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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霁野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教育学家。原籍安
徽霍邱县，曾是未名社成员，跟鲁迅先生交往甚密；曾翻译
有《被侮辱与损害的》《简·爱》《战争与和平》等多部世界名
著；1949年以后执教南开大学外文系，其间曾兼任天津市
文联主席，文化局副局长。1946年到1949年间，李霁野先
生曾短暂赴台，在两岸文化交流中留下了自己的足迹。

1945年，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台湾结束了自甲午战
争之后长达约50年的日本统治，重新回到祖国的怀
抱。由于日本在台湾实行文化殖民政策，学校教育
及公众场合中完全使用日语，禁止使用汉文，许多台
湾同胞与母体文化日益隔绝。因此，台湾光复后，去
除日本殖民者的文化遗毒、传播普及中国文化成为
当务之急的一件大事。

抗日战争结束后，内战爆发。1946年5月，霁野
先生回到家乡，看望父母，与妻儿团聚。战火纷繁中一时
没有工作，霁野先生本打算在故乡译书以维持生活。
1946年9月，他接到好友许寿裳先生的电报，约他到台
湾编译馆当编纂。霁野先生一家遂于1946年10月坐船
自上海抵达台北。

台湾光复之后，国民党派陈仪去接收台湾，设立行政
长官公署。台湾编译馆是直属其下的组织机构，由接收
教育处编审室及教材编辑委员会两个单位而来，承担着
台湾战后文化重建的重任。根据1946年8月2日公布
的组织规程，成立后设有四处，分别是学校教材组、社会
读物组、名著编译组、台湾研究组。李霁野先生担任的是
名著编译组主任。

关于名著编译组设立的初衷，陈仪在给许寿裳的信中

写道：“常常感到中国现在好书太少了，一个大学生或中学教
师要勤求知识，非读外国书不可，不但费钱，而且不便。我常
有‘译名著五百部’的志愿，我以为中国必须如以前的翻译佛
经一样，将西洋名著翻译五六百部过来，使研究任何一科的
学生，有该科二十本名著可读……至于名著编译，最好先集
中力量于一年事，译述大学生及研究人员必须研读的专科学
术名著，可先请各科专门学者，选定各科必读名著若干种，然

后汇编一应译名著目录，斟酌人力、财力，有系统地逐渐译
述。”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名著编译组针对的对象是大学
生或中学教师，主要是为满足学术研究需求。

根据李霁野先生的回忆文章及其与好友通信来看，李霁
野先生到台湾后，为台湾编译馆编印世界名著，生活还算平静，
但台湾天气比较闷热，非常不利于工作。他经常感叹日趋懒
散：“只译了几十首诗，将《四季随笔》交印。”去台湾之前，李霁
野先生还翻译了一本《鲁拜集》，把75首诗用五七言绝句译
出。译稿带到台北，打印了一些征集意见，但最终并未印行。

1947年2月28日，台湾爆发了反抗国民党腐败统治的
“二二八事件”。后来，国民党以武力平定了民众起义，并随即
废除行政长官公署，解散台湾编译馆，解除了许寿裳的馆长职
务。编译馆的学校教材组、名著编译组、社会读物组被教育厅

所接收，台湾研究组被并入台湾省通志馆，台湾编译
馆就此解体。李霁野先生的《鲁拜集》书未出成，稿件
在十年动乱中遭难。

从现在可以找到的资料来看，台湾编译馆出版
了“名著译丛”六种，其中包括李霁野先生的两本。
一为《四季随笔》，英国吉辛所著，1947年初出版；另
外一种为《莪默诗译》，是波斯人莪默的诗集。另外，
译丛中还包括了一本英国哈德生的散文集《鸟与

兽》，由他的夫人刘文贞女士翻译。
《四季随笔》后记中记录了该书的一些信息：“1944年2

月16日，译者于北碚；1946年 12月 5日，注校完毕于台
北。”还附有李霁野先生的翻译体悟：“作者的思想，我们一
定很有不赞同的地方，但这些成见往往是组成个性的要素，
若是加以抹杀，作者的人格也就要模糊了。何况思想是不
必勉同的，敢接触不同的思想，然后才可以有变化和进步。

