树的舅舅赵耀庭捐赠的。

赵耀庭曾和马臣一起参加了黄兴的同盟会，
后来马臣回到家乡，不再过问政治，专心做了一名
乡医。赵耀庭与马臣不同，他更倡导“实业救
国”。回家乡后，他开了一家织布厂，从日本进口
了几台织布机，雇了数十名工人，仿照洋式织成布

匹，作为爱国布批量销售，
生产日夜不停。赵耀庭为
人慷慨，北运河上的那座吊
桥，就是他出资修建的。因
为韩柏，因为马玉树，赵耀
庭工厂里生产的布匹，源源
不断地运往抗日根据地。
而地道，成了布匹运送之前
的秘密仓库。
就在麦收后不久，韩柏

又接到一个任务，护送上级
同志到北宁铁路线。这次在

地道里，韩柏手里多
了一张地图。他们规
划了两条路线，但无
论走哪条路线，都需
要渡过北运河，怎么
办？坐摆渡过河，摇
船的目标太大太危
险，而河上唯一的吊
桥，偏离选择的路线
不说，那里早就被日
本兵把守着。

他们的思路断
了。韩柏说，我们先商量一
下派谁去护送吧。安春发
说，当然是我去了，我会打
枪，再带一个民兵。韩柏说，
你留下，我们的地下斗争更
需要你。马玉树说，我们找
两个水性好的民兵党员参
加。韩柏点点头。
第二天晚上，地道里多了两名健壮的青年。他

们五个人一起，制定了周密的护送计划。那是个没
有风的溽热夜晚，韩柏躲在砖窑僻静处，盯着对面
树林深处。他看到三个人影，由远及近，朝砖窑的
方向猫腰跑来，中间是一位身材高大的同志，一左
一右是安春发和另一个青年民兵。看看四周没人，
他们迅速进了砖窑。
来人魁梧，气宇轩昂，他和在场的同志一一握手

问候，接过马玉树递上的一碗尜尜汤，尜尜汤还是
热乎乎的。韩柏对两个民兵耳语了一番，他们就顺
着地道，摸到了堤岸的一个出口。出口早就藏好了
一扇门板，那是一扇厚厚的大门。拨开覆盖在上面

的乱树枝，他们把门板放到
河面上，然后一左一右，肩扛
门板，大半个身子浸在水里。

那晚，北运河水似乎觉
察到什么，比平时安静许多，
如婴儿，轻轻呼吸，没有一丝
流淌的声响。来人轻轻上

去，手里抓着自己的鞋子，蹲下。他朝岸上的人挥
挥手，又用力地握握拳。水里的两个民兵游动起
来。北运河水荡着波纹，时间仿佛凝固了。三个人
上岸后，迅速向北宁铁路的方向奔去。韩柏、安春
发、马玉树回到地道里，焦急地等待消息。
那两个民兵回来的时候，已是后半夜，恰巧遇

到巡逻的伪军，伪军大喊“站住”，并朝他们开枪，
子弹从他们身边“嗖嗖”飞过。两人跑到河边，一
个猛子扎下去，就再找不见人了。伪军朝河里放
了几枪，半天不见人影冒出来，便悻悻地离开。在
地道里的韩柏听到枪声，大喊糟糕……当他看到
两个水淋淋的人笑着站在他们面前时，悬着的一
颗心才放下来。韩柏说，你俩不愧是水性最好的，
并使劲拍拍他们的肩膀。
被护送的那位上级到底是谁？当韩柏后来在

党中央领导人的名单里，看到他的名字时，内心顿
感欣慰。当他把这个信息转告安春发等人时，虽时
过境迁，但他们都觉得，自己当年做了一件了不起
的大事。
那扇大门是谁家的？不用问，当时谁家能有那

么好的大门？当然是安大珩家的。一边修地道，韩
柏一边找机会，接近村里的伪保长安大珩。马玉树
建议，说他父亲马臣和安大珩两人经常喝茶聊天，
有一些交情，不妨试试。于是，韩柏登门拜访马
臣。对儿子马玉树在鼓捣什么，马臣早已心知肚
明。他自己年轻时也曾踌躇满志，看见儿子也想做
大事，觉得儿子像自己，嘴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却满
心欢喜。不用说，韩柏与马臣的接触很顺利，马臣
答应韩柏，试探安大珩的态度，说服安大珩把伪政
权改造成虚实结合的“两面政权”，表面应付日本
人，实则为我党做事。
马臣摆了招待贵客的一桌酒，韩柏、安大珩和

