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上映的二战题材影片《狂
怒》，由布拉德·皮特主演，他本人非常
重视这一部影片，不仅接受了长达三
个半月的艰苦训练和四个月的拍摄，
电影上映后还马不停蹄地飞往世界各
地宣传电影，无暇顾及家庭。究竟是
一部怎样的影片，能够让皮特这么拼呢？
《狂怒》上映以后，布拉德·皮特在影片中的

发型便上了网络热搜，虽然此时的皮特已经51
岁，在好莱坞也已经闯荡了二十多年，但网民们
关注的还是他在戏中的发型。
其实作为演技派演员的皮特，一直努力在

甩掉自己偶像派的标签，不仅如此，他拍戏也特
别拼命。在《狂怒》中，皮特吃了
不少苦头。片中有一幕，51岁的
皮特利落地跃上坦克，但其实一
开始他刚看到这部坦克时，连爬
都爬不上去。在准备拍摄这部影
片的四个月中，皮特可没少训
练。已经年过半百的他，甚至还

经历了长达三个半月的真实海军陆战队的新兵
训练，在泥地里打滚，学开坦克，还专门拜访了
90岁的二战老兵深入了解二战历史。
皮特为何出演本片？当他在一个早上看

完了导演用电子邮件发来的剧本后，觉得写得
不错，后来了解到，这个故事源自导演大
卫·阿耶从二战老照片和二战历史中的挖
掘，其中对于反战主题的探讨与真实打动
了皮特，他立马决定参与进来。

拍摄本片时，皮特和他手下四位精
兵强将的饰演者们一同训练，没有拍摄的
时候，他们五个人也像真实的坦克兵一
样，在坦克里吃东西，聊天，睡觉。皮特
说，这部戏他都没有和导演有太多的交

流，因为大部分时间自己都和这些兄弟
待在坦克里，有的时候在里面待太久，都
闻不出自己身上的臭味。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第76

周年，这一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让许
多儿子、丈夫、父亲再也无法与家人团聚。

珍惜和平年代的胜利果实，是我们对于二战中为
反法西斯事业而牺牲的将士们最好的告慰。

8月14日22:02 CCTV—6电影频道与您
相约《狂怒》，8月15日15:06“佳片有约”周日影
评版精彩继续。

影片《党的女儿》无论之于编剧林
杉、导演林农，还是之于主演田华，都可
谓艺术巅峰之作。它并非洪钟大吕般
的史诗性作品，却以一位女共产党员李
玉梅对党的忠贞故事，在中国电影红色
经典时代的画卷上，描绘了一枝傲雪红
梅，熠熠生辉。
田华饰演的李玉梅，是红军北上后，

由于叛徒的出卖，死里逃生的共产党
员。她冒着白色恐怖的腥风血雨，继续
战斗。山上的游击队亟须给养，不料来
取咸菜的小程遭遇白匪的搜查，被困在
玉梅家。为掩护小程脱险，确保给养送
达东山，玉梅冲出屋子，引开敌人，被捕
后壮烈牺牲。玉梅的生死与革命活动，
都具有传奇性和惊险色彩。可贵的是，
编、导没有将此当作噱头过度地渲染，而
是恰到好处地将其作为塑造人物精神
品质不可或缺的元素。让人看到玉梅
所处环境之险恶，斗争之残酷，令这一
形象真实、亲切、崇高，更加感人。
茅盾先生在《关于〈党的女儿〉》一