作者所表现的生活理想，当然也不是多数人所乐于采
用的；但是只在生活里打圈子的人，若细心加以思索，
或者也不无益处吧。”提供现实功利生活之外的思想和
诗意，也许是李霁野先生选择翻译《四季随笔》的潜在
原因，也是这本小书得以流传久远的秘密。

编译馆被解散后，许寿裳先生到台湾大学任中文系
主任，推荐李霁野先生到该校外文系任教。在台湾大

学，李霁野先生一方面认真教学，业余翻译了《在斯大林格勒
战壕中》；另一方面，继续同许寿裳先生一起，宣传五四以来的
现代革命成果，向台湾民众传播五四新文化精神。1947年
12月12日到22日，许寿裳先生受台湾文化协进会之托，设计
了“中国现代文学讲座”，在台北市福星国民学校，每晚演讲两
小时。演讲者有李何林、台静农、李霁野、雷石榆、钱歌川等七
位先生。李霁野先生的讲座题目是《西洋文学之介绍》。

台湾大学外文系藏书丰富，李霁野先生本想在那里系
统地读点书，可是他们传播五四启蒙精神的各种文化活动
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注意。1948年2月18日，许寿裳先生
被国民党暗杀在家中。这一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预告了国
民党高压政治的开始。尽管李霁野先生很少参加政治活
动，但仍然上了国民党政府的黑名单。1949年5月，在朋
友的掩护与帮助下，他和家人匆匆坐船经香港逃回了内地。

1945年到新中国解放前夕，有许多像李霁野先生这样
渡海赴台又纷纷返回内地的文化学者。在某种程度上他们
虽然配合了行政长官公署的文化政策，但与国民党的意识
形态并不一致。他们在台湾推行国语，传播中国文化，客观
上促进了两岸的文化交流，为战后台湾文化重建作出了重
要贡献；同时，他们移植内地以“五四”精神为核心的文化传
统，在台湾文化领域埋下了生生不息的火种。

《曙光》走过天南海北，节省篇幅说过北京之
后，要说的地方仍有好多，回忆之间的闪回依然绵
绵不绝。

2018年的夏天，我们来到福建长汀，这座闽
西小城古风犹存古迹众多，尤以红色遗址最具特
色也最动人心。“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
这样的词句所记载的，正是1929年红军入驻此地
的情境，而“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则又
是中央苏区根据地的繁华景象。

一说到中央苏区，都知道其首府在江西瑞金，
但是其实它所包括的地方不止江西，而是由赣西
南和闽西两块根据地组成，闽西就包括了长汀，长
汀是曾经的福建省委省政府所在地。《曙光》中第
二季中的人物陈潭秋，在1933年初夏由上海前往
中央苏区，即曾任福建省委书记，后来又当选中央
苏区的粮食部长。

长汀这座小城，也是瞿秋白的被囚地和就义地。
我们到达之夜鞍马劳顿，夜半方在街边吃了小

吃，即匆忙睡下。次日早起到西门罗汉岭去拍日
出，未想晚了一步，日光已经散射在山麓之上。这
时人困马乏，我们横七竖八，均斜倚在路边车上，酣
然小睡，再醒来日光又已升向高处。

我们踩着石阶往上，正拟拍摄向烈士献花的情景，天也随之阴郁下来，雨
水忽然而落，那纪念碑的平台上，一层白雾般的水汽弥漫开来。雨水铺天盖
地，我们只好退到瞿秋白纪念馆先拍内景。这时我才猛然想起，当天是6月
18日，正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赶前错后，我们恰恰就在
这一天到达。难道不是天意？就连时间都对，正是上午十时许，我们在烈士殉
难处，赶上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

瞿秋白就义的事件是天津《大公报》率先详细报道的，在1935年7月5日
该报的第四版，刊登了一篇题为《瞿秋白毕命纪》的文章，文叙瞿秋白在写绝命
诗之后，在中山公园凉亭自斟自饮，酒毕徐步赴刑场事。文中所称的中山公园
今已不存，其地在现今的长汀一中操场，我们也到此凭吊，凭亭远望，可及罗汉
岭，而举目另一方向，即为瞿秋白被囚地，今为长汀博物馆。