马臣三个人推杯换盏。酒席间他们说了什么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韩柏关上马家大门的时候，村里的公
鸡正摆开阵势，扯开嗓门，扯碎清晨的宁静。韩柏看
到北运河将旭日从河底托上来，“哗啦哗啦”将它清
洗得红润透亮，送上河床。韩柏神轻气爽，走路如
风，他长吁了一口气，看到了越来越明亮的天空。

马臣给韩柏最深的印象，是留着一绺山羊胡子，
谈吐有度，笑声爽朗，人很开明。马臣救治了我们不
少伤员。安大珩呢？安大珩嘛，人深沉，看上去很有
城府，虽然是伪保长，但他骨子里是爱国的。安大珩
家有哥儿四个，他排行老二，老大在天津城里经营祖
产“四和桅灯厂”，老三随冯玉祥的国民军走了，老四
参加了八路军。很多煤油灯都是“四和桅灯厂”给我
们党提供的。后来听说日军要把桅灯列为军用品，安
大珩马上向他哥哥报信儿，毅然关停了工厂。尤其是
在抢日本军需营盘这件事上，安大珩搜集了很多日军
的详细情报，提供给地下党。

韩柏说的那个营盘是日军的军需仓库。营盘
很大，原为清末建的陆军讲武堂，冯玉祥率国民军
与李景林在北运河两岸开战时，曾在这里屯兵，所
以周围村民习惯叫它营盘。营盘占地足有二十多
公顷，分东、西两个大院，南围墙为砖砌，其余是土
围子，四角有高出围墙的岗楼。变成日本侵略军的
军需仓库以后，日军又加固了岗楼、围墙，把守森
严。东、西两院中间有一个弹药库，日本兵的驻地
离营盘有两里地。

在地道里，韩柏十分严肃地对安春发和马玉树
说：随着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地委领导做出
“抢营盘，全歼日本兵”的重大决定。我们的前期任
务是摸清日本兵驻地和营盘的详细情况，越细越
好。韩柏说，这次行动事关重大，不能有丝毫马虎。

安春发说，村里很多老人都清楚营盘布局。马
玉树说，还有被抓走修岗楼的，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
一些情况，他一拍脑门说，老校工的弟弟不是被抓
去，在营盘里给日本兵做饭吗……低着头的韩柏半
晌没说话，他忽然抬头说：还有一个更好的渠道。安
春发和马玉树盯着韩柏——安大珩。对了，安大珩
是最合适的人选……韩柏说，哪条线索我们都不能
放过，说完站起身：我这就去找安大珩。

抢营盘行动开始了。丰玉宁联合武工队、华北
人民抗日自卫联军第二十六支队、二十七支队、回民
支队、各区小队……主要武装力量都被调集起来，蓟
县抗日游击队也前来支援，路途远的队伍就埋伏在
地道里，等待出击的命令。

安春发接到的命令是：组织村里的民兵，抢运弹
药，把抢到手的弹药运到地道里藏好，等待移交上
级。只要枪声一响，
他就带领民兵慢慢向
营盘靠拢，藏在营盘
附近等待命令。那
晚，安春发看到，周围
村庄的民兵都出动
了。

马玉树负责组织

身强力壮的村民，只等接到信号，他们就以最快的奔
跑速度冲向营盘，把日军的军需仓库抢空。马玉树
对村民说，无论你抢到多少东西，都主动上交一件，
如果你抢到了一件，那一件就要上交喽，所以大家能
抢多少抢多少，交了一件，剩下全是你的！村民们一
听，立刻摩拳擦掌。咱们要多抢几件！没问题，您就
瞧好吧！要把小日本从我家抢走的东西都抢回来！

那时，北运河沿岸的村民，大多以捕鱼、拉纤、烧
砖、种田，或者做小买卖为生。水田种稻、旱田种高
粱、玉米和小麦，还有一部分菜地。土地大都在少数
富人手里，贫苦人居多。被日本军侵略后，老百姓民
不聊生。日本兵经常端着刺刀进村，除了抢鸡鸭，还
强迫村民把猪羊赶到他们驻地，杀了吃掉。他们抓男
丁服苦力，蹂躏妇女，无恶不作。村民们早就恨透了
日本鬼子，一听说要抢日本营盘，心里憋足了劲儿。