文中指出：“田华同志塑造的李玉梅的
形象，是卓越的。没有她的杰出的表
演，这部影片不能给人以那样深刻而强
烈的感染。”在这部影片中，田华对眼神
的运用颇为成功，在不同的情境里，闪
射出人物内心的不同变化。且看：与丈
夫告别一场戏中，把忧伤、担心、不舍的
复杂心境展示得淋漓尽致。又如丧心病狂的白匪出
于对共产党的恐惧，将牺牲党员的尸体吊于树上。
是否掩埋战友的尸体？三位妇女组成的临时党小组
进行表决。有人顾虑，怯怯地问：“这样做合适吗？”
玉梅应道：“合适！”她的目光透出异常的坚定。在红
军已走，白匪嚣张，叛徒为虎作伥，几乎令人绝望的
时候，这种目光不仅鼓舞了同伴，也让人感受到战斗
下去的信心与力量。特别是“被捕”一场，那是一组
迅速变化的眼神，有机警、有不安、有焦急、有不舍、
有从容、有坚定；更有对敌人的蔑视和讥讽，和对游
击队员小程的期望和叮嘱，那波光闪动的眼神，准
确、生动、逼真，击人心鼓。
田华坦言：是党教育了我，培养了我，“我就是党

的女儿。”她很小就成了没娘的孩子。日
寇侵华战争毁了她的家，亲人惨遭涂
炭。12岁那年，抗敌剧社成为她的家，
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最初，她在儿童
舞蹈队耍“霸王鞭”，尔后登台演出《子
弟兵和老百姓》《让地雷活起来》《红枪
会》等剧目。她曾主动请缨随小分队穿
越“无人区”到敌人的炮楼下开展政治攻
势，表现十分神勇。枪林弹雨中，部队
打到哪里，她就跟随抗敌剧社演到哪
里。她目睹了太多惨烈的战争场面，饱
尝战友牺牲的悲痛。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的铁血硝烟，使她从一个无知的孩子
变成了有理想、有追求，为民族解放而战
斗的革命者。这一切，令田华塑造李玉梅
这一形象有了底色。但仅仅如此是不够
的，还必须在底色上描画人物。此前，田
华曾在影片《白毛女》中饰演喜儿，导演王
滨、水华带她到河北农村访贫问苦，让她
尝到深入生活的甜头。这一次，同样是生
活为她提供了丰富的滋养，从当年与白匪
斗争的前辈那里，领略到人物的精髓，让
银幕上的李玉梅闪射出不朽的光彩。
银幕之下，面对市场化后的拜金主义

引诱，田华亦别有风骨，从不接有悖于自己
美学理想的片子，从不做广告，她说：“我不
能让观众认为党的女儿也向钱看！”她难以
忘记，当年，在老乡家里养病，房东大娘一
家吃野菜嚼糠窝窝，却拿出金贵的小米给

她熬粥……她不忘人民之恩，为百姓演了一辈子的电
影。人民也始终没有忘记她，给了她许多的荣誉，她被
评为新中国“二十二大影星”之一，是中国电影世纪奖最
佳女演员得主，她还荣获“金鸡”“百花”终身成就奖。

当年，启用田华出演李玉梅的是慧眼识珠的导演
林农，他是驾驭革命历史题材作品的巨擘，作品还有
《兵临城下》《甲午风云》《大渡河》等。

编剧林杉是历经风雨的革命家，曾先后在上海和
山西组织工人运动和领导游击队，被国民党投入铁牢
五年，狱中，他师从革命戏剧家刘保罗开始戏剧创作，
编剧的影片还有《上甘岭》《冬梅》《再生记》《两家人》
《刘胡兰》《吕梁英雄》《风从东方来》等多部，系中国电
影红色经典时代的领军人物之一。

距碛口古镇30公里，有一处山村叫李家山。黄河边上这个古村落
的建筑，不仅在外观上有中国风之美，就是建筑使用的材料辅料，都透
着中国智慧。
李家山这个村庄山多地少，住房只能依山势而建。在半山坡上建

好一处房子，后边的房子就没有地势了，于是往上爬坡再建，要依山再
往上两三丈甚至更多再建。因为地势有限，上下的房子紧紧相依，就形
成了第一处房子的屋顶被当作第二处房子的“院子”。起初人们只是依
据山形水势建房，却不料就此成为李家山古民居建筑的特色。依山建
房，逐步退后，逐步爬髙，层层叠叠，依次递进。乍一看有点乱，但从山
下一望，层次分明，简直风光如画。乡野古民
居历久弥新，引得吴冠中先生上世纪80年代
来此写生，李家山从那时起受到关注。
我去年到李家山参观民居的那天，风和

