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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和老傅是高中同班同学。我们住得很近，我住在胡

同的中间，他住在胡同的东口，天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高中
毕业那年，赶上“文革”，闹腾了一阵子之后，我们两人都成
了逍遥派。天天不上课，整天摽在一起。
除了天马行空的聊天，无事可干,一整个白天显得格外

长。我从语文老师那里借来了一套十本的《鲁迅全集》，在
前门的一家文具店里，很便宜地买了一个处理的日记本，天
天跑到他家去抄鲁迅的书，还让老傅在日记本的扉页上帮
我写上“鲁迅语录”四个美术字。
老傅的美术课一直优秀，他有这个天赋。那时，我是班

上的宣传委员，每周在教室后面的黑板上出一期板报，在上
面画报头或尾花，写美术字，都是老傅的活儿。他
可以一展才华,在黑板报上龙飞凤舞。
老傅看我整天抄录鲁迅，也没闲着，找来一块

木板，又找来锯和凿子，在那块木板上又锯又凿，
一块歪七扭八的木板，被他截成了一个课本大小
的长方形的小木块，平平整整，光滑得像小孩的屁
股蛋。然后，他用一把我们平常削铅笔的小刀，是
那种黑色的，长长的，下窄上宽而扁，三分钱就能
买一把——开始在木板上面招呼。我凑过去，看
见在木板上他已经用铅笔勾勒出了一个人头像，
一眼就看清楚了，是鲁迅。
于是，我们都跟鲁迅干上了。每天跟上课一

样，我准时准点地来到老傅家，我抄我的鲁迅语
录，他刻他的鲁迅头像，各自埋头苦干，马不停蹄。我的鲁
迅语录还没有抄完，他的鲁迅头像已经刻完。就见他不知
从哪儿找来一小瓶黑漆和一小瓶桐油，先在鲁迅头像上用
黑漆刷上一遍，等漆干了之后，用桐油在整个木板上一连刷
了好几层。等桐油也干了之后，木板变成了古铜色，围绕着
中间的黑色鲁迅头像，一下子神采奕奕，格外明亮，尤其是
鲁迅那一双横眉冷对的眼睛，非常有神。那是那个时代鲁
迅的标准像，标准目光。
我夸他手巧，他连说他这是第一次做木刻，属于描红模

子。我说头一次就刻成这样，那你就更了不得了！他又说
看你整天抄鲁迅，我也不能闲着呀，怎么也得表示一点儿我
对鲁迅他老人家的心意是不是？
望着这帧鲁迅头像，我很有些激动。这是他二十岁也

是我二十岁对鲁迅的天真却也纯真的青春向往啊。

二
俊戌也是我高中的同班同学，我们两家住得也不远，出

我住的那条老街东口，过马路就是他住的花市上头条。他
不怎么爱说话，为人忠厚，在班上不显山显水。我和他熟悉

起来，是读高三之后。那时候，他和我一样爱好文学，特别
爱读古诗词，说起话来，文文绉绉，古风幽幽，同学给他起了
个外号：“老夫子”。
论起古诗词，他读得比我多，有时，我向他讨教；偶尔，

我们都会写上几首，模仿古人那样，相互唱和，成为了彼此
的知音。“文革”中，我去北大荒，他留在北京，在人民机器厂
上班。刚到北大荒之后，他就驰书一封，写诗寄我：难断天
涯战友心，区区尺素情谊真；相思只觉天地老，日月应怜相
忆人。我读后非常感动，觉得他是重情重义之人。以后，每
年从北大荒回家探亲，我们都要聚聚，叙叙友情，一去经年，
不觉天人俱老。
1969年冬天，我从北大荒回北京探亲。那时，我弟弟

在青海油田当修井工，知道我想买块手表，可那时候手表是

紧俏商品，国产表要票券，外国表要高价。我弟弟来信对我
说，他有高原和野外工作的双重补助，收入比我高好多，说
赞助你多花点儿钱买块进口的表吧。
回到北京，一打听，进口手表也不那么好买，来了货后要

赶去排队，去晚了，就买不到了。关键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来
货，我在北京休假只有半个月的时间，心想买表的事告吹了。
俊戌听说后找到我，自告奋勇说这事交给我了！我有