这处所在是现今长汀城内一重要历史建筑，至今仍呈古貌。它历史悠久，
宋代为汀州禁军署地，元代为汀州卫署址，而自明、清两代辟为试院。1932年
3月，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此隆重召开，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
派代表任弼时出席大会，成立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而在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
之后，这里也曾经是国民党三十六师的师部，而在1935年它则又是瞿秋白的
囚禁地——它并没有被辟监狱，它只是瞿秋白的囚禁地。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中央主力红军开始撤离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中
央和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也随军撤走，但瞿秋白被留在了即将沦陷的瑞
金，担任中央江西分局宣传部长。而这时蒋介石调集几十万兵力向中央苏区
进行全面清剿，留守的机关和部队衣食住行都成为问题，瞿秋白的肺病更为严
重。1935年初，中央分局送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在行进途中经长汀
水口镇小迳村时被敌人发现，激战之后瞿秋白被捕，被押解囚禁到上杭县城监
狱，后又辗转来到长汀。

他就是在这里被囚禁了41天，并在这里徒步走向罗汉岭就义的，在这片
略显森严的古建筑群里，在这片历史的岁月里，我们从唐代双柏之下穿过，走
过正堂亦即苏维埃政府当年的会址，在右厢房，见到了瞿秋白的囚室，这原是
三十六师参谋长向贤矩的居所，特地腾出，故已属优待之举，但其看去仍然狭
小不堪。

南方溽热，这间狭小的墙壁和地板都是木质结构的囚室，在没有制冷设备
的过去，在被限制自由的时候，瞿氏所受的禁锢可想而知。好在，囚室之外还
有一方院子，院子里还有一株石榴。

那院子有很高的墙，高墙上是四角的天空，不知当年的墙是不是和现在一
样的高，但那株石榴仅仅齐腰。我们在长汀电视台的帮助下，找到了一位饰演
瞿秋白的演员，以做情景再现，让他穿上长衫，戴上金丝眼镜，在院子里仰空长
望，他身材修长，形神兼似，我们都觉得这就是当年的复原。

我在那个院子里站了很久，看天，看墙，然后就是看那株石榴。
劲干虬枝，百年老树，三根木头钉起支架，支在它的身上，重重枝丫全都向

上，依然绿意重叠。
石榴开花是在夏半，瞿秋白被囚就义，正是石榴花开的时候。据说那株石

榴也还年年花开，我们赶上了瞿秋白就义的日子，却并没有看见石榴花开，也
许这是每年花期不同的缘故。

瞿秋白被囚之际，曾为人题字、刻印，还做了七首诗词。他是文学家，但一
生留诗其实也并不多，而在长汀月余竟有七首，他的生命在倒计时，思想也必
定因之而颤动。只是我稍微有些遗憾或者不解，因为他的诗句中未有石榴的
记载。在一座四方的院落里，那株石榴该是多么的鲜活诱人，瞿秋白就没有和
它进行锥心的对话吗？

我在石榴树前，推想瞿秋白在生命最后日子里的所想，又回忆我青年已经
读过的《多余的话》中充满留恋但又决绝的句子。我因为那株未开的石榴，也
曾写诗一首记之：“一树花开一树红，曾经此树慰英雄，我来未见花开色，肠断
当年血染丛。”

虽然没咏石榴，他却写有一首咏梅词：“寂寞此人间，且喜身无主。眼底云
烟过尽时，正我逍遥处。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他这首词只是用卜
算子的词牌，但是并无题目，南宋诗人陆游曾写有
《卜算子·咏梅》，瞿秋白即是和毛泽东同样，是“反其
意而用之”，他写梅花并无叹息，却是“且喜身无主”，
临刑之前，无牵无挂，而词的最末又展望明年春再来
时，是应有香如故的。