日丽，秋天的好时节，花草树木颜色搭配得正
好。站在半山，当地朋友告诉我们：“咱们脚
下踩的青砖铺地，就是下边屋子的屋顶。”循
她的指向看去，真如其说。我问道：“众多参
观旅游者踏来踩去的，底下的屋子会漏水
吗？”朋友说：“那不会的，李家山古村落自明
清以来，年久失修没有人住坍塌的有，只要住
着人的房子真没听过有漏水漏雨的。”
接着朋友给我们讲起了这里建房的秘

诀。她说：“青砖墁地，下边先铺一层盐卤水，
再放沙子、白灰还有黄土，没有土和不成泥。
老年间没有水泥，但我们这里有盐卤水和成
的灰沙土，比水泥差不到哪儿去，甚至比水泥
还要结实。你看青砖灌缝儿用的就是卤灰
土，多少年不坏，也不漏水。”
我问：“盐卤水是什么，就是盐卤吗？”
朋友说：“对，就是盐卤沏水。用这样的

水和白灰。我们这儿有的是石头可以烧白
灰，沙子、土更遍地都是，按一定比例用盐卤
水和成泥，用来灌墙缝儿地缝儿，不漏水也踩
不坏，多少辈子就这么传下来的。”
我蹲下身用手抠缝，果然坚硬，比石头水

泥不差。我颇以为奇。
回津后我一直萦绕于心。碛口李家山的盐卤，用到建筑方面真能有

如此神奇功效？我访问老朋新友，我老家西青区小南河村人于洪润，祖
传干豆腐房的，做豆腐有个重要环节就是“点卤”，其中的盐卤在天津汉
沽盐场买的。盐卤就是制盐剩下的黑色汁液，是氯化镁、硫酸镁、溴化镁
及氯化钠的混合物，味苦有毒，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就是喝盐卤致
血液凝固、脏器衰竭而死。盐卤其实就是大堆的盐坨下边挖沟排水流入
小坑儿的“废水”，过些日子凝固成坨是为盐卤。这东西刀切不动，斧剁
不开，只能耐住性子，用刀往下刮末子，用开水沏成水。卤水点豆腐是起
凝固作用的，一小盅的卤可以点七八斤豆子成豆腐。用卤点豆腐，一斤
豆子可出二斤半豆腐。现在做豆腐不用盐卤了，用葡萄糖点豆腐，一斤
豆子可出六七十斤豆腐，难怪老人在现今的豆腐中找不到老味儿了。
西青区大仁庄吴儒周，对我讲起上世纪70年代初他们那里大队干

副业厂、生产建筑材料的往事。那年头儿天津市搞疏散人口，农村涌来
大批“新社员”，一时无法解决盖房问题。做房檩缺少木材，水泥钢筋也
严重不足。新社员的房子还要盖，怎么办？开动脑筋，想办法，副业厂就
发明了用盐卤白灰和沙子石头按比例配兑做“卤土檩”，解决了大难题，
一时供不应求，只能是按计划地逐批供给。小小卤土檩，派上大用场。
我和这两位朋友讲起我在李家山所见，因为他们都亲自使用过

盐卤，深谙盐卤性能，都认为用盐卤和石灰灌墙缝儿可以使房屋不
漏，真是智慧的发明。盐卤的化学成分经多年浸润到砖里，青砖经久
不朽不腐，坚硬如石。
我在山西看过不少古村落，很多叹为观止。山西晋城有很多村庄

是具有军事功能的古城，城墙上的“马道”墙缝之物亦如李家山房顶灌
缝儿的卤灰。晋城沁水边有一著名城堡叫做“砥洎城”，城墙颇有特色，
竟然是用土法所制盛铁水的圆筒状坩埚代替青砖，一排一排砌成的，非
常坚固。盐卤可以灌缝儿，坩埚可以砌墙，中国建筑真是无所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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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怒》:战火中人性的坚持与挣扎
曹宇田