些不好意思，因为要勤打听，还要去赶早排队，得请假。他
对我说：你就甭跟我客气了，谁让我在北京呢！
前门大街街西紧邻中原照相馆有家亨得利钟表店。俊戌

家住花市头条。多方打听好确切的时间，为万无一失买上这块
表，天还没亮，擦着黑儿，他就从家里出来，骑上自行车，赶到亨
得利钟表店排队，排在了最前面，帮我买了块英格牌的手表。
那天，下了整整一夜的大雪，到了早晨，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
那时候，他自己还没有一块手表。这让我很过意不去，

他对我说：你在北大荒，四周一片都是荒原，有块手表看时
间方便。我在北京，出门哪儿都看得到钟表，站在我家门
前，就能看见北京火车站钟楼上的大钟，到点儿，它还能给
我报时呢！

五十二年过去了，亨得利钟表店没有了。英格老手表还在。

三
老朱也是我中学同班的同学。大家都叫他老朱，是因

为他留着两撇挺浓挺黑的小胡子，显得比我们要大，要成
熟。他是我们班的团支部书记，主持开支部大会，颇有学生
干部的样子，很是老成持重。
高一到农村劳动，我突然腹泻不止，吓坏了老师，立刻

派人送我回家。派谁呢？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出了村四
周是一片荒郊野地，听说还有狼。老朱说我去送吧！他赶
来一辆毛驴车，扶我坐在上面，他扬鞭赶出了村。那是他生
平第一次赶毛驴车，十几里乡村土路，就在他的鞭下，颠簸
着在毛驴车的轮下如流逝去。幸亏那头小毛驴还算听话，

路显得好走了许多，只是天说黑一下子就黑了下
来，四周没有一盏灯，只有星星在天上一闪一闪，
一弯奶黄色的月亮如钩，没有了在天文馆里见到
的星空那样迷人，真觉得有些害怕，尤其怕突然会
从哪儿蹿出条狼。

一路上，我的肚子疼得很，不时要跳下车来跑到
路边蹿稀，没有一点儿气力说话，只看他赶着车往前
走，也不说话，我知道他和我一样也有些怕，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我们像被罩在一个黑洞洞的大锅底下，
再怎么给自己壮胆，也觉得瘆得慌。我不知道老朱独
自一人赶着那辆小毛驴车，是怎样回村的？可以想象
荒郊野外，夜路蜿蜒，夜雾弥漫，不是那么容易走的。

童年和少年还没来得及回味，我们就长大了。
1968年夏天，我和老朱去北大荒，离开北京之前，约上

老傅和俊戌，一起来到崇文门外的崇文食堂，想如荆轲风萧
萧兮易水寒壮别一样，开怀痛饮一番。掏遍了衣袋，只有老
朱掏出两角六分，买一瓶小香槟，倒在四支杯中，瓶底还剩
下一点儿，老朱说了句文绉绉的学生腔：“谁还觉得欠然？”
没人说话。老朱举起瓶，将瓶中酒分成四份洒在每人的杯
中。我们四人便一起举杯，再无豪言壮语，默默地一饮而
尽。从此，悲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万里程。
我和老朱坐着同一列火车离开的北京。那一天，老傅

和俊戌说好了，来为我们送行，俊戌早早就来了，哭成了泪
人。老傅独自一人要去内蒙古插队，心情格外颓丧，以为不
回来了。火车拉响了汽笛，缓缓驶动了，才见老傅抱着个大
西瓜向火车拼命跑来。我把身子探出车窗口，使劲向他挥
着手，大声招呼着他。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我的车窗前，先递
给我那个大西瓜，又递给我一个报纸包的纸包，连告别的话
都没来得及说一句，火车加快了速度，驶出了月台。
打开纸包一看，是他刻的那帧鲁迅头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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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宁安火车站下火车，
看见一个简直复古的小车站，这
让我们到达的不仅是一个遥远的

地方，而且似是一个遥远的时代。零星下车的旅客很快消失，只剩下肩扛手
提、步履蹒跚的我们，我见此站情景，也不顾行李之累，赶忙举起手机拍照，
但是站务人员没有我的这份浪漫，他自己毫无兴趣，对我的好奇之心也没有
体恤，在几番催促之下，我们匆匆出站。

马骏纪念馆的人们已在站外等我们。馆长关微、解说员王莹莹每人开
一辆车，带我们从一座小站又来到一座小城，只有一条主街的古城宁安，风
情别样，再经皑皑白雪的渲染，好一派北国风光。