母亲在我这儿仅住了两个月，就回了
老家。

父亲过世后，八旬老母像一只失去伴
儿的孤雁，哀戚异常。很长一段时间，她的
精神很差，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哭泣，更多的
时候是眼神空茫茫地坐在那儿发呆。父母
两人其实算不得佳偶，从年龄、性格到文化
程度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诸般的不协调，拌
嘴争吵几乎伴随了一生，我小时候就时常
在睡梦中被他们的争执聒醒。进入黄昏岁
月之后，父母虽然也马勺碰锅沿叮叮当当，
无非都是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琐碎事，
但两人的感情却前所未有的笃厚，两棵生
命老树已经长到了一处，互依互存。父亲
宽厚，母亲卞急，大事小事都是父亲让着母
亲，已经成为习惯。母亲对父亲的依赖和
依恋肉眼可见。父亲走得猝不及防，从发
病到去世只有一周时间，对母亲的打击可
谓灾难性的，母亲的世界一下子被抽空了。

我们做儿女的唯一能做的，就是对母亲
不间断的抚慰和陪护，尽管丧父之痛亦痛彻
心扉，但心里清楚，如果痛苦也分等级的话，
那母亲丧偶的痛苦可谓最高级，无可取代。

由此，我明白了一个世俗的道理，人世
间最重要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在家庭中虽然
夫妻没有血缘，却是轴心，父母儿女、代代衍
续都是因夫妻而产生。正如晚明思想家李
贽所言：“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
子，有父子然后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

待母亲的情绪稍有平复之后，我接她
到石家庄我的新居来住，但也勉勉强强只
住了两个月。其实她已有了轻微的阿尔茨
海默症。

母亲走后，我在餐后擦拭客厅的茶几
时，蓦然发现玻璃的背面清晰地印着母亲的
指痕——八个手指肚泛白的手印。我的鼻子
一酸，眼泪扑簌簌地淌下来。我对妻子说，这
是母亲留下的手印，就这么待着，不要擦啊。

我知道那指痕是怎么留下的。母亲住
在我这儿那阵，习惯坐在茶几旁的小凳子
上梳头，或者喝水什么的，年岁大了，她往
上站的时候需要双手抠住茶几玻璃借力，
拇指在上，四指在下，这样玻璃上就留下了
指痕，但我一直未曾留意。

母亲初来乍到之时很新鲜很高兴，还
有儿子孝顺的心理满足，但很快就陷入了
人地两生的落寞孤寂。白天我和妻子上
班，家里只剩下母亲一人，寂寞的时光对她
不啻一种煎熬。到了点，我急匆匆往家赶，
到了楼下，往二楼的窗户看去，只见母亲正
站在落地窗前眼巴巴地向楼下瞧，就像急
迫想见到家长的孩子。这种情景在开始的
几日几乎天天上演，我心里甚感酸楚，但又
无可奈何，我总不能不上班在家里陪伴。

过了些天，待不住的母亲开始扩大她
行动的半径，先在小区里边转，后走出了大
门，去菜市场买菜。这又引起我另外的担
心，马路上车来车往碰了咋办？地方不熟
迷失了咋办？我像叮嘱孩子一样叮嘱母
亲，尽量不要出小区，出门一定要注意车
辆。我在她的衣兜里放了一张我的名片，
如果找不到家就求助路人打我的电话。

我的担忧还是变成了现实。有一天我
和妻子下班回到家里，母亲却不在，以为她
在小区院里，等了一会儿还没回，我慌了神，
两人赶紧下楼在小区四处找，了无踪影。她
身上没有手机，我无法联系到她，这可如何
是好？我急得冷汗涔涔，不住地四下张望。
正在手足无措之际，甬路上出现了母亲的身
影，一个小伙子扶着她走了过来。原来是母
亲去买菜迷路了，幸好没走太远，幸好她虽
然忘了拿出衣兜里我的名片，但还记得小区
名字和门牌号，知道找人求助。我对小伙子
千恩万谢，一颗心终于回到肚子里。

我和妻子都在家的时候，是母亲最快
乐的时候，如果遇到周末上大学的孙子从另

外一个城市回来，那简直就是她的节日了。
看到她渐已淡化了丧偶的伤痛，脸上有了笑
容，我由衷感到宽慰。晚上我们坐在沙发上
看央视的戏曲频道，边看边给她讲解里边的
人物情节，她看得津津有味，不断评价着戏
里的善恶美丑。有一次看京剧《沙家浜》，她
突然像见到熟人一样惊喜地说，咦，这不是
哈庆嫂吗？她一直将阿庆嫂叫做哈庆嫂，叫
了多少年都改不掉，我们也就随她去了，但
每一次都博我们一笑。她喜欢戏里的闺女
媳妇，不喜欢大老爷们，尤其是大花脸，她
说，吆喂，你看这人，把脸抹刮得恁丑。

