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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第四九一五期

沽上

丛话

自然界绮丽多姿、仪态万千的景观之中，我对江河湖海情
有独钟。这样说绝非自诩为“乐水”的“智者”，盖因有生之年
从未脱离临水而居的经历。幼时便出生在北国江城哈尔滨市
的松花江边，青年时代下乡插队在渤海湾的长兴岛，返城后及
至今日，又先后工作、生活在大辽河、辽河之滨入海口处。我
曾与朋友戏说，今生今世，怕是走到生命的尽头，也要“头枕着
波涛”了。
细想起来，同是在水之湄，景况却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海

滩为例，渤海湾长兴岛乃至同在一个地区大连的海滩，分明是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蔚蓝与金黄相接的锦缎，碧蓝的海水百般
轻柔，细软的沙底清晰可见。而如今我生活了三十多年的辽
河入海口的海滩却是大面积的滩涂，很难接近，滩涂边缘长满
芦苇及其他水生植物。那海水也如黄河水般混浊、浑黄，绝无
浴场可言。同样的海滩、我在大辽河之滨的营口市工作期间，
曾经多次去过，因此奉调到与营口仅一河之隔的盘锦市工作
后，较长时间未曾去亲近海滩。记得是二十多年前的七八月
间，我和一位同事到当地一家国有苇场搞调研，听苇场职工介
绍说，附近的一处海滩每年入夏后，海滩上的水生植物便渐渐
变红，那是一种连天接地的红，让人过目难忘的红。初听我还
将信将疑，午餐后，便与同事去往那片海滩。登上海堤之后，
眼前的景象顿时让我惊讶得无言以对：如同处女地一样的无
垠海滩上，那连天接地的殷红，恣意地铺展着，周旋着，似乎要

将我淹没、吞噬，让我感到一阵阵地眩晕。幸有几只鸥鸟在红
滩之上翩翩展翅，极远处有三两帆影款款而行的动感，才让我
如梦方醒——呵，红海滩，真的是世间难得的奇观！我深懊自
己与她相见晚矣！
第一次与红海滩晤面后，经人指点，我又乘船沿盘锦120

公里海岸线巡游，看到在辽河入海口的其他几处滩涂之上，也
有面积大小不等的片片嫣红，与此间的芦苇、蒲草红绿相映，
美美与共。我旋即奋笔疾书，写成一篇不足两千字的短文，题
为《凝望红海滩》，一抒胸中感慨。稿件投出后很快在《人民日
报》“大地”副刊发表，后又为许多报刊转载，并被多种文学选
本选用，直至进入中学语文教材。翌年，辽宁电视台据此拍摄
了电视艺术片，即电视散文《凝望红海滩》，推出后，获当年国
家广电总局艺术专题片“星光奖”。此后，随着国民经济和各
项社会事业的快速发展，当地政府逐年投入资金，用于对红海
滩景观的宣传、保护、整合、发展，遂使沿海岸线自然生长的红
滩绿苇愈加光鲜亮丽，彰显出“上下天光”、超凡脱俗的异彩。
如今，红海滩景区被评为全国五A 级景区，据不完全统计，几
十年来，海内外前来观光旅游者已数千万计，旅游旺季，每天
来景区的游客多达五万人之多。
在全国人民满怀豪情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日子

里，我与诸多文友又一次来到心仪已久的红海滩，兴许是人
逢喜事精神爽，此番旧地重晤，立刻感到眼前豁然开朗——
那铺天盖地的殷红，愈加耀眼，愈加厚重，愈加“天然去雕
饰”了。登上三层楼的观景台，见不远处红滩上增加了一道
景观——镶进一个由镰刀、锤头组成的党徽图形。金光灿
灿的党徽与浩瀚无垠的红海滩的巧妙组合，让我眼前似有
一面硕大无边的党旗在猎猎飘卷，心中不禁赞叹景区工作
人员的独运匠心。时值月初，午后三时许，海面开始涨潮
了，虽然不属大潮，但是远远望去，天边的海浪涌动着雪白
的浪花，滚滚滔滔朝着嫣红的海滩推进，由数不清鲜红的碱
蓬草汇成的辽远壮阔的海滩，也如同海浪般涌动着波涛。海
风阵阵，云影婆娑，洪波涌起，这血红色的波涛，顿时让我怀
想起我们党百年来走过的征程……“快看下面的稻画！”文友
的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回转身来，眼前是一片广袤的水
稻田。微风中起伏的稻浪，以深绿、浅绿的色差，装点成“唱
支山歌给党听”几个楷书大字。
返城路上，我在中巴车上闭目凝神。年年岁岁，大自然赐