我们下榻之后，当天下午的任务是把将要拍摄的地方走一遍。
元和盛火磨，是马骏的父亲马喜贵生前所经营，遗址是一座破旧的砖瓦

平房，木窗木门，都已衰败，室内墙上还有黑板，可能在某个时代做过教室，
现已是一个私人的仓库。它和我在马骏的纪念画册里看到的也不一样，房
前已经不再空旷，而是已建成一个小区，它兀自偏于一隅。一棵大树还在，
不知植于何年，有参天之势，枝干繁茂，还被人系了很多红绸，在冬日里犹显
苍劲。火磨是一种机器，我猜测其是指用火带动内燃机的一种磨，它比手磨
先进，但是落后于电磨，而它又代指磨坊。也有书上讲，马喜贵经营的是元
和盛烧锅，烧锅是酒的代称，我想也不矛盾。磨坊磨面，粮食酿酒，而马喜贵
还经营一家“增兴福”面粉厂，这应该都有联系，暂不做细究。

马喜贵家境殷实，故而支持马骏报考天津
南开学校，以宁安之遥，当时南开声名远播可见
一斑，而马喜贵的开明卓见也可见一斑。马喜
贵曾联合回族同仁创办清真两级学堂，现校舍
已不在，然而城中清真寺犹存，我们也去看了，
建筑古朴之风，也供我们在此取景。

宁安小城一隅的一片平房，那是典型的棚
户区，其中就有马骏的旧居，百年间沧海桑田，
它早已转手他人，也当然不是原貌。原来的样
子已不可考，但应还要再大很多。现在它只是
一座普通的东北民宅，院子已屯到路基之下，故
房屋略显低矮，屋顶都被白雪覆盖，院内是积留
的残雪和各种家用杂物，砖头瓦块，坛坛罐罐，
搭盖的棚子檐上还挂着一排冰溜子，住过平房
大院的人应有体会，它普通的就是你家的样
子。只是它在迎面墙上有一个宁安市政府于
1984年挂的牌子，标明是马骏烈士旧居，并标
明它建筑于清代。马骏1895年生于此地，后来
他又多次回来进行党的工作。

我从窗户往里看，见有一扁长的炕琴，这种
物件比叫炕阁子或者被阁子的还要矮。在炕琴
之上，有一个被套，就是有高低柜门用以放置被
子的家具，成色更新。而在这个被套一侧，居然
还有一个被套，我惊讶地发现那是两个相连的
炕。这是两间屋子，从门进房，右拐再入门是卧
室，而直行到厨房，有一个小门通往卧室的后
面，是为双卧室，而后屋是直接上炕。两个屋子
相连，故而两个炕相连，其实也就是一个大炕，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炕，没有
之一。在房前的侧面，有一个立柱体连接出来的专门盖起来的烟囱，我想这
样大的烟囱和炕的“吞吐量”有关。

我们是第二天傍晚又来旧居这里拍摄的，当日此屋的现房主，一位东北
大姐接待我们并参与了拍摄，她在城内本已有新房，但因这处房子是烈士旧
居，她在这里有守护的意思，这房子若是不住人，则会受潮而颓败。那天正
是腊月十五，并且是三九的第一天，天气犹冷，气温中渗透着北方的色彩和
心情。我当时记道：“天安故里在宁安，老瓦陈砖被雪拦，欲觅诗思还语塞，
满庭薄暮正飞寒。”

我所说的天安，所指就是马骏。马骏于1915年考入天津南开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他组织了南开学校救国团并被公推为团长，此
后当选天津学生联合会副会长。他曾参与天津学生在南开学校操场举行的
数千人集会，拟写誓保国土、誓挽国权、誓雪国耻、誓除国贼、誓共安危、誓同
始终的宣誓书；他曾带领学生集体向直隶省公署请愿；他曾赴天津商会并晓
以大义，以头撞柱，血流如注，促使罢市得以继续进行。当年8月，为抗议山
东济南镇守使马良制造的济南惨案，马骏被京津学生代表公推为总指挥，率
领京津和山东五千多名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向北洋军阀总统请愿而被捕，
他因此而被誉为“马天安”。

不仅大家都这样称呼他，他也这样自称，如他所创作的话剧《出狱之
后》，署名即是马天安。因为在天安门前的壮举，他的形象被镌刻在人民英
雄纪念碑的五四浮雕上，那个振臂高呼的人原型就是他。