母亲每天起得早，我看到的第一个情
景就是她坐在茶几旁的小凳子上梳头。她
神情专注，无喜无悲，右手持梳子，弯起胳
膊，从上到下一下一下梳着，缓慢，仔细，那
一刻时间被拉长，画面被凝固。她的头发是
花白的，但以八十岁的年纪犹黑色居多。她
梳完头，将脱落的碎发归拢了放进一旁的垃
圾桶里，双手抠住茶几玻璃慢慢站起。这场
景像一幅慢镜头每天早晨都反复播放。

那时我还不知道玻璃上还能留下她的
指痕。

八个手印，仔细看去还能清晰分辨出
指纹，那是母亲独有的生命识别印记。犹
如一帧版画、木刻，母亲把她的作品留在我
的玻璃板上面，仿佛一股汹涌的潮水冲击
着我的心灵堤坝，我的感情防线瞬间陷落。

我给母亲剪过指甲，她的手指颀长纤

巧，可惜生在农家，只是用来缝补浆洗、纺花织
布、稼穑弄炊，与弹琴鼓瑟无缘。就是这样一
双瘦弱的手，撑起了偌大一个家，把六个儿女
养大成人。十根手指，就是十根擎天柱啊。母
亲的指痕就是我生命的印痕。犹记得，小时候
家里穷，白面稀缺，母亲偏向我这个幼子，做饭
时和一小块白面疙瘩，用一根木棍串起杵到灶
火里烧，给我解馋。这种面食我至今只知道发
音“补剂”而不知究竟是哪两个字。母亲烧熟
了“补剂”，还烫着，两手倒腾着，递给我，以怜
爱的眼神悄悄说，快吃吧！而今我用“补剂”二
字觉得没有比其更准确更传神的了，它分明就
是母亲对我生命的补剂！犹记得，一年夏天晌
午我偷偷跳到村西大坑里洗身子，回到家，母
亲审视着我问，干啥去了？我支支吾吾说，玩
去了。母亲用手指在我身上划了一下，立刻出
现了一道白印，她怒喝，看吧，明明是洗身子去
了，还敢说瞎话！抄起一把笤帚就打，我马上
撒丫子落荒而逃。犹记得，寒冬里母亲的手皴
裂出口子，食指红肿得胡萝卜似的，大瓮腌菜，
盐水一渍疼得吃吃哈哈，但她笑着拍着瓮沿
说，疼，叫你疼！犹记得……记忆中的事如恒
河沙子，哪里数得清呢。
母亲在我这儿仅住了两个月，以后再也

没有来过。如今十多年光阴倏忽而逝，母亲
墓木已拱，茶几玻璃上的指痕仅留存了几天
即随空气漫漶消散了，但对一个儿子来讲，母
亲的指痕无处不在，那是生命的印痕深深镌
刻在记忆深处，永不磨灭，直至终老。

李霁野先生在台湾
王云芳

人生又面临新的选择
陈省身的硕士论文经过答辩手

续，答辩委员会由理学院院长叶企
孙、算学系主任熊庆来和算学系教
授杨武之三人组成。1933年，孙光
远先生终于应中央大学之聘离开清
华，此后几十年陈省身再也没有机
会和孙先生相见。1978年，陈省身
应邀访问南京大学，曾特地去看望孙
先生。一年之后，孙先生就去世了。

陈省身在清华的几年，多数时间是
熊庆来任算学系主任。陈省身对熊庆
来一向执弟子之礼。熊庆来在1949年
第三次到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会议，曾滞留巴黎做学术研究，不想患
了脑溢血。为了帮助熊先生，陈省身特
意到巴黎看望，也有过一些经济上的帮
助。熊先生的二儿子熊秉明，是留法的
著名画家，陈省身和他多有过往。