予的红海滩曾让无数游人心旌摇荡。就我本人而言，二十年
前对她的感悟只是“宁静、闲适、安逸”。如今，我却深深感到
她的坦荡、恢宏、伟岸。本人虽年逾古稀，直奔耄耋，但此时心
中却默念着艾青的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土地爱得深沉。”“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净。”

1927年的武汉，
中共中央召开了两
次重要的会议，一次

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中共五大，一次是在“七一五反
革命政变”之后的“八七会议”。
“八七会议”之后，蔡和森从武汉来津传达会议精神，并参

与建立北方局。次年，他的女儿蔡转在津出生，一个“转”字不
言自明，是期冀革命的转折。

我在武汉的朋友为数不多，2020年疫情暴发的时候，我亦
心系于此，其中一位老人也为所我挂怀。当时她被滞留在医
院，而她本在德国生活正待归返的女儿也被滞留。我在她女儿
的朋友圈里关注着她们，看到了这对母女的坚卓和乐
观。这位老人就是蔡转，她的女儿名叫刘燕，也已年过花
甲。蔡转也不能预料，她后来又从天津辗转来到父亲曾
经工作的武汉定居。她自幼被党组织送到莫斯科郊区的
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学习，后来她长大成人，于1952年毕
业于斯大林第二国立医学院，回国分配在北京，1958年调
至爱人所在的城市武汉。

2018年的8月，我随《曙光》摄制组到达武汉，前往蔡
转家中拜访拍摄。蔡转虽已年高，但平时就是一人居汉，她唯
一的女儿刘燕并不生活在她身边。我和刘燕通过多次越洋微
信，待她归国探亲之际，才抓住机会从天津赶来。

见到蔡转本人，倍觉春风拂面，一脸的慈祥，笑容可掬，又
现出娃娃般返老还童的可爱。回忆往昔，她哀而不伤，谈笑自
若，言及其父蔡和森，流露出深情眷恋，但又坦言，她对父亲只
有一个印象，那应是在1931年春夏之间的香港，母亲抱着她坐
在轿子里上山，后面跟着一位个子高高的身着长衫的男子，她
推算那就是她的父亲。那就是父亲给她的唯一记忆。是年其
父牺牲，彼时她才3岁多，故而于她心中，父亲的形象其实连“碎
片化”都不是，那只是一个碎片。

今年7月1日党的百年诞辰，年已93岁的老人蔡转写下这
样一段话：“……今天我更想念我的父亲蔡和森，他和其他战友

百年前的牺牲换来了今天，我能亲眼看到，也是为他见证，是多
么幸福！”文字看似平静，其实是哀丝毫竹，其情可悯。

我们《曙光》摄制组协同蔡和森的曾外孙辛旭夫妇前来拜
望蔡转那天，刘燕还和辛旭的母亲通了电话，现出怡怡之态。
其实辛旭是蔡和森的第一任妻子向警予之子蔡博的外孙，而蔡
转是蔡和森的第二任妻子李一纯的女儿。在蔡转家的卧室里，
墙上柜子上端所悬挂的，是蔡和森和李一纯的两张照片。

蔡和森在赴法勤工俭学时，在法国小城蒙达尼，猛看猛译，
学习法文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突飞猛进，那是1920年，他在
写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的主张；彼时他还收获了爱情，他和向警予由于志同道合而组

成了“向蔡同盟”，他们婚姻的缔结，在中共早期党员当中产生
很大反响，几乎成了爱情的范例，很多革命男女同志也都纷纷
效仿。然而，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二人中道仳离。