而宁安是他的故里，这个偏僻的北方小城，原属吉林省，原名宁古塔。
宁古塔并没有塔，它的意思是六个兄弟。这里荒凉，遥远，寒冷，人烟罕至，
是清代的流放地。关于那些流放的故事，我也颇知道一些，都是艰苦卓绝，
催人心肝的，这里也不多说了，但是我想，这个地方出现了马骏这样的人物，
也非偶然。在宁安城外，牡丹江边的古迹望江亭之后，在1995年建成了马
骏纪念馆，也成为这座小城一个新的地标性的建筑。我们此行主要拍摄的
地点就是那里。这座纪念馆的软硬件设施都很完备，是对于马骏一生的概
括，包括他在京津一带的事迹都有表现。我们在这馆里逗留许久，拍摄了很
多素材，这里还有一名解说员名叫韩琳琳，她是马骏的外曾孙女。

此外我们还沿着冰雪中的牡丹江到城外的大石桥采景，这座石桥是
一座古桥，虽然现今已作文物观，而曾经则是通衢要道。当年这也是宁
安通往吉林的必经之路，马骏也曾来往于此桥，他曾于1922年在宁安组
建了东北地区第一个党组织宁安党小组，并带领群众进行了很多斗争，
后来他又到吉林毓文中学任教，并在那里领导五卅运动后的党的工作。
我们也追随马骏的脚步足迹，从宁安去往吉林，这不是指吉林省，而是吉
林省的吉林市。

一个人呆坐在房间里，面对一扇或大
或小的窗子，阳光柔和地泼洒在墙壁上，尘
埃轻灵地在空气里舞蹈，我常常会浮想联
翩：明丽的云霞十分可爱，但转瞬间就会消
失不见；流水潺潺十分悦耳，可听过之后也
就不再留恋。风花雪月的四时变换，最终
皆镶嵌在窗子里而已，如陈继儒的《小窗幽
记》书中所言：“竹窗下，唯有蝉吟鹊噪，方
知静里乾坤。”
初识《小窗幽记》，正是欢蹦乱跳的青

春少年，并没有机会翻开这本书，只在报刊
上看到一副对联：“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
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因钟情
于这副对联，于是记住了其出处。不过，也
真的只是记住而已，然后在稚嫩的思维里
天马行空，浪漫地勾勒出一副花与云的图
画，且美滋滋地陶醉其中。至于文字背后
的山、川、民、物，我还没有能力去思量；至
于“庭前”与“天上”有哪些联系，又象征何
种情境或心境，完全被我无知地忽略掉了；
既不知道“宠辱不惊”的原因，也无法理解
“去留无意”的内涵。

再遇《小窗幽记》，已是卧病在床、被禁
锢在轮椅上的青年。“痛至，然后知无病之
快；事来，然后知无事之乐。故御病不如却
病，完事不如省事。”又是无意之间，这句十
分“应景”的文字闯入眼帘，震撼我几近崩
溃的心灵——生病了才知道健康的难得，

事情发生了才知道平安的可贵，不正是我
当时的心境吗？于是，寻着这句话的出处，
觅到了纸质版的《小窗幽记》，从此将其奉
为枕边书，爱不释手；而它如一把钥匙，悄
无声息地打开我面前的一扇窗，让我“知天
地皆逆旅，不必更求顺境”，让我体验到“闭
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的幸福。

细细研读这部轩快之书，我发现陈继
儒作为一代山人之首，仕隐的日子依然心
灵澄澈，“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透过
幽雅书房中的窗户，他窥见外面的风光景
色，讲述着一些世事的变迁。沉浸在矮小精
美的字里行间，我也慢慢有所顿悟：原来，在
冷却的灰烬之中，也可能有星星点点的活
火；在污浊的流水之中，也许会有一股细细
的清泉；在破裂的家园里，也可能有些许温
度和希望；在苍凉的秋景里，也可能充满一
丝野性和生机；再艰辛的历程中，也许有机
会创造财富……而这一切变化与结果，皆取
决于心态，“有乐于身，不若无忧于心”。

随着作者全面细腻的观察，我的目光
不由自主望向我的小窗，试着体会小窗外
的风、雷、雨、露，“宛见山青水白”；而透过
其丰富的阅历和伶俐之语，我又情不自禁
地闭上眼睛，试着思考生命、生活和人生，
“如看岳立川行”。我的三尺木窗很狭窄，
与对联中的“庭前”对应；而小窗外的世界
如此辽远，俨然是对联中的“天上”，形成一