打日本兵驻地的枪声一响，打营盘的枪声也紧
跟着响了。那个夜晚，枪声大作，战马嘶叫，喊杀声
不断，最壮观的景象是，周围十几个村庄的村民像风
一样，或者像疯了一样，来回奔跑在通往营盘的路
上，飞快地去，飞快地回，直到天亮。有几个日本兵
躲进佛堂里，被村民们发现，报告了上级。佛堂被围
住，日本兵成了瓮中之鳖。这次战斗大快人心，全歼
了日本兵，武装组织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十几个村庄
被开辟为抗日革命根据地，联合县委入驻。就在抢
营盘的那天晚上，我父亲跟着区小队走了，成了区小
队年龄最小的通讯员……

抗战时期，津北农村地区建有百余个党支部，发
展了千余名党员。至新中国成立后，包括韩柏工作
的村庄在内的十几个村，因团结对敌，保护革命同
志，被评为“红色堡垒村”，还有另外二十几个村，被
评为革命老区村。

上世纪80年代末的很长一段时间，身为基层党史
工作者的我，常常沿着北运河绵延的堤岸，踩着松软的
古槐落叶，嗅着泥土的湿气，遍访战争年代为党工作的
亲历者。在北运河边，我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来，朝远处
望一眼，想，那里会不会就是他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

我永远铭记韩柏说的一席话：每一个地下党员之
间，都靠一条无形的地道连接着，我们之间互相传递
消息，鼓舞斗志。这条地道是用共产党人的意志连接
的，是用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用不怕牺牲的精神，用对
党的忠诚连接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用自己的全部
力量，凿穿旧世界的黑暗，奔向新中国的光明！

韩柏，原名林冬国，河北省阜城县人，1989
年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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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盘山烈士陵园（二首）
巧 然

地 道
水 荻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联
合
征
文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

致 敬
课本里的那些英雄，在我脑海里
已经成为记忆符号了——
一提上甘岭，就想起黄继光
一说炸碉堡，就想到董存瑞
一读“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眼前肯定浮现出
年仅28岁的夏明翰清瘦的脸庞……
他们作为暗夜里的灯塔
照亮了我走过的几十年的路
如今，我定居盘山脚下
距盘山烈士陵园仅咫尺之遥
每天，在英烈们的注视下
过着平淡而安宁的生活——
上班、赶集、看病
也看望父母，护佑子孙，朋友相聚
我清楚，此刻我拥有的
他们不曾拥有，但这是他们所期盼的
没有他们抛头颅、洒热血
我们不会过上今天的生活
茁壮挺拔的松柏
仿佛他们年轻时的模样
喜鹊叽叽喳喳的啼鸣
向他们传递着人间的喜讯
蓝天下高耸的纪念碑
如他们的精神，在人们心头矗立
这座曾经在梵音中打盹的山

在枪炮声中惊愕、愤怒的山
如今，已经成为知名的风景区了
每逢假日，人山人海，车水马龙
山民们忙碌地接待游客
脸上的笑容如盛开的山桃花般灿烂
看见后人如今幸福的模样
他们一定也是满心欢喜吧
无论何时走进盘山烈士陵园
都会看到那一座座有名或无名的墓碑
仍像枕戈以待的战士，横成排、纵成列
以满腔热忱守护着这方水土
我知道——
只要他们的英魂在，我们的骨头就硬
只要他们的精神在，国家就繁荣昌盛

柏叶书签
清明节到了。一大早
在我羡慕的目光里
上中学的哥哥姐姐，甩开双腿
又去30里外的盘山烈士陵园扫墓了

在我的记忆里，他们每次回来
都会摘几枚柏叶，当作书签
那时，每看到书页里的柏树叶
内心都有一种紧张——
因为这是从陵园采来的
那里埋着的，可都是牺牲的英雄
后来长大了，上中学了
清明时节，带上干粮和同学们一起
跟着老师，步行去陵园扫墓
在柏木森森的陵园，我也会采摘柏叶
带回来，做成书签
看到它们在课本中平平整整的样子
心里就会产生一种敬畏
烈士的英雄事迹就历历在目了
如今，每年清明前后都会去陵园
在那里坐坐，既静心，又提神
放眼比肩而立的墓碑，我不再紧张
敬慕之情油然而生——当年他们
舍生取义，不就是为了我们今天的安宁吗
微风中，高耸入云的苍松翠柏
静静庇护着烈士们高贵的灵魂
今天，我从书架抽出一本书，轻轻翻开
一枚青翠的柏叶书签映入眼帘
它既打开了我的青春记忆
眼前也浮现出烈士们英勇献身的英姿
是啊，英雄的事迹写进书里
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流淌在后人的血液中
激励我们前行，鼓舞我们奋争