1927年，多事之秋，血雨腥风。“八七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的
一个伟大转折，其旧址纪念馆为原俄租界三教街，现为鄱阳
街。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共
中央在此召开紧急会议，因出席的中央委员不到半数，故而既
不是中央全会，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它在历史上就以时间
命名。8月7日，是那年立秋前的一天，仅仅一天，一个会议改变
了中国革命的方向和进程。

在“八七会议”上，蔡和森严厉批评了党向国民党上层妥协
让步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
断。而在会后，全国各地武装暴动陆续展开，该年9月毛泽东领

导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而在天
津附近的玉田暴动，也是在蔡和森来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之后
发动的。“八七会议”产生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
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由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
这是蔡和森赴津的原由。

其实在1927年，同样是从苏联回国后的向警予也在武汉，在中
共汉口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宣传部工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之
后，她化名夏易氏，辗转于汉口多地，她既担任中共湖北省委机关报
《大江报》主笔，又不断地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然而在她于这座城市
工作一年之后，1928年的3月，终因叛徒出卖，她在原法租界三德里
被捕，并于是年5月1日的大雨中在余记里空坪刑场壮烈牺牲。闻

知向警予就义的消息，蔡和森悲痛不已，他深情地写下《向警
予同志传》，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予，
你没有死，你永远没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爱人，你是中
国无产阶级永远的爱人。”生离已不再做成爱人，而死别之
际，唯有叹息慨赞，蔡和森表现了超越常人的博大胸怀。
现今位于汉口铭新街的警予中学，就是为纪念在此牺

牲的向警予而更名。而向警予的墓地在她牺牲50周年之
际重建在龟山山顶。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一词当中有

“龟蛇锁大江”之句，这是指在武汉长江两侧的两座山，在黄鹤楼
一侧的是蛇山，而隔江相望处就是龟山。我们和辛旭一行也奔
赴龟山，拜谒了向警予墓。

1931年，蔡和森受中央指派到香港指导广东广西党的工作，那
就是在他的女儿蔡转忆及坐轿上山，印象之中他在轿后身着长衫
徒步前行的那年。也是因叛徒出卖，蔡和森被港英当局逮捕，随即
被引渡到广州，于同年8月4日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蔡和森
向警予都为党的事业而献身，柳亚子曾为二人写诗：“革命夫妻有几
人，当时蔡向各成仁。和森流血警予死，
浩气巍然并世尊。”人生可能会有遗憾，爱
情也可能会有曲折，但是他们对革命初心
不变，故而柳亚子和我们，都给这个烈士
夫妻由衷的敬意和至高的评价。

炸卷圈是天津传统名吃，其在天津人饮食图
谱中的地位，大致与煎饼馃子、锅巴菜同列。客流
密集的早点集市，必然少不了炸卷圈的。

旧时天津卖炸卷圈的，有三大名店，天津南市
“豆香斋”、北郊区北仓镇泰来居董家素馆，以及北
郊区南仓村刘起。豆香斋创建于上世纪20年代，以
经营炸卷圈为特色，售卖的卷圈不仅有豆皮和豆菜
等主料，还有副料十余种，营养全面，有选择余地，
名扬天津城。南仓村刘起则因创新推出枕头卷圈
著称，枕头卷圈形似枕头，借鉴天津素席“鹅脖”的
制作方法和浙江名菜“响铃”的火候，将大块豆腐皮
裁成小块，包住素馅，卷成小枕头式样，外边糊以经
发酵、兑碱的黏黄米沏成的稠液，用花生油炸制，品
相色泽非平常卷圈可比，勾人食欲。

炸卷圈在津味食品里属于杂粮制品。最经典
的炸卷圈是素卷圈，但传统中也有卖荤卷圈的。
荤卷圏的馅儿用肉馅调至而成，旧时豆香斋卷圈
店的牛肉香圆就是荤卷圈的代表。牛肉香圆以面
皮儿包住新鲜牛肉馅下锅炸熟，由于面皮儿较薄，
用的牛肉又新鲜，据吃过这种牛肉香圆的老人说，
尚未出锅已香气四溢，吃到口中更觉奇香异常。