种窗内窗外、心里心外的对比。于是，我轻轻
地把手放在胸口处，颤抖着抚摸到一扇心窗，
它原本紧闭着，因疾病和痛苦而暗自神伤，失
去了重新开启的勇气；而此刻，它竟然虚掩着，
为窗外的阳光和雨露所吸引，既胆怯又向往。
这微妙的变化令人激动不已，因为这“窗”有了
主动打开的欲望，因为这窗内的灵魂被某种力
量唤醒，也理解了“花开花落”“云卷云舒”的真
谛：浮沉的世事变幻无常，人情冷暖只有心灵
自知，饱经沧桑后品出的苦辣酸甜，才是“不以
物喜、不以己悲”的人生态度。面对人生的高
下，要认清自己所走的路，努力是唯一的捷径；
患得患失是前进的天敌，只管向着梦的方向进
发，心底无私自然天地宽广。

沿着《小窗幽记》溢出来的芳香，我“始于
醒，终于倩”，知道世间所有的事都容易得到
满足，唯独读书这件事是一生也没有尽头
的。“读书不独变人气质，且能养人精神”，天
地玄黄，宇宙洪荒，即使真的能行万里路、读
万卷书，可静下来仔细想想，我们所涉及的领
域也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实在有太多未知
的事物有待了解，太多未知的时空充满神秘
和诱惑，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正如《小
窗幽记》提示的那样：对阅读需要永远保持新
鲜感，要用“不知足”之念去攀登，才能在日积
月累中进步，令内心得到持续的丰盈，精神世
界得到持续的涵养，人生境界得到持续的提
升，气质与雅量才能得到持续的升华。

日月交替之间，小窗内的风景也在变
换，让生命之泉得到不断滋润，让我看到
一个更大的世界，也看到一个渺小的、真
实的、不服输的自己。我坐在小窗前，心
中时而明朗，时而产生困惑，努力拨开“花
繁柳密”，逐渐在空气与日光里安详，慢慢
地走近谦恭。我不断地从书中汲取力量，
在“风狂雨急”中挣扎着，渐渐地，我有力
量站稳脚跟，拥有了涵容的胸襟，培养了

洒脱的个性。如此的反复质疑与回答，我辨别
着真实与虚无，学会在简单中走向复杂，又在
复杂中坚守单纯的初心。痴迷也罢，了无生趣
也罢，人生如潮水般莫测，《小窗幽记》切换着
不同的角度，最后的终结者都是“自身”——幸
福看似遥不可及，实际握在每个人的手里。能
控制情绪是一种自律，能掌控自己的人生才是
真正的强者。
卑微，如小窗内的我，任和煦的微风吹开

紧闭的心窗，从而想去了解更广阔的世界。
幸福，如小窗内的我，在阅读中认识到书籍的
真正价值，从而有机会发现幸福，想遇见更完
善的自我。无论是松间明月，还是槛外青山；
无论是片时清畅，还是半景幽雅，都在《小窗
幽记》中被一页页展开，提醒我们“眼里无点
灰尘，方可读书千卷”；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
无论是蓬头稚子还是耄耋长者，都要主动推
开心灵之窗，迎向阳光明媚的方向，将阴影统
统抛到身后；无论是布衣素民还是渊博学士，
都应“志向高华、情趣淡泊”，人生才能由定到
静，在心安中有所思考，在思考过后有所收
获。“有书可读、有暇得读、有资能读”——这
是《小窗幽记》的箴言，更是拥抱幸福的密码。
无论你是否在意，窗子就在那里，可大可

小，或高或矮，在浓淡相宜的时光里，丰盈着
我们的人生。走近它吧，再推开它，静里乾坤
定会山高水长，在繁华与喧嚣中，映射出素朴
真实的模样。

三友图
肖复兴

宛见山青水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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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汉堡大学
20世纪30年代的汉堡大学，并

没有哥廷根大学和柏林大学那样的
学术盛名和数学传统，但是，它在学
术上后来居上。布拉施克领衔的几
何学研究享誉世界。布拉施克到中
国访问之后，汉堡更成为中国年轻
数学家走向欧洲的桥头堡。汉堡大
学是陈省身的福地，他在这里得到博
士学位并由此转到巴黎追随嘉当，踏
入了当时微分几何的神殿。

