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满庭芳
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文华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
曙
光
》
走
笔
（
二
十
八
）

都
府
堤
前
往
事
多

杨
仲
达

为城市史打开一天蔚蓝
——读张建《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丁字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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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房清欢
薛寒冰

斯是陋室，惟书则馨。此前，对于“书房”的话题我总是
避而不写，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对于我家的布局，实在不好
定义“书房”这个词汇；二是因为父亲曾经主编出版过多种
关于书店、书房和纸本书的主题书，在“纸本书”和“独立书
店”话题逐渐火热的年代，那时我正好在读小学和初中，父
亲先后主编了《独立书店，你好》《如此书房》《带一本书去未
来》等系列图书，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差，去外地讲述关于书
店和书房的话题，虽然那时我年龄尚小，但也依稀记得父亲
和朋友们时常谈论的话题。因此我小时候就是在“纸本书
是否会消亡”的这个话题环境下渐渐喜欢上了看纸本书。
也正因此，或许是自尊心作祟，我总不想拿父亲的话题来做
自己的“题目”。
我家的书房由两部分构成，这两部分也有两种解释方

式，第一种解释方式是：一部分是父亲的书，另一部分则是
我的书；而第二种则是因为除了家里之外，父亲在家外边还
有一间用来装书的工作室，父亲总喜欢称那个屋子为家之
外的书房。对于第一种解释，因为我家书房里的书大多都
是父亲从初中至今四十多年来在书店挑选所买的书，当然
因为他多年来做报纸读书版的编辑，所以也不乏收到出版

社和师友们的赠书，而我自己去书店挑选买回来的书
更多的是放在我的屋里。
从小学起，到了周末父亲总喜欢带我去逛书城，

那时候的书城还没有重新布局装修，我每次都会去
三楼的童书区，父亲则去负一楼和二楼的人文图书
区；小学三年级之前，他总会先带我去三楼，让我挑
几本喜欢看的绘本，然后他再去二楼看他喜欢的小
人书，后来等我长大些，就变成了我自己去三楼找几本想
买的书，父亲自己逛其余的几层，最后我俩在一楼集合，
每次去书城我俩都是满载而归，用父亲的话说这叫“贼不
走空”。也正因此，他给我养成了每周都想去书城买几本
书的习惯，当然对于那时的我，我的眼中也只有类似绘本
这样的漫画书。这种挑书状态持续到了大概四年级，四
年级以后我就开始选择少儿文学了。因为小学放学回家
的路上还有两个书店——现在也只剩下一家书店了，父
亲每每接我放学回家总喜欢带我去这两个书店驻足片
刻，在那里我接触到了漫画杂志，也开始买起了文学期
刊，当时最期待的除了追漫画杂志的更新，便是追新一期
的《儿童文学》。因为父亲有一个习惯就是他买回来或收
到的书，总喜欢在扉页上签上他自己的名字，以此宣誓对
于这本书的主权。因此我挑选买回来的书也总记着我的
名字，所以我家的书就这样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父
亲的，一部分是我的。
从小上学用的演算纸几乎都是父亲书稿清样背面的空

白面，到了初中，数学不好的我一天晚上在家里实在不想做
数学题了，便把“演算纸”带字的那一面翻过来读了起来。
这是初一年级的事儿，也是我第一次看父亲的书稿清样。
因为给自己的目标是美术专业，我高中念的是美术高

中，那时开始慢慢让自己多接触关于艺术的书，我去书城也
渐渐从原先的只去三楼，偶尔去四楼看看教辅资料，到了最
后也开始跟着父亲的步伐，去负一、一楼和二楼“乱逛一
通”。再后来因为书城重新布局，负一层也去的少了。又因
为我和父亲看的书开始出现了“重叠”，再去书城便不是父
亲督促着我一定要找几本买回家了，变成了我拿起一本，他
就常常会说上一句“这本家里有了”，不知从何开始，高中至
今每每再去书城或书店最有满足感的事情，变成了找到家
里没有的书并把它买回家……
我的儿时记忆与书本紧紧相连，与父亲的兴趣紧紧相