2021年2月10日（庚子年腊月二十九），
我去魏宏运先生家拜年。97岁的先生，一身
睡衣坐在床上，身体消瘦，面带微笑。由于耳
背，他每次听懂我的话时都很兴奋地回应。
我们师兄弟多次鼓励他说要筹备百岁庆典，
他用心记住了，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大目
标。此次他主动提及要坚持到百岁，我很期
待，觉得他人生有目标，说不定会真的实现。
此后去过先生家两次，都因他在休息，只

是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他一眼。7月7日聚餐
时，我还向先生女婿张利民问及先生近况，他
说身体尚可。7月20日，我在八里台附近一
个酒店参加会议，曾有会后看望先生的一闪
念，由于会议结束较晚作罢。谁知21日上午
11点多，张利民老师电话告知先生刚刚故
去。尽管知道先生高龄，但仍然不愿相信。
料理后事完毕后的几天来，脑子里时常

闪过与先生相识35年来的时时刻刻，每每念
及，如在昨天。
1986年9月，我有幸考上南开大学历史

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师从魏
宏运先生。此后三年中，由先生指导开始入
门史学研究。三年后毕业时，面对就业极为
迷茫。在我向先生辞行之时，先生主动表示
希望我留校任教，兼做他的助教。
那是一个“全国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跑

单帮”的时代，“官员下海”“教师辞职”“南下
海南”的浪潮席卷着所有青年躁动的心，加上
高校待遇极差（高校新任讲师只有100多元
的月薪），时有“一流学生留学、二流学生下
海，三流学生留校”的顺口溜。我难免其俗，
不愿意留校任教。我对先生说：您已年逾六
旬，住北村90多平方米的小三室房子，贵为
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月薪仅有500元。
以后即使我再努力，也不过如此，但在25岁
时已看到退休时的状态，人生无趣之极！
听完我的话，魏先生沉吟片刻后说：你要

明白一个道理。时代总会向前的，不可静止看
待。现在国家正持续进行改革开放，搞现代
化，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道路。搞现代化就

必须要有人才，多数人才只能从教育而出，高
等教育不可能永远如此，高校老师的待遇也不
可能总是如此差。请你考虑一下这个道理。

天津经济水平、城市发展及个人机遇要
比回我家乡好，何况南开位于重点高校前
列，社会地位极高。对于从中原大地走出来
的学子而言，自然感觉留下发展较好。在征
求家人意见后，我最终听从了先生的留校建
议。先生得有弟子留在身边，可以助其处理
诸多事务，他十分高兴。经过相关程序后，我
得以留校工作，1989年6月16日，我办理了
入校手续，成为南开大学历史系的一位新人。

30余年过去了，中国教育迅猛发展的事
实证明了当年先生的慧眼如炬。只有深刻理
解时代、社会变革的规律并努力与之相关联，
人生才会走在正确道路上。

1996年，我随先生在职攻读博士学位
时，先生已是70岁高龄。先生名下学生较
多，问题较多且集中，他借鉴国外经验开设了
读书会，每周六上午进行。占用周末上课，对
于我们而言深觉痛苦，毕竟大家成年了，有自
己的家庭生活，有不少事要处理，周末想休
息。但看着高龄先生放弃休息的身体力行，
也觉得无话可言。

每周六上午的读书会，先生不仅让每位
博士生朗读《中国日报》发表的文章，还要细
致译出，旨在训练大家的英文水平；二是围绕
近期的热门学术话题、新出著作、先生参加学
术会议的信息、国外动态等进行研讨；三是时
常邀请外地或国外知名学者演讲；四是鼓励
大家就某些课题进行争论，有时争执得面红

耳赤的我们，甚至忘记了这是在课堂上和先
生在身边。这种活跃的气氛至今难忘，我们
从中受益极大。有谁胆敢不参加周六的读书
会，事后定会被先生严责。
一般而言，魏先生的读书会上某段时间