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汉堡，是德
国的第二大城市。人口约170万，土地
面积775平方公里。它位于德国北部，
易北河、阿尔斯特河、比勒河在此交汇，
万吨级轮船可以直接从100公里外的
海上沿着易北河驶进汉堡港。市内有
大片的湖泊，纵横的河道以及一千五百
多座桥梁，是一座美丽的水上城市。凭
借优越的地理条件，汉堡市一直是德国
的河运、海运中心，是德国与世界交往
的门户，同时也是德国工业、商业、金融
和科学文化的重镇。

汉堡大学是市内的一所综合性大
学，于1919年登记正式成立。德国人历
来重视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中等规模
及以上的城市几乎都拥有自己的大学，
并以此为荣。其中不乏历史悠久、声名
卓著的学府，如：柏林(洪堡)大学(成立于
1810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海德堡
大学(1386年)等。相比之下，汉堡大学
很年轻。不过，它的前身是一所大学预
科学校，其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613年。

年轻的汉堡大学很快跻身一流学
府行列。在20世纪20年代，它拥有好

几位著名教授。如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
要哲学家之一的恩斯特·卡西尔( Ernst
Cassirer,1874—1945)，他在此创造了所
谓“文化哲学体系”，后来曾任汉堡大学校
长，爱因斯坦称赞他的著作永远启人心扉
(其中一部著作《人论》曾由上海译文出版社
于1985年翻译出版)；还有提出“智商”概
念并把它定义为“心理年龄”与“实际年龄”
之比的心理学家威廉·斯特恩( William
Stern,1871—1938)；因发展分子束和发
现质子磁矩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物理
化学家奥托·斯特恩( Otto Stern，1888—
1969)，以及美术史家欧文·帕诺夫斯基
(Erwin Panofsky,1892—1968)，等等。
然而，随着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在德国
上台，这些杰出学者或因犹太人血统或因
反对当局政策而相继离去。

另一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沃尔
夫冈·泡利 ( Wolfgang Paul,1900—
1958)曾于1923年至1928年在此任讲师，
在此期间他提出了著名的“不相容原理”。

新成立的汉堡大学，为数学系设置了
两个教授和一个副教授的职位。布拉施
克( Wilhelm Johann Eugen Blaschke,
1885—1962)于 1919年从杜宾根大学受
聘来此担任首席教授，他在此职位上一直
做到1953年退休。

想念亲人
大娟妈不相信苗万贯会送粮食。

大娟对妈妈说：“我们刚卸完船，正在
收拾家具，苗万贯就背着粮食来了，说
是李镇长让他送的。”大娟妈更觉吃
惊：“李大麻子？”大娟接着说：“当时我
们不要，可苗万贯放下粮食就要走，还
跟咱攀亲戚……”不等大娟说完，大娟
妈就怒吼道：“谁跟他是亲戚！”田儿说：
“苗万贯走了，我这才把粮食背回家来。”
大娟妈伸手把那面口袋一提：“走，给他
送回去！”大娟见妈妈是真急了，她忙问：
“往哪儿送呀？”是啊，往哪儿送呢？大娟
妈一时也想不出个地点来。
老婆婆摸了摸这口袋粮食，又看看

两个吃惊、瘦弱的孩子，老人“咳”了一声，
说：“这粮食咱们就先留下吧，家里不是也
快接不上顿了。”大娟妈看着年迈的婆婆，
她流下了眼泪，家里快断顿了是不假，可
是这粮食……她咬紧了牙，停了半晌才
说：“他们有钱人家，是没有好心眼子的！”
婆婆拉住儿媳妇的手：“大娟妈，你说的我
都明白。可是，你们干这么累的活，整天
却空着肚子哪行啊？孩子都是出力长力
的时候，你看他们都瘦成啥样了……”
大娟妈这些事都想过，可是又有啥

办法呢？棺材钱没有还清，又给送来粮
食，这又是为啥呢？难道李大麻子真的
开了善心？不可能，不可能啊！她摇晃
着婆婆的手道：“您快别说了，这些我都
懂，怕就怕……”她说不下去了，一头扑
到婆婆怀里痛哭起来！婆婆抚摸着儿
媳妇的头，流着老泪，她猛地把儿媳妇
一推：“大娟妈，吃，吃饱了肚子再说，有
啥事我顶着，我这把老骨头跟他们拼