关，与家里的书房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提起书房，我
总能想到那些我与书本构成的故事，每一本书与我都有一
个别样的故事，他们是熟知我的伙伴，我是渴望懂得他们的
朋友。其实，进一步说，所谓书房，不是因为房屋构建所赋
予它的名字，而是由无数堆砌在书架上的书本共同组建的
一个空间，这个空间被赐予了“书房”二字；所谓书房，无外
乎一个方寸天地、一个桌案、几个书架、书本环绕，对于看书
的人来说，这个名为书房的空间，不需要很大，也不需要装
潢得多么华丽，但它所承载的意义是油墨纸味无法简单掩
盖的，如同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万般滋味，酸甜自知。

若说我家的书房，家中有一个大房间是用来专门装书
的，除了一张画画的桌案、一张电脑桌、一把椅子、一台电脑
以外，其余的地方都堆放着书架书橱，书架前面也还是书，
堆放在地板上、桌案旁，用尽一切地方来放置它们，到后来
随着书越来越多，我家客厅的一面墙也顶天立地着一排书
架，上面也都挤满了两排书。后来，饭桌前、沙发上、地板上
也都堆起了书堆，一直延伸到我屋……所以，若说我家的书
房，每一间屋几乎都难以逃脱堆满书的结果，我家唯一的
“书外桃源”就是爸妈的卧室——在妈妈的坚持下，他们的
卧室里没有堆满书，也就是在他们的卧室里才把书柜变成
了衣柜。

再说我家外的书房，因为家里的书实在装不开了，父亲
又有了一个“家外书房”。记得在我念到初三年级前后，我
们家又有了一间家外的书房，父亲称其为“我们书房”。那
里也成为了他对外的工作室，偶尔与朋友们喝下午茶的场
所。那间书房从一开始一面墙的书架，到后来那一面墙的
书架也无法容纳，只好沿着书架一层层堆积在地板上，本来
这间书房还可以同时容纳八九位来客围案喝茶，但逐渐每
次若来客人，父亲先要告诉人家只能坐下三四位客人，因为
椅子上和桌案上也是堆满了书……这就是我家的书房，并
不整齐，更像是一个堆满书的仓库。这是我的书房记忆，它
与父亲的喜好与职业紧紧相关，与母亲经常对我俩说的那
句“又买这么多书回来”紧紧相关，与我自己的文学梦艺术
梦紧紧相连，它造就了我的文学梦，也填补了我画画之余的
空白，给予我大胆写作的勇气。

前几天顺手拍了几张书房的照片发了一条朋友圈，一
位老师看后鼓励我写一篇“我的书房”。像是突然打了一个
激灵，写写“我的书房”？静下来一想，是啊，我还真没考虑
过这个题目，当我看到那位老师在我朋友圈的留言时，我的
第一反应是，这究竟是我的书房，还是父亲的书房？可我的
书房记忆又的确与此相关，也渴望着多年以后我也能有一
间用来堆书的房间，一间属于自己的书房……

长江和汉水在这里交汇，武昌、汉口、汉阳
三镇组成一座江城，这就是武汉，这座革命的城
市，红色痕迹颇多，我们行旅匆匆，屐痕到处，常
有目不暇接的穿越之感。

在武汉，如今的胜利街和黎黄陂路交叉路
口，有一座红色的建筑，它是中共中央在武汉的
机关旧址。历史上红楼或小红楼之谓，在全国
并非一处两处，武汉本地就也有，在黄鹤楼附近
蛇山南麓的鄂军都督府，即辛亥革命之后的武
昌军政府，因为楼身红色，它就被当地人称作红
楼。而中共中央旧址虽然没有红楼之说，但它
确实也是一座红色的三层楼房，它的建筑和历
史都是红色的。在1926年年底，中共中央机关
由上海迁来，落脚在汉口原俄租界四民街。因
为中央到达武汉，所以，历史的使命也已降临，
这座城市并将迎来血雨腥风的1927年，在“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暮春日子，中共中央机
关昼夜繁忙，正在筹备的中共五大即将召开。

现今的中共中央旧址纪念馆里，专门辟出
蔡和森的居所，在他的办公桌上，特意还原放置
两个玻璃药瓶，蔡和森当年刚从苏联回国，即在
此抱病工作。五大召开之后，蔡和森又扶病到
武昌都府堤毛泽东的家里居住。