杨武之与华罗庚
杨武之最好的数论工作是关于

棱锥数的华林问题。棱锥数是形如
(1/6)(n-1)n(n+1)的数，它是三角形
数(1/2)n(n+1)的推广。17世纪法国
大数学家费尔马( Fermat)曾猜想每
个正整数都是不超过3个三角形数
之和。后来证明这一猜想是对的。
关于棱锥数的结果则不多。1896年，
梅列特(Maillet）证明每个充分大的正
整数可以表示为12个棱锥数的和。

杨武之向前跨了一大步。他证明：
每个正整数都可以表示为9个棱锥数之
和。这里不必要求“充分大”，数目也从
12减为9。此结果在二十余年内没有改
进，直到1952年，才由沃森将棱锥数的
数目从9个减为8个。到目前为止，这仍
是最佳结果。不过，它的改进余地还不
小。据杨振宁和邓越凡在大型计算机上
的测算，凡是小于10的整数，都可以表
为5个或5个以下的棱锥数之和，而必须
表为5个棱锥数之和的只有241个例外
(见 Deng Yuefan and Yang Chen-
ning: Waring's problem for pyra-
midal numbers. Science Sinica,
Series A，1994，March)。

杨武之所师法的狄克逊学派，在
20世纪初的美国影响很大，人员众
多。但是进入30年代之后，该学派已
成强弩之末。当英国的哈代——李特
伍德( Hardy-Littlewood)学派，以及
苏联的维诺格拉多夫( Vinogradov)
解析数论学派相继兴起，狄克逊学派
就衰落了。杨武之在1934年到德国
作学术访问时，曾想改换研究方向，惜

因条件所限，未能成功。平心而论，杨武之
的这些工作，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当
属优异的工作。

1931年，华罗庚进入清华。他沿着杨
武之开辟的数论道路前进，迅速做出了世
界水平的工作。1936年，华罗庚到英国随
哈代学习解析数论，成绩卓著，在学术上已
经超过杨武之。1938年，华罗庚回到清华
大学(已经是西南联大)。当时担任系主任
的杨武之，向校方要求破格提升华罗庚，越
过讲师、副教授，直升教授。由于杨武之和
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人力荐，终得同意。

西南联大时期，杨武之和华罗庚曾同住
在昆明西北郊的大塘子村，两家过往甚密。
华罗庚曾有一信给杨武之，内称：“古人云：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我之鲍叔即杨师也。”

1980年10月4日，华罗庚曾给香港
《广角镜》月刊一封信(刊于该刊1980年11
月的第98期)。信中提道，“引我走上数论
道路的是杨武之教授”“从英国回国，未经
讲师、副教授，直接提我为正教授的又是杨
武之教授”。

陈省身和华罗庚是当时中国数坛上升
起的两颗最耀眼的明星。陈省身比华罗庚
小一岁。他们差不多同时进清华，又几乎
同时发表论文；以后相继出国，在国际著名
数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取得国际地位。

不速之客
济公祠这一带的人家，凡是夜间

去驳盐的，被盐警队打死的有二三十
人。一个年老的木匠说：“谁家死人
谁家倒霉呀，这年月照旧没处说理
去。”一个年轻的木工说：“说啥理啊，
就拿咱工人的死来说吧，你给他干
活，人死了，他们连管都不管，这能说
是讲理吗？”正说着话，王胖子从屋里探
出个肥胖的脑袋：“快干活、快干活，别
拉闲篇儿。”说罢，他缩回脑袋，继续跟
他的两位贵客商谈发财之事，还想为特
派员准备一份厚礼，以便求得支持。

像王胖子这样的有钱人，哪里会管
工人死活？那些死在盐警队枪下的驳
盐人，他根本就没有放在心里。还是
“仁义盛”木匠铺的白师傅等人，将那口
白茬儿棺材抬到周家，帮着装殓、钉棺，
最后抬出三水镇，埋在了盐沟旁边的大
埝下，总算了了这桩丧事。大娟妈那天
在坟头烧了两迭烧纸，回家后，本想痛
痛快快地哭上一场，以解胸中悲愤。可
是她没有，因为炕头还有个年迈多病的
老婆婆，她要把悲伤压在心里。

女儿大娟承担起家里的重担，劝
说了妈妈，又要劝慰奶奶。这天，她做
好了饭，唤奶奶和妈妈来吃，忽然发现
田儿不在屋里。“田儿呢？”大娟心里暗
自嘀咕，半天没有看见兄弟了，往哪儿
去了呢？但是，她没有表现出来，说了
句：“我找田儿回来一起吃。”便走出了
屋门，这大半天时间田儿干啥去了，别
再发生什么意外吧。