追溯炸卷圈的历史，和卖豆浆的人有扯不开
的关系。豆浆长时间熬煮过程中，表面上会形成
一层厚厚的油皮，很有韧劲儿。早年间一些聪明
的豆浆商贩，不想浪费这个食材，便用这些熬煮
出的油皮，裹上绿豆芽等做成的杂菜，当成配豆
浆的小吃卖。再后来为了口感，又用油炸的方式
加以改良，就变成了现在的炸卷圈。因了卷圈和
豆制品的这一层渊源，早年的卷圈摊多与豆腐
房、豆浆坊毗邻。

卷圈的口味好坏，不在品牌和名店，而在用
料。土生土长的天津卫作家林希就曾说过，素卷
圈贵在用料，裹馅的皮儿，一定要用新鲜的豆皮
儿。干豆皮儿不如鲜豆皮儿，最不好接受的，是用
馄饨皮裹素馅，完全变味了，就是才出锅的素卷

圈，咬在嘴里也是又“皮”又硬。至于素卷圈的素馅，
那就更讲究了，一定要用好绿豆芽儿、腐乳、豆腐干、
姜丝，如此而已。

作为豆制品的衍生物，炸卷圈肯定是使用豆皮
儿更加正宗。除了用料正统，豆皮儿炸的卷圈还有
另一样好处，就是颜色鲜亮。使用面皮儿是天津人
根据生活情境的变化，琢磨出的另一种卷圈吃法。
过去的生活物资相对匮乏，豆皮儿也不是想有就有
的，于是想吃卷圈的人就地取材，将自家常用的面
粉、碱、盐一块儿合成面团，擀成薄而筋道的面皮儿，
包裹馅料，再裹上天津特有的面浆子糊口，炸出的卷
圈一样口感柔软劲道，吃起来另有一番香脆。面皮
儿做的卷圈，除了有和豆皮儿卷圈内馅一样的类型，
还有上述所说牛肉香圆，以及一种炸三角。这种炸
三角用薄面片儿包韭菜、粉条、小虾皮，也有包豆沙
的，包成三角形入油锅炸。

炸卷圈能够在天津发展为一项特色小吃，得
益于天津人喜欢吃“油炸货”。炸鱼、炸虾、炸果
仁、炸馃子、炸山药片……都是为人津津乐道的。
天津人吃“油炸货”，往往并不单吃。以炸卷圈和
炸馃子为例，喜欢就大饼吃。配卷圈的大饼要松
软，层次要多，饼皮要薄，把热乎的大饼撑开，放上
刚出锅的卷圈，配上熏鸡蛋和藕夹，夹住咬一口，
美不可言。所以，大饼夹卷圈也是天津的一道特
色早点。

炸卷圈在天津，可不光是早点，还是一种常见
的消夏零食。据夏华在《话说天津的地·事·人》一
文中说，“那时每当赤日西沉，卖炸虾、炸鱼、炸素卷
圈的……街头巷尾比比皆是。”出生于上世纪初年
的老天津人顾道馨也在其著作中提及：“30年代以
前清晨，特别是下午四五点钟后，走街串巷卖这些
小吃的小贩特多，他们专做这暑天的灶前生意，为
主顾创造温凉机会。”炸卷圈就是这些灶前生意的
其中一样儿。

炸卷圈并非天津独有。北京也有素卷圈，北京
素卷圈的内馅多用得是绿豆芽、菠菜、水发粉条、韭
菜、净葱、芝麻酱，但是北京卷圈儿的名气远不如天
津响亮。上世纪30年代，天津杨柳青人王老七在乌
鲁木齐西大街架锅现做现卖素卷圈，名扬边城。王
老七的卷圈配料里加了在大西北非常普遍的食材木
耳，是结合西北地情对天津卷圈手艺的继承和发扬。