都府堤，就是召开五大的地方。它就在长
江岸边，但它并不是江堤。过去这里原有一个
湖，名叫司湖。据说清代在湖上筑堤，堤东为大
司湖，堤西为小司湖，因堤近都督府衙门，故名
都府堤。堤上渐渐有人烟，遂形成大街，但我看现在的路牌，仍为都府堤，
这是以堤为街了。

湖废堤颓，其名尚存，但我才疏学浅，不解所谓都督府是何时何样的
机构，前文提到的武汉红楼即鄂军都督府，是辛亥武昌起义成功后于
1911年10月成立的，它是民国第一个省军政府，它与都府堤不远，我疑心
是否因它而得名。如果这样，那么此堤得名该是在民初。

1927年毛泽东在武汉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偕妻子杨开慧租住于此
街，他的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即在这里写成。这条都府堤，南北
不过是560米，却曾星汉灿烂，彭湃、夏明翰、毛泽覃也都曾在毛泽东家里
住过。此路北端丁字路口处是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而在毛泽东故
居对面街西，一座西洋式高耸的门楼里，是原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附属
小学，这里曾是陈潭秋的故居，也曾是中共五大的会址，曾来此街的中共
俊秀，则举不胜举了。

自1922年到1927年间，陈潭秋曾两度偕夫人徐全直在高师附小，担
任该学校年级主任和教员，他以教书为掩护发展党团组织，积极开展革命
活动。1927年4月27日，中共五大开幕式就是在这所学校的风雨操场召
开的。所谓风雨操场，是一座典雅的二楼的学宫式建筑，其一楼是当时学
生雨天上体育课的地方。我们《曙光》摄制组在拍摄陈潭秋和瞿秋白、蔡
和森的时候曾三度来此，其中在拍摄瞿秋白一集的时候，院子里就下起了
绵绵细雨，我们冒雨在院中往来跋涉。

电影《建党伟业》里忠实地表现了五大的会场。现已有学者发现提
出，党的代表大会自从五大开始设立主席台和台下席位，也就是说，会议
是从团团围坐的形式转变成面面相对的形式。从这里可以管窥党员人数
的激增，五大时期的党员已近六万人，比四大时期的九百多人翻数十倍，
故大会党员代表人数也相应增加到近百人。

在风雨操场召开的只是五大的开幕式，此后会议转到汉口的黄陂会
馆继续举行。因为当时汉口较武昌相对安全，且大多代表居于汉口，轮渡
过江不甚方便，故而移师对岸，又在那里一直开到5月9日。与会代表纷
纷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其中瞿秋白更是将自己所著的《中国革命中之
争论问题》一书交由代表讨论，其内容和会议所提出的争取无产阶级对革
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的原则吻合，
当然，会议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
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领导的革命武装
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故而未担负起挽救革命的任务。当
然此次会议也有诸多亮点，比如它第一次将民主集中制原则写入党章，它
第一次产生了中央纪律检察机构，它第一次邀请国民党代表团参加共产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等等。这次会议结束的转天，在都府堤的那个会场，
又召开了团的第四次代表大会。

我和三任编导以及摄影师队伍一起，曾经三度来到都府堤，我甚至已
经熟悉了那里周围的环境，而这里所涉及的《曙光》人物其实还有张太雷，
只是那一集我们未在这里采景。从这一点就可以衡量出，这条街在中共
历史上的意义。陈潭秋、蔡和森、瞿秋白和张太雷，他们在不尽相同的时
间来到了武汉，在相同的时间参加了五大，为这次会议作出了不同的贡
献，此后又走向了不同的人生命运，我在回忆都府堤这条神奇的街道的时
候，记忆重重叠叠，包括我们走过这里的往事，也包括我所知道的那些革
命前辈的往事，我深觉顾此失彼，我甚至无法准确地抓住一些细节，我不
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人为主，从哪一个人的故事说起。那是一个时代的形
势，山鸣谷应，风起云涌，应作如是观。

张建《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丁字
沽》有口述篇、日记篇、史料篇三本，计60
万字，一次出齐，也可见出版方的自信。
连同此前四册，迄今张建已经完成了“口
述津沽”百万字了。
百万字有八个关键字是首创，即“口