了！”说到这里，老人家又“咳”了一声，“盐
民游击队，志诚啊！你们该回来了啊！”大
娟妈忙拉住婆婆：“妈，小心、小心，这可不
是闹着玩的。”说着，她急忙出屋往门外看
了看，回身又把门关上，她是多么盼望盐
民游击队快一点回来呀！

田儿叉着腰，看着奶奶和妈妈，心里
说：“李大麻子这小子，真比秦桧还秦桧！”
这时，大娟妈擦了擦眼泪，对大娟和田儿
说：“快吃饭吧，吃完饭歇会儿，咱们还得
上船驳盐去哪。”她看了看柜上那座“老
母”龛，什么都没有想，好像这“老母”龛根
本就不存在似的。是啊，大娟妈此时与婆
婆的想法一样，从心里呼唤着盐民游击
队，希望他们有一天突然又回到盐滩上。

就在盐滩人民想念盐民游击队的时
候，在清水河摆渡口，有几个人正在树下
等候摆渡。这里是清水河东西的要道，是
三水镇通往各地的重要渡口。无怪乎那
河的东岸、三水镇口大石桥，又都增加了
岗卡，对摆渡口的行人严加盘查。“轰隆、
轰隆……”一列火车从清水河上的铁桥经
过，等船的人都扭头望去，这列火车全是
闷罐车厢，车门半关着，车窗敞开着，车厢
的车门和车窗，都有人往外扒头观看，里
边装的不是货物，而是人。“兵车！”等摆渡
的人中有人冒出这么一句。

29 61 艾青修改
这场由王莘指挥、王巍领唱、靳

凯华钢琴伴奏的演出十分轰动，演
出结束时全场起立，鼓掌长达五六
分钟。然后到天津站六号门为搬运
工人、到棉纺厂为纺织工人、到海河
码头为码头工人，到南开大学、天津
大学为大学生教唱《歌唱祖国》。经
过王莘和各方的不懈努力，这首歌不
胫而走，很快在津京两地乃至全国流
传开来。

转眼到了1951年。一天，中国音
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出席北京大学一个
集会时，听到学生们在唱一首歌，节奏
铿锵有力，旋律雄壮豪迈，激情而又优
美，非常兴奋，便问学生：“你们唱的是
什么歌？”“《歌唱祖国》。”“什么人写
的？”“不知道，是南开大学同学寄给我
们的歌片。”回到音协后，吕骥让秘书
长孙慎去了解一下，这首歌究竟是谁
写的？于是，孙慎便将电话打到天津
音乐工作团，接电话的恰好就是王莘。
“喂，是天津音乐工作团吗？我

找一下王莘同志。”“是孙老师吧？
您好，我就是王莘！”早在20世纪30
年代，王莘在上海立新会计学校学习
时，孙慎就是他的老师，曾教他唱过
孙老师作曲的《救亡进行曲》，所以对
他的声音很熟悉。“王莘同志，你好!
我跟你打听一件事，有一首
歌，叫《歌唱祖国》，在群众中
广为流传，据说是从天津传
出来的，请你帮忙查查这首
歌是谁写的。”“哦，孙老师，
是我写的。请问老师，这首

歌有什么问题吗，是不是太洋气了？”“哪
里，吕骥同志在北大听到学生们唱这支
歌，他很欣赏，说歌写得很好，准备向全
国推荐。这样吧，你赶快把歌谱誊写出
来寄到北京，文化部急要！”
原来，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两

周年，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要向全国人民
推荐优秀创作歌曲，中国音协便推荐了王
莘的《歌唱祖国》。几日后，吕骥向王莘传
达了周总理的指示：“总理说这个歌写得
很好，但是歌词有些直白，不够含蓄。他说
歌词应该像诗一样，不能都是大白话。他
准备找人帮你改一下。”“好、好，吕骥同
志，您也知道我就这么高的学问，恐怕想不
出更好的词儿了，还是找人修改一下好。”
之后，周总理找来诗人、《人民文学》

编辑艾青，征询他对《歌唱祖国》的意见。
艾青说：“歌词写得很好啊，都是大实话，
字里行间，充满对祖国的热爱，群众很容
易被感染。”周总理说：“歌词嘛还是要含
蓄一点，经得起回味，你哪怕改一句也

好。”于是，艾青便依照原歌词的
风格，做了两处修改：一处是，第
二段，将原文“我们战胜了一切苦
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
“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
天的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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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