西湖道，是如今不少天津民间美食的网红打卡
地，能在天津西湖道立足的“卷圈儿”，绝不简单。

说到读书的好，读者的认知大同小
异，然而具体到读书喜好，不同的人各
有各的不同。在选择读新书还是旧书
这个问题上，就有人非自己买的新书不
读，而有的人偏偏对二手书情有独钟，
视淘二手书为乐，以读二手书为趣。
其实，与阅读新书相比，二手书里

的确另有乾坤。手捧一本自己
中意的二手书，不仅可以毫不
逊色地领略到书中内容的美，
而且，它往往还开启了一段奇
异的旅程，在书中你没准儿能
邂逅一份惊喜，激发一段遐思，
收获一种别样的心情。一本二
手书，就是它曾经主人的一片
精神领地。想一想，它的主人
当初在拥有这本书时，心情通
常是放松的，他翻开了自己的
书，有如推门走进了自己的家，
或坐或躺、或笑或哭，或安静沉
稳、或放浪形骸，那都是他自己
的事。于是，阅读当中，有的人
可能是正襟危坐，像呵护自己
心爱的其他物品一样爱护着手捧的书，
纵然读有所思，那也都记在了手边的笔
记本上，所以书页始终如新；可也有的
人读书随性，“六经”任我批注，及至读
罢，书页旁边其随手写下的所思所感
“层峦叠嶂”。当这些书籍在它旧的主
人那里完成了陪伴使命，几经周折流转
至另一读者案头，那就仿若打开了一扇
隔着时空遥相交流的窗子。
如果，一本书虽已成为了二手书，

可它依然平展整洁，不免令人想到其当

初的主人恐怕喜欢干净，这才使得他手里
的书虽经历时光淘漉，却依然容颜不改。
而如果到手的二手书在其原主人那里被
“充分利用”，边边角角留下其“再创作”的
痕迹，那就会使其后的读者有缘经历一番
阅读奇遇。不得不说，如此奇遇，是正常阅
读之外的附加馈赠。

一个人只要经常阅读二手
书，就难免会与这样的附加馈赠
不期而遇。比如，在我读的这本
《孤独六讲》中，某页的书眉上批
注着这样的话，“我需要独处的时
刻，我需要孤独去认识自己，去寻
找我的方向”。这段话似乎是专
门留给我的，尽管我与批注者素
昧平生，但我们在面对孤独这个
问题上心灵相通。至于书架上那
本从二手书网站上淘得的《红楼
梦》中，居然折叠着三张连接在一
起的《红楼梦》人物关系说明书，
尤其令人称奇的是，这三张说明
书竟是三位不同读者先后接力完
成的，不得不说，它们是我阅读这

本名著路上的向导，也激励着我下定决心
继续完善这份说明书。
一本一本的二手书在世间漂流，它们

在努力实现着书籍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也
为读者之间心灵震颤、心绪感染创造了独
特条件。可以说，每一本二手书里，都有着
一个看得见、看不见的故事，都跳动着一种
美丽，编织起一张人与书、人与人之间的互
动关系网。
关于书，赫尔岑说得好：这是这一代对

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这是将死的老人
对刚刚开始生活的年轻人的忠
告，这是准备去休息的哨兵向前
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
新书如此，二手书岂非更是如
此？想一想，每一本二手书中，既
有作者给出的忠告，又有一个接
一个不同读者发出的“命令”，焉
能不使人满怀信心与期许，牵手
阅读一路进发？

再望红滩系深情
王本道

《曙光》走笔（二十九）

当时蔡向各成仁
杨仲达

炸卷圈
胡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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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幸福的快事

陈省身虽然和吴有训先生刚刚
认识，但是以理学院院长和郑家世
交的身份，请吴先生作为婚姻介绍
人自然是再好不过了。陈省身于
1990年回忆说：“他是理学院院长，
我是一年轻教授。他对年轻人的了
解是十分敏锐的，所以许多事我都
同他商量。他是一个难得的益友。”

多年之后，许多人都称赞这桩婚
姻。徐贤修说：“郑桐荪先生治家甚
严，女公子士宁，在清华园有淑女之
称。婿陈省身先生在清华为第一届研
究生时即才华照人，为一出类拔萃之
数学家。1937年归国后任清华教授。
郑先生选为东床，固深知陈先生必为
举世皆知之数学大师。”