内经常会以某位博士生为“靶子”，主要因其
时有标新立异之言，促使受批评者多读书，带
动反向思维的运转，也激发了读书会的气
氛。1996年入学后，我与岳谦厚经常轮流被
先生批评，成为话题人物，有时是观点、方法
不对，有时是视野及思路不对，有时是外语念
得不好，时常成为读书会的焦点。大家从争论
中有所得，也乐见我们时有“异言”。但先生不
论如何批评，他对于学术思想的包容却是一贯
的。我们毕业后，后边的师弟师妹还时常念及
我们在校时激辩带来的快感与收获。
博士生的四年，多是潜心学术者一生最

大的收获期。查阅当年发表的论文，读博后
的进步是明显的。只要努力，人总会不断进
步，但幸遇名师，脱胎换骨的速度就会快一
些。此后，我也将读书会作为指导学生的重
要方式之一，并坚持至今。
1980年代末，先生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

究所星光先生等合作，展开了华北根据地财
政经济史资料汇编及研究的项目。在太行山
区各县的查阅档案和乡村调查中，获得了大量
资料，其呈现出的历史复杂性，促使先生从人
物研究向着社会史方向急速转变。先生意识
到，只有从乡村社会深刻的变革中，才能真正
找到中国共产党何以赢得革命胜利的钥匙。
1990年，由于先生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史

及区域社会史研究上的成就，日本一桥大学
三谷孝教授主动联系，希望与南开大学历史
系共同展开“中日联合调查华北农村”的国际
合作项目，魏先生欣然答应，我作为青年学者
兼做秘书也被选中参加。夏季，我第一次参
加国际合作项目的农村口述调查活动，在北
京房山吴店村、顺义县沙井村的口述调查活
动令我眼界大开，农民讲述的中国现代史是
如此的生动鲜活，呈现出的复杂性发人深思，
从历史价值观和方法论上启蒙了我，对于我
的学术成长极为重要。

这一调查工作持续了4-5年之久，年近
七旬的先生，多次亲自参加调查和口述活
动。他曾说，以往的历史资料多是知识分子
留下的，代表着他们的价值观和时代判断，以
之为依据的历史，只能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农
民口中的中国现代史，是底层社会多数人的
生活状态和思想的反映，这些内容少见于官
方档案，如果没有田野调查，不总结这方面的
资料，何以真实地表述历史的复杂性？先生
此时出版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一书，保
留着其学术转型的鲜明印记，产生了广泛的
学术影响。中日合作调查的资料汇编《20世
纪中国农村调查记录》4卷本（先后出版日
文、中文版），汇编了众多珍贵的口述史料，梳
理了百余年来华北农村的历史脉络，引发国
际学术界的好评。

1999年，南开大学最后一次职工分配住
房排队。先生以抗战干部资历加教授年资分
数，名列1100余名排队职工的第一名，获得
“南开一号”的雅称，后竟渐渐叫响，其中包含
着南开人对先生在半个世纪中对南开发展、
南开史学变革所作重要贡献的敬意，是先生
在中国现代史学界开拓者之一地位的体现，
也是其人生行止的最好注释！

难忘先生嘱托我完成资料汇编时的焦虑
眼神，难忘2018年先生参观津南校区历史学
院大楼时的满满笑意，更难忘先生对南开史
学的殷殷期待。

题图：《魏宏运自订年谱》书影

清华数学群星（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德国斯

普林格出版社为陈省身和华罗庚出
版论文集。中国数学会先后设立陈
省身奖和华罗庚奖。所有中国人都
认为他们两人对中国数学的发展作
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样，在漫长的
几十年学术生涯中，他们两人是很
自然的竞争对手。但是，他们彼此对
对方都保持着一种尊重，各自在不同
的情势下发挥着自己的光和热。他们
之间的友谊和交往，持续终身。

在清华数学系任教的除以上提到
的几位教授和博士之外，还云集着国
内培养的数学青年。担任教员的有周
鸿经和唐培经两位。

周鸿经(1902—1957)，江苏铜山
人。192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29年
到清华任教。1934年考取英国庚款
公费名额，在伦敦大学研究三角级数
与逼近论。1937年到南京中央大学
任教授。后来曾任中央大学校长、中
央研究院总干事。20世纪50年代在
台湾任“中研院”数学所代所长。
1957年因肝癌去世。