述津沽、民间语境”。这是天津地方史学
界首创词，也是新立的一块新界石，貌似
通俗，但不妨碍它的学术价值，此书为来
者打开天津口述史一天蔚蓝，也为口述史
学走出一条最实用的史料研究路径。
口述史是世界新兴的个人口头叙述

记录专门学科，在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
1948年由新闻工作者转行的美国历史学
者A·芮文斯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建立了
第一座现代口述历史档案馆，用以记录保
存美国社会生活中有意义的私人回忆
录。1967年，美国成立口述史学会，1980
年该协会制定了口述史的学术规范和评

价标准，从此有了口述史被学术界普遍认
同的规则。

2009年，张建开始了天津“堤头与铃
铛阁”的口述史采集，从那时起的几年间
先后出版了《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堤
头与铃铛阁》《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西
沽》《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西于庄》口
述篇、日记篇。张建出版的百万字的口述
史著述成为“口述津沽第一人”，填补了天
津口述史的空白，也为口述史的实践做到
先人一步。

张建在“口述篇”中采访了丁字沽老
住民共33人，基本都是三代以上住在那
的老户，年龄在50岁至 80多岁之间，虽
然都是平头百姓，读完了他们的口述，丁
字沽的发展跃然纸上；一家一户几代的
悲欢离合，勾勒出一幅幅生动的市井图
街巷图；其中蕴藏着渔业、农业、工业、手
工业乃至商业多方面内容。口述史以最

低的视角“拍摄”出平凡人群的真实生活，
发掘记录了任何文字都没有记载过的被忽
略的史实。
平民在自己的语境下有着自己的历史，

第一次将这些人的口述聚合起来后，大家会
惊奇地发现，丁字沽生民在天津的一隅闪烁
着自己的七彩绚丽，生发着自己的五味杂
陈，有着自己语境下的多姿多彩。
为什么要再写一本“日记篇”？张建

说，将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真实地记
录下来，是口述史“煎炒烹炸”的烹饪过程，
此中有成功也有无用功，有精准也有瞎撞，
其实是向大家提供“工作路线图”，避免大
家走弯路或无球跑动。还有就是展示“心
路”，其中的悲喜甘苦、愁闷急躁、鸡毛蒜
皮、曲曲弯弯。“日记篇”读来，是“口述篇”
背后工作状态下心理起伏的“心电图”，这
是最有温度的文字，是一位口述史工作者
心迹的袒露。

“史料篇”是张建写作的新课题，也是大
难题，在他的日记中几次看到他即将擂响
“退堂鼓”，但他不仅没有敲，而且迎难而上
了。他的专业是摄影，但他拿起了笔，开始
了烹文煮字的生涯。他爬梳史料，逐字逐篇
解读，硬是在丁字沽这片学术的“荒地”上，
把散落在各处的“砖瓦”史料一点点拣拾起
来，盖起来一个从来没有的“丁字沽史”屋
舍，完成了一次学术的跋涉，由记者向化茧
成蝶为学者又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以口述为城市与平民的历史补白，用摄
影为这些平民立此存照，张建还用自己的绘
画填充历史的缺失，绘制了不少老胡同、老
物件的照片。书中绘制了一张近一米长的
长卷折叠页，将丁字沽的地貌、胡同和商铺
分布完整地绘制出来，留下天津城区丁字沽
街道历史“第一图”。
《口述津沽：民间语境下的丁字沽》是一

套严谨的学术著作，是一套值得阅读、值得
城市史研究者关注的著作。借用1948年哥
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史出版的《口述史
料汇编》中的观点，作为本文的总结：口述史
学的功能，主要表现在可以填补重大历史事
件和普通生活经历等没有文字记载的空白，
或至少弥补其不足；口述史学扩大了历史认
识的视野，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口述史
学以其自己的特点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史学
方法。