陈省身在北京待了四年，但没有
好好地游览过北京城，甚至连长城也
没有去。一到放假就回天津看望父母
和姐妹弟弟。这时他们住在天津英租
界耀华里13号。家里人口多，靠父亲
作为公务员的薪水来养活一家人，已
经勉为其难。如要支持孩子继续学
习，则需另外贴补。好在老家嘉兴那
里还有几间房子和一个小当铺，可收
一些房租贴补一点，实在入不敷出时
就得卖房子了。

1934年，陈省身以11门主课中
10门“超等”，毕业论文“超等”的成绩
从清华大学毕业，获理学硕士学位。

这时人生又面临新的选择。陈省
身的志向是出国留学。当时清华大学

规定，研究生成绩好的可以直接保送赴国
外留学。面临毕业，又要出国，自己又没
有出国的经验，长辈指点和行政领导支持
是必不可少的。那时系主任熊庆来正在
法国进修，算学系的代理主任是杨武之，
于是一切手续都仰仗杨先生。清华公费
出自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因此一般都派
往美国的大学。但是，如上所述，陈省身
希望去德国，随布拉施克教授研习几何
学。由于杨武之先生的帮忙，一切手续都
顺利完成。1934年7月7日，在有杨武之
和郑桐荪等人参加的清华大学第82次评
议会上，通过了“提议派遣算学研究所毕
业生陈省身前往德国研究案”。对杨武之
先生的鼎力帮助，陈省身终身表示感激。

陈省身这时已确定了以微分几何为自
己的研究方向，所写的论文有关“射影微分
几何学”，但是，也渐渐觉得那些研究并非
是未来会有前途的方向。他隐隐约约地感
到，微分几何的正确方向当是所谓“大范围
微分几何”，即研究微分流形的整体性质，
它和拓扑学有密切关系。这一方向在那时
刚刚开始。陈省身多年以后回忆说：“那是
在清华时一直憧憬着的方向，但未曾入
门。当时的心情，是望着一座美丽的高山，
还不知道如何攀登。”他要到人生的下一
站——德国汉堡——去攀登这座高山。

无米下锅
大娟用袄袖擦了一下汗水：“田儿，

你上船去歇会儿吧。”田儿继续用力拉
着纤绳：“我不累。”纤道下边的水汪子
里，有一群水鸟正在水面上快速地游
动，有的在前面跑，有的在后面追，也有
的也许由于天热缘故，将鸟尾巴朝上往
水里扎，见有拉纤的人过来，水鸟们并
不惊慌，在大水汪子上尽情戏耍。
拉纤人身背纤板，手拽纤绳，喘着大

气，嘴里发出“哎嘿哟，哎嘿哟”的号子
声。大娟扭头看了看站在船后扶着大橹
的妈妈，盐沟里的艚船一对接着一对地
前行。她仰脸看了看弟弟，正吃力地猫
腰拉着纤绳，嘴里合着拉纤人们的节奏，
发出“哎嗨哟，哎嗨哟”的号子声。再往
前行，就看见三道桥那盐警队的炮楼了，
三道桥的变化真大呀，仅仅几天时间，这
里的一切都变了，炮楼上那黑黑的枪眼
伸出了大枪，炮楼下盐警队增加了岗哨，
盘查来往行人，炮楼旁那两间草房子，本
来是八路军盐管处收盐税的地方，现在
里边一个人也没有了，盐管处为驳盐工
人烧开水的锅灶也拆了，只留下一堆被
煤火烧红的泥土，那口盛开水的大缸被
砸碎在道旁。
几天以前，驳盐的工人拉船到这里，

盐管处的同志就会将开水送到面前，如
今呢，却是站岗的盐警端着明亮亮的刺
刀；几天前，这里有很多的滩灶户等着过
船，向八路军的盐管处交钱纳税，如今呢，
只有一个穿着长袍，戴着老花镜的老先
生，打着一把旱伞，坐在盐沟埝上，身旁放
着很多打着火印的竹签，每过一对盐船，
他就要发放一支，以记下进坨的船数。