唐培经(1903—1988)，江苏金坛
人。1927年在东南大学毕业后，到清
华大学任教。1934年离开清华，用英
国庚款到伦敦大学攻读数理统计学。
193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回清华大学
任教。1949年到联合国粮农组织任
顾问，也在美国教书。他因介绍和协
助华罗庚进入清华而更为公众所知。

至于华罗庚如何得以进入清华，
一般都认为是“熊庆来慧眼识英才”。

实际上也是清华数学系同仁的共识。华罗
庚在《科学》发表的文章引起大家的注意，
当然也受到熊庆来的关注。恰因唐培经和
华罗庚同乡，知道华罗庚的情况，于是破格
请华罗庚到清华任助理员。这一情节，大
概是不错的。熊庆来是系主任，顶尖的清
华数学系决定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来
工作，自然要以他的决策为依归。不过，杨
武之的作用也很重要，因为他是当时中国
最重要的代数学家。“数论”的研究方向和
以后华罗庚的文章内容最为接近。

陈省身在清华先后四年。1930年刚
进清华时的身份是熊庆来的助教。但是，
熊庆来先生需要“协助”的事情很少。系
里就给陈省身安排了一门课，名为“高等
数学”，实际内容是解析几何。陈省身那
年刚19岁，许多学生都比他大。1932年
的学生入学时，陈省身还有机会当了一回
“数学阅卷老师”，大家凑在一起，非常热
闹。陈省身记得那年的国文考题是陈寅
恪先生出的，内中有一题是对对子。给出
的上联是“孙行者”，当时大多数人对“胡
适之”。实际上，如果懂得一点中国数学
史就该知道，对“祖冲之”更好。

据陈省身的回忆，算学系的办公室就
在工字厅走道的地方，两边各有两个房
间，一共4个房间。

居心叵测
大娟偶尔也见到过苗万贯，但从

没有说过话。今天可倒好，苗万贯竟然
到了自己家中，竟然说爸爸被盐警队打
死，是“该着”，这火可就来了。大娟两
手叉腰，面对苗万贯说：“啥叫‘该着’？
难道说，我爸爸、我兄弟、我爷爷都是
‘该着’吗？驳盐的工人被打死这么多
人，全是‘该着’吗？你从海下跑到三水
镇，也是‘该着’吗？”好家伙，大娟这几句
像连珠炮似的问话，把苗万贯问了个张
口结舌，只能“啊啊……”的答不上话来。
“大娟！”大娟妈看着女儿，“不许这

样说话。”苗万贯这时才喘过一口气来：
“是啊、是啊。”大娟妈跟着说：“去，看看
田儿上哪去啦？”是啊，田儿上哪去了？
大娟这时才想起，弟弟已经出门多时
了。她答应一声，转身刚要往外走，屋
门一开，田儿呼地一下闯进屋里。这个
十多岁的孩子，长了个细高的个子，面
颊虽然消瘦，但两只大眼却闪闪有神，
他进屋叫了一声“妈”，然后说：“我刚才
去找驳盐的伙伴来着。”屋里的几个人
几乎同时重复了一声：“驳盐的伙伴？”

苗万贯也重复了一声，但他想的是
自己的心事。田儿说：“我跟赵猛二哥
核计好了，我们俩驶一对船下海驳盐。”
说罢，他两眼望着妈妈。大娟妈问：“田
儿，你为啥找人驶船呢？”田儿眼里转着
泪花说：“爸爸死了，咱们租的船不驳盐
也得花钱，一家子怎么活呀。”大娟妈把
儿子紧紧地拉到身边，是啊，孩子说得
一点也不错，小小年纪就要操心全家的
日子。想到这里，她“唉”了一声：“真是
好孩子，现在就知道过日子了。可是两

家驶一对船，去了船租，还能剩多少钱
啊？”大娟带着恳求的口吻说：“妈，我去跟
弟弟一起驳盐吧。”