就在大娟刚刚走出门口，一个人
轻手轻脚地走进她家。她回头一瞥，

见此人身穿一件灰布长衫，手里摇着一
把折扇，已经进了里屋。大娟没看太清，
赶忙回身又跟了进来。这时，就听进屋
的那个人，在里屋“呵呵”一笑，说：“怎
么，吃饭啦？”大娟闯进里屋一看，认得是
给李大麻子家管事的，叫苗万贯。

大娟妈见苗万贯来了，就迎上前去
说：“不吃怎么行，反正得活命呀。”苗万贯
苦笑着说：“对，这就对了嘛。凡事都往开
处想，碰着啥事办啥事吧，反正不能一个
人死了，一家子都跟了去呀？再说，碰上
这事的也不光咱们一家，那就往开处想
吧！”说到这里，他“唉”了一声，好像很同
情似的。大娟妈听苗万贯这么讲，她点了
点头，随即也“唉”了一声：“苗先生，这些
倒霉的事，怎么全轮到我们家了呢？”

苗万贯听到这里摇了摇脑袋，他慢悠
悠地自言自语道：“天理昭彰啊。”大娟妈忙
问：“难道说，这神仙还有灵验？”苗万贯抬
头看见柜上的“老母”龛：“心诚则灵嘛。生
死由命，富贵在天啊，这就是该着！”大娟妈
轻轻地念叨：“该着？”大娟在一旁答话：“不
对！”从苗万贯进屋，大娟就看着不顺眼，自
家门前出出进进的，还从没有过穿长袍
的。她以前曾听游击队员说过：苗万贯是
苗瑞祥族中的叔叔，是硝坨子的保长，苗瑞
祥参军时他百般阻拦……

24 56 突发灵感
看当铺老板拿得差不多时，王

莘拦住了他：“你把重要的乐器都拿
走了，剩下这零七八碎的，我也不要
了！”王莘欲擒故纵。“你想怎么着？”
老板态度有些松动，显然不想放弃
这单生意。

王莘心里有数，几经调换，讨价
还价，最后留下了木管组的单簧管、双
簧管、长笛；铜管组的圆号、长号、小
号。一个管弦乐队的管乐，基本齐
了。王莘的心里简直乐开了花——原
想买一支小号的，现在居然凑够了一
个双管乐队的配置！看来老板真是个
外行。他透过眼镜的缝隙偷瞄了老板
一眼，发现老板也把花镜压低观察着
他，于是赶忙收敛起脸上的得意，向他
提出另一个要求：“老板，你能不能给
我找点麻绳，我系在乐器上背走？”

老板的脸又沉下来：“不行，麻绳
很贵的，你要用，还得加钱！”王莘道：
“钱都给你了，喏，你瞧我的衣袋里，
早已空空如也了！”无奈，老板只好让
小伙计到库房里，给他找了一些绳头
线尾。他一段段接好，系在乐器的两
端，又一件件斜挎在肩上，最后拿起
两支圆号。

就这样，王莘手提肩背一身西洋
乐器，像个欧洲小镇上的流浪艺人，
“丁零当啷”地上了路。“今天
运气真好，”想想梦寐以求的
乐器就这么轻易到手，想想音
工团即将拥有自己的管弦乐
队，他真想高兴地大吼一声，
抒发一下内心的喜悦！

从西四走到西单，从西单走到六部口，
过新华门，再往前走，就是天安门广场了。

啊，天安门广场，你是祖国的心脏，
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一年前，王莘有幸在
这里观看了新中国诞生的世纪盛典，现
在，他又投入它的怀抱，心情真是无比激
动，百感交集。

与一年前相比，他发现，天安门广场
的路已全部翻新，天更蓝，水更清，空气
更新鲜。抬头仰望，天安门城楼已修葺
一新，工人们正在城楼上悬挂大红宫灯；
城墙正中的毛主席画像，也换成了彩色
的，显得更加神采奕奕。尤其是广场上
空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强劲的秋风
中发出“哗啦哗啦”的声响，像是在宣示
新生的共和国已高昂着头颅，屹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在夕阳的余晖里，一队队
少先队员，高举着红旗，吹着军号，打着
小鼓，挥动着花束，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
前进。他的眼前仿佛出现了国庆检阅的
场面，海潮般汹涌的人群，歌声、欢呼声

和口号声响彻云霄……所有这
些画面、声音、想象，急速在他脑
海中叠化着，跳跃着，蓄积已久
的灵感之门忽然打开，歌曲的主
旋律瞬间涌上心头，他放开喉
咙，情不自禁地吟唱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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