也该谈婚论嫁了

前已提到,1930年陈省身到达
清华大学时，算学系一共有四名教
授：熊庆来是系主任，两位芝加哥大
学的博士杨武之和孙光远，另外一
位便是郑桐荪。此外，还有两位教
员。陈省身则是唯一的助教。算学
系这么小，彼此当然都认识。不像
现在，一个数学系往往多达100名教
师，彼此往往不认得，认得的也只是点
点头而已；大班上课，教师认不得班上
的学生是常事。顺便一提，在20世纪
30年代以前的中国，“算学”和“数学”
两词意思相同，都可使用。直到1939
年，南京政府的教育部正式废止“算
学”而只用“数学”。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算学系，教
师和学生之间经常串门，以至学生对
教师的家属也相当熟悉。陈省身不时
到杨武之的家里做客，看到只有八岁
的杨振宁。他回忆说：“杨武之教授经
常提及作为小学生振宁的聪慧，这给
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然，陈省身也经常到郑桐荪
家。郑桐荪是江苏吴江人，郑夫人曹
纯如是浙江湖州南浔人。他们的长女
郑士宁，生于1915年。陈省身1930年
到清华时，年仅19岁，而郑士宁刚刚
是15岁的豆蔻少女。他们之间的相
识，即始于此时。郑桐荪夫妇看见一
位来自南方的青年才华出众，自然是
中意的了。早有意思把女儿郑士宁许
配给陈省身。陈省身却并不知道。陈
省身回忆说：“那时只是见过面而已，
也许说过话？记不得了。在清华的时

候，追求我的女孩子很不少。只是学问为
重，的确没有真正谈过恋爱。”

1934年去汉堡以后，有一次接到杨武
之先生的来信，说郑桐荪教授有意要你和
他的女儿郑士宁发展关系，不知是否愿意
先通通信？陈省身回答说：“通信当然可
以。”于是就通起信来。

郑士宁那时在燕京大学生物系上二
年级。七七事变之后，和郑桐荪一起来到
长沙。陈省身这时再见到郑士宁，就觉得
很有好感。事实上，许多人都觉得他们是
合适的一对。26岁的陈省身和22岁的郑
士宁也该谈婚论嫁了。杨武之看在眼里，
更是极力撮合。陈省身回忆说：“武之先
生促成我的婚姻，使我有一幸福的家庭。”

长沙临时大学的环境当然十分简陋，
可是陈省身和郑士宁的婚姻大事还得郑
重。1937年12月，按例举行订婚仪式，介
绍人是杨武之和吴有训。杨武之是自然
的人选。另一位介绍人吴有训(1897—
1977)则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20世纪
2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以研究“康普顿效
应”的后期工作闻名于世，时任长沙临时
大学的理学院院长。郑桐荪夫人曹纯如
女士和吴有训夫人王立芬女士是好朋
友，于是吴夫人极力推动吴有训作为介
绍人之一。

算账之前

严志诚对苗瑞祥说：“刚才这件
事，说明了一个问题，在成立盐业工人
工会这件事上，敌人之间是有权力之
争的，但对于工人的压迫与剥削来说，
却是一致的。今天，我们要到娘娘宫去
一趟，看李大麻子如何给大娟家算
账。”苗瑞祥说：“你不能去，要是苗万
贯认出你来怎么办？”严志诚笑了笑说：
“工人们去得多，咱们混在一起就没事。
如果不去，就搞不准敌人内部的矛盾。”

果然不出严志诚所料，大娟家要跟
李大麻子算棺材账的事儿，知道的人可多
了，一传十、十传百地传遍了济公祠附近
的居民。晚饭后，人们便三五成群地往娘
娘宫那儿聚集了。娘娘宫斜对过有四间大
门朝北的青砖瓦房，其中有两间门市，门
旁立着一块高大的木牌，写着“云集川广
云贵珍宝草药，自制除病去灾丸散膏丹”，
四扇风门紧关着，风门上边悬着一块匾，
黑地金字写着三个大字“德仁堂”，这就是
李大麻子开设的中药店。在中药店的西面
是一间过道，往里走是三层到底的四合套
砖房，这就是李大麻子的住宅。

在娘娘宫大门楼下面，放着一张八
仙桌子，上面放着笔、墨、砚，还有一个
厚厚的账本，桌前竖着一块木头牌子，
糊着一层白纸，上写“盐业工人工会会
员登记处”。桌子后面的小凳上，坐着一
位已经秃了头顶的老先生，戴着一副用
线绳代替镜腿的老花镜，手里举着一支
羊毫笔，不时把笔尖送到干巴的嘴唇上
抿着。苗万贯饭后就来到娘娘宫前，拉
过一个小凳，坐在桌子旁边，伸手把那
厚厚的账本拿过来，随便翻了几张，见