1938 年初，长沙临时大学再迁
昆明。郑桐荪夫人身体不好，从北
京到长沙几经颠簸，病情逐渐加
重。郑桐荪担心夫人的病体恐怕难
以支持到昆明的旅行，遂决心经香
港转上海就医。他把全家带到上
海，自己独身一人赴昆明任教。于
是，士宁也去上海陪伴母亲，并在上
海的东吴大学生物系继续学业。

1938年暑假，郑桐荪和陈省身经
海防、香港回到上海探亲。据王信忠
回忆，西南联大回上海的有一个八人
小团体。船票难买，于是找到一条小
货船，在甲板上临时铺了八个铺位。
航行十余日，幸好风平浪静。八人中
包括郑桐荪、陈省身等，加上王信忠夫
妇正好七男一女，因名八仙过海。郑
桐荪年高德劭，是八人的领导。

陈省身和订婚不久的未婚妻再次见
面，自然是人生幸福的快事。如果说陈省
身没有在“追”女朋友上下工夫，那么这趟
从昆明经海防的探亲，应该说克服了不少
困难，“表现不错”。在上海期间，陈省身
会见了周炜良。老友相见，分外高兴。陈
省身正在编辑《中国数学会学报》，也向周
炜良约过稿子。

1939 年 7月，郑士宁从上海来到昆
明。两人随即完婚，住在昆明大西门内
大富春街。那是一座中式的楼房，中有
天井。房东是陈西屏先生，曾任云南的
地方官，房子造得很坚固。那时楼上住
了饶毓泰先生等两家，楼下则是姜立夫
先生等两家，彼此都很熟悉。1986年陈
省身回到昆明，那房子仍在。

到了1940年，日军飞机常常来空袭，
城里不安全，于是疏散到昆明近郊的梨
湮村，又同吴有训先生一家住在同一所
房子里。陈省身回忆说：“那时士宁已经
怀孕，我又没有家事经验，相当狼狈。幸
吴太太热心，同我们同伙一段时期，等于
作了她的食客。”

到了1940年夏天，郑桐荪按例到暑假
回上海探亲。为平安计，郑士宁与父亲同
到上海待产。陈省身这次没有同去。8月
27日,儿子伯龙在上海诞生。

账要算清

苗万贯也愣愣地瞅着那群人，
说：“谁知道呢？”又一个警察说：“是
不是人家不知道在哪儿登记，你过去
让他们过来吧。”苗万贯犹豫地站了
起来，可他刚迈了两步，突然笑着说：
“你们看，来了！”还真是，那些人直朝
娘娘宫门前走来，好家伙，不下数百
号。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年轻女子，扶
着一位中年妇女，一个男孩背着个面
口袋，直直地朝这边走来，众人跟在后
面。苗万贯这时才看清，走在前面的
正是大娟母子三人，难道说，他们真的
要来算账了吗？后边跟着这么多人干
什么？哎呀，这不是要闹事吗？

不容他多想，人们已经来到近
前。一个警察喊道：“诸位、诸位，登记
入会，要排好队，按秩序一个个地来。”
众人停住了脚步。大娟妈被女儿扶着
走到苗万贯近前，苗万贯一看她们的
脸色，不由得倒退了一步，后背立刻冒
出冷汗。他颤着声说：“大娟妈，你是来
登记入会？”大娟妈两眼直盯苗万贯，突
然大声吼道：“你给我算账！”苗万贯一
扶桌子，又坐回他的凳子上：“这不年不
节的算啥账？”大娟妈说：“就是要算清
驳盐账、棺材账、粮食账。田儿，把那半
面袋粮食给他放下！”

这娘儿仨的举动，把老先生和警察
全弄糊涂了，都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跟
来的那些工人在街心黑压压地站了一
片。这时，天已将近黄昏，路灯亮了。
苗万贯低头看了看那面口袋，抬头对大
娟妈说：“我说周家嫂子，你缺吃的、少
花的尽管言语，镇长还能亏待了你家？