一旁的苗万贯见此情景，眼珠子一
转，对大娟妈说：“大娟要上船，总比同别人
帮对儿强得多，驳一趟落一趟呀，不至于得
钱两下里扒了。”大娟妈不言语，心里暗自
盘算：女孩子上船驳盐倒不新鲜，但她担心
啊，田儿年岁小，大娟又没上过船，这一船
盐，姐弟俩能从盐滩上驶来吗？还会有刮
风下雨的天气呢！她看了看儿子，又看了
看女儿，如果不这样上船，这一家人就没有
收入，那债务怎么办？想到这里，她把牙一
咬：“大娟，咱们娘儿仨都上船。”
“好、好。”苗万贯连声称赞，“这次是镇

长让我来看你们的，劝劝你们别发愁，死人
是死了，活着的人不是还得活吗？他的意
思是，让你们把家里的事料理一下，明后天
就给李镇长家驳盐，有啥为难的就言语一
声，当庄住着，又是亲戚理道的，别不好意
思，说出来啥事都好办……”

苗万贯可逮到机会了，一下子把他来
的目的全说了。这娘儿几个一听全愣了，
原来他是受李大麻子派遣。大娟妈把头
抬了起来：“苗先生，你给李镇长带个信去，
让他放心，等驳盐的账算下来，一定还他的
棺材钱。”

25 57 歌唱祖国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的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唱罢，王莘觉得还不尽兴，又提

高音调，将后两句重复吟唱了一遍：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嗯，这样就更好了：前两句是起、

承，后两句是转、合；重复演唱的后两
句，既加重了情感的分量，又使歌曲结
构更加完整。此刻，连他自己都感到
惊奇了：通常，一首歌的词、曲是分别
创作的，而现在，词、曲同时产生，一气
呵成，虽然只是腹稿，尚未成形，但凭
着他，一个作曲家的直觉，已找到了歌
曲的最佳语言和形象。这一语言和形
象是由天安门广场的节日氛围引发
的，符合中国古典诗词中常用的表现
手法“起兴”，也符合“长期积累，偶然
得之”的艺术创作规律。因为，中华民
族的百年屈辱，国恨家仇，奋斗牺牲，
爱与憎，哀与乐，喜与悲，早已凝结于
他的灵魂和血液中，一次不期而遇的
外部刺激，便会令他的创作激情，如火
山般爆发开来，一泻千里，不可遏制。
这是信仰的力量，情感的力量，也是其
艺术才华的一次超常发挥。

王莘来不及仔细琢磨，便
匆匆上路，直奔前门火车站。
一路上，他一遍遍哼唱着“五
星红旗迎风飘扬”，生怕刚刚
被捕捉到的旋律从他的记忆
中“丢”掉。透过两眼的余光，

他发现不断有人用诧异的神色盯着自己，
那潜台词分明就是：这个背着一身乐器，
边走边唱的人，精神是否不太正常？他却
全然不顾周围人的反应，继续旁若无人地
走着，唱着，那雄壮有力、气势恢宏的旋
律，令他亢奋不已，眼泪夺眶而出流到口
中，感到了一丝丝苦涩的滋味；而他的胸
中，却被一阵狂喜攫住了：一首朝思暮想
的歌，歌唱祖国的歌，终于被我写成了，我
能把自己感动哭，就一定能把很多中国人
感动哭！

登上开往天津的火车，王莘找到自己
的座位，先把手上的两支圆号放到行李架
上，又将其他乐器一一从身上卸下安顿妥
当，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腾出手来了。
他开始掏自己的衣袋，上衣的四个口袋，
两个裤子口袋，统统摸了一遍，竟然没有
一个纸片，只摸到了一盒“大前门”牌子的
香烟。他把烟盒里剩余的烟卷取出，放到
小桌上；又小心撕开纸盒的接缝处，摊开，
铺平，烟盒图案的背面，便是一张白纸

了。继而，又从上衣口袋里取出
一支自动铅笔——那是他离开延
安前，冼星海赠给他，希望他用这
支笔，写出激动人心的传世之
作。一切仿佛都是冥冥之中早已
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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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