都是白页，翻到前几张，才见到写着几个
姓名，他不禁摇了摇头，表示很不满意。

老先生咳嗽了一声，看了看苗万贯：“苗
先生，今天你通知了吗？”苗万贯说：“今天我
没干别的，把嘴都说破了，就为这个事儿。”
老先生笑了：“方才镇长告诉，今天再没人来
报名的话，明天就搬到济公祠前面去。”苗
万贯忙说：“可以、可以，再不行的话，咱们就
挨家挨户登记。”老先生伸手把眼镜往上推
了推：“苗先生，赶快吧。我这药房得开业呀，
离开这门口我可帮不了忙了。”原来这位老
先生，是“德仁堂”药店的坐堂先生。

这时候，过来了四五个警察，向老先
生和苗万贯点点头，其中一个警察问：
“老苗，今儿个怎么样？”苗万贯犹豫着
说：“谁知道呢？等一会儿看吧，吃完饭以
后准有人来登记。”

这个警察一撇嘴：“人家干一天活，谁
还大老远地跑这儿来登记呀。”苗万贯刚
想回话，就听一个警察说：“看，那不来
了！”果不其然，就见从街口来了一群人，
他们走着、说着，直朝娘娘宫这边走来。看
样子，都是干活的工人。可是奇怪，这些人
都停在离登记处不远的房檐下，并且越集
越多。一个警察从板凳上站起来，瞧了瞧
那边的人群，他对苗万贯说：“这些人是来
登记的吗？不会是有别的事吧？”

42 74 洋为中用

玛佐夫舍歌舞团设在一个风景
如画的庄园里，这里森林覆盖，绿草
如茵，林间空地里有一个天然的舞
台，既可为各国来宾表演精彩歌舞，
又可随时请当地民间歌手登台献
艺。王莘在回忆文章中畅谈了他的
观感——

玛佐夫舍歌舞团的成功经验是
以严格的专业技巧训练团员，又不
生搬硬套传统的方法。他们具有一
个完整而独特的表演风格。无论是
节奏典雅的波洛涅兹舞曲，或是抒
情风格的马祖卡舞曲，抑或是热情
奔放的波尔卡，无不蓬蓬勃勃，生活
气息浓郁。而他们演唱的塞格廷斯
基的歌曲，歌词都是非常乐观诙谐
而具诗意的，曲调都是质朴而具表
现力的。这次他们还增加了许多颇
具乡土色彩的节目，如采用农村乐
队伴奏，其中加入了古老的山羊袋
风笛和魔鬼的小提琴，使节目更加
纯朴可爱和富有乡土味道。

就拿《山地居民的舞蹈》来说，舞
者每人手执一柄利斧，跳着急促的跺
脚舞，情绪是这样热烈，节奏是这样
欢快，动作是这样敏捷，表现出山地
居民粗犷豪放的性格。更值得一提
的是，他们改掉了歌舞演出不断开幕
落幕的传统，创造了从头到
尾连续演出的方法，使节目
之间联结自然、气氛连贯：一
阵热烈的欢舞之后，接着从
后面出现了轻盈的抒情舞
蹈，在相互巧妙的穿插中，出

人意料地，台前又出现了气势宏大的大
合唱……真是千变万化，层出不穷，赏心
悦目。可以说，这种串联方式本身就是
一种艺术。
还有演员身上美丽多变的服装，色

彩鲜艳，款式繁多，加上各种灯光的烘
托，忽而亮如白昼，忽而月夜幽静，更增
添了舞台上的戏剧氛围。总之，从表演
风格、演出形式到灯光、服装设计，每个
环节都充满创造精神，每个环节都非凭
空而来，而是有着扎实的生活根据，汲取
了丰富民间营养的。所有这些，都是非
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1950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

第二年，一座培养高等音乐人才的学校——
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海河东岸的十一经
路正式成立了。 1953年，中央音乐学院
成立干部进修班，把曾在延安鲁艺、华北
联大等战争时期的艺术系学员集中起来，
系统学习大学本科教程。王莘有幸参加，
学习了和声、复调、配器、作品分析等作曲

基础知识。这次“回炉”，对进一
步提高他的专业水准和创作能
力，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干部进修班里，人才荟萃，许
多成就斐然的作曲家身列其中，
用今天的话说，堪称“明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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