这账我看就先别算了吧。”大娟妈沉着脸，
一字一板地说：“这账不算，咱心不明，总
这样下去我们也顶不住，这么远的滩，我
们已经驶了半个多月的船了……”

苗万贯一笑,说：“滩再远，有里程管着
呐，多一里有一里的钱，这你们还吃得了
亏？”大娟妈说：“咱人穷不怕吃亏，可是这
吃亏我得吃个明白……”她的话刚说到这
里，田儿上前把话接了过去：“驳这滩不吃
亏？我问你，水浅走得慢你们算了吗？装
不了满载这吨位钱，你们打上了吗？”大娟
一把将弟弟拉住，说：“跟他说这些没用。
算账，就是把账算清。”苗万贯把脸一板，对
着大娟妈说：“算账可以，你们去找李镇长，
我现在这儿登记会员，如果你们在这儿吵，
耽误了工会的成立你们可得负责！”

还未等大娟妈答话，人群里就有人高
声喊道：“别听他那个！工会，他这算是啥
工会！”随着话音，从人群里闯出一个人
来，走到桌子近前，斜眼看了看苗万贯，撇
嘴说：“姓苗的，你是镇长家管事的，理应
给人家算驳盐账，说什么工会、工会的。
难道说，我们工人自己的事情，还能让你
这管事的操办吗？”众人一看，这人不是别
人，正是那位张伯符。苗瑞祥、张小虎也
在人群里，他们悄悄一拉严志诚。严志诚
把头一点，没动地方，他要看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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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拿与王莘同宿舍的三位来
说，王莘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
张鲁是歌剧《白毛女》的曲作者，晨
耕则是《骑兵进行曲》的曲作者，都
已是“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
外”了！

不久，这个充满“音乐之声”的
狭小空间里，又多了一个小琴童，他便
是王莘的次子二牛。当时他只有四
岁，望子成龙的王莘每周日安排他上
一次钢琴课。晚上，四个人一起吃饭
聊天时，两位叔叔发现二牛耳音特别
好，他们在钢琴上弹出很多难以分辨
的音，他都能准确识别，不禁感叹：王
莘啊，你有接班人了!

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决定迁址
北京，由此产生一个问题：天津是否要
有自己的音乐学院？刚刚从中央音乐
学院干修班毕业、时任天津音协主席、
天津歌舞剧院院长的王莘，是最有发
言权的一位。于是，他给时任天津市
市长李耕涛打了一份报告，陈述天津
建立音乐学院的有利条件：一、中央音
乐学院在津办学九年，有现成的校舍
和教学器材；二、中央音乐学院的教师
中，有些已成家，配偶和子女都在天
津，会留下可观的师资力量；三、天津
人的音乐鉴赏力很强，有音乐文化成
长的丰沃土壤。

李耕涛很快作出批复，同
意成立天津音乐学院，并指定
王莘参与学院的组建工作。
李耕涛说，房子、师资有了，一
个学校好不好，就在一院之

长，一定要有一位在国际上叫得响、有声
望的院长主持学校工作。起初，他想让王
莘做院长，但王莘向他推荐了自己的老
师——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作曲系主任
缪天瑞：“我的老师缪天瑞是留学德国的
音乐学博士，精通多国语言，是中国音乐
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律学基础理
论的奠基人，代表作有《律学》及翻译作品
盖丘斯的《音乐构成学》《旋律学》《配器
学》等，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声望。我觉得
他做院长比较合适。如果您同意，我可以
做他的副手，参加学校的组建工作。”
“他会愿意留在天津吗？”“以我对

老师的了解，他对天津是有感情的。我
可以做做他的工作。”经过王莘的诚心
邀请，缪天瑞欣然接受，由此，担任了天
津音乐学院首任院长，王莘任副院长，
孙振任党委书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王莘新官上任
不久，便开除了自己最器重的儿子!前
面说过，王莘培养自己的次子二牛四岁

起学习钢琴，天津音乐学院成立
后，又安排他到天津音乐学院附
小学习。当时，学生每周二上钢
琴课，课后老师留的作业都是难
点，只有认真练习，周五回课时
才有可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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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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