田儿背着纤板，手里举着一张船票，
走到戴着老花镜的老先生面前，把船票递
了过去。老先生接过船票，抬头往盐船上
打量了一眼，然后用一支红蓝铅笔在船票
上画了个什么，随即把船票又递还田儿，
递过一支竹签，嘴里喊着：“137。”不知道
这是喊给谁听的。田儿接过船票和竹签，
看了一眼船票，然后折成小卷掖在草帽缝
儿里，又去帮助姐姐拉盐船。

三道桥是个盐警把守较严的卡子口，
拉船的工人们来到这里，都是低头不言
语，看着周围环境，心里在愤愤不平。大
娟拉船走过这里，虽然没有出声，但心里
仍在伴随着脚步节拍，哼着那“哎嗨哟，哎
嗨哟”的号子声。盐船进入坨地，大娟妈
下船回家。临走，她嘱咐大娟和田儿：“把
船卸完后，带好家具早点回家。”大娟和田
儿答应一声，便去忙着卸船。

大娟妈急着回家，是因为家里还有八
十多岁的老婆婆，出来这一宿半天了，她
不放心啊。到了家，大娟妈赶紧刷锅、做
饭，可是做啥饭呢？家里仅有的一点棒子
面，只够吃两三天的。她在锅里放进水，
想先给孩子熬点粥，水开时，那姐俩回来
了。田儿把肩上的一个面口袋放在炕上，
说：“这是苗万贯送的粮食。”大娟妈惊
问：“苗万贯？他凭啥给咱们送粮食？”

28 60 民间传唱
满腔热忱被泼了一盆冷水，但

王莘并不气馁。他不相信他的这首
“外国歌”在群众中流传不开。此
后，他用两周时间完成了《歌唱祖
国》分节歌的第二、三段歌词，从历
史、现实和未来的角度，对歌曲主题
进行了具体阐释：

我们勤劳，我们勇敢，五千年历
史光辉灿烂。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
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我们爱和平，
我们爱家乡，谁敢侵犯我们就叫他死
亡！ 太阳升起，光芒万丈，人民共和
国正在成长。我们领袖毛泽东，指引
着前进的方向。我们的生活，天天向
上，我们的前途万丈光芒！

三段歌词，分别写了祖国、人民和
未来，使“歌唱祖国”的内涵更加丰富
和完整；与此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
歌词较长，群众记忆会有难度。为此，
王莘将演唱形式设计为合唱加领唱，
即群众合唱只唱第一段四句歌词，二、
二段歌词由专业歌手领唱，最后再回
到第一段歌词的合唱。这样一来，不
仅突出了歌曲的主旋律，也增强了演
唱的节奏感。

完整版《歌唱祖国》写成后，王
莘把歌片油印出来，迫不及待地跑
到位于锦州道 58 号的天津音乐工
作团，一进门，正看到一个
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坐在钢
琴旁练习，便把歌片递到她
手里：“小靳，你把这个曲子
弹奏一下！”这个小靳，便是
后来的著名钢琴家靳凯

华。小靳接过歌片一看，就是一个简单
的谱子，像草稿一样，连歌名都没写。
她点点头，照着曲谱弹奏了一遍。 就这
样，靳凯华成了《歌唱祖国》的首位钢琴
弹奏者。“怎么样，好听吗？”“好听！”
“有没有需要修改的地方？”“没有！”王
莘知道，小靳是个诚实的孩子，当年只
有十几岁，涉世未深，还不懂得何为恭
维。他又让小靳弹奏给音工团的其他
同志听，大家都说好。
适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

年，王莘率领他的合唱团和管弦乐队，
到天津的工厂、学校流动演出，首场便
是天津耀华中学。为何要选择耀华中
学呢？原来，1948 年 12 月中旬，平津
战役前夕，国民党第94军 43师师部等
3000 多人，强行进驻耀华中学，构筑
工事、修建地堡、堆积土墙，妄图负隅
顽抗。1949 年 1月 14 日，天津战役正
式打响，解放军从东西两个方向会师
金汤桥后，展开对市内南北守敌的围

剿。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终
于攻克国民党守军在市内最后
一个据点耀华中学，天津宣告
解放。因此，在这里举办《歌
唱祖国》首唱仪式，具有特殊
和标志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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