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新区是我出生的地方，长大后虽离开了
那里，却始终是我梦牵魂绕的地方。在今年纪念建
党百年之际，我和家人一同回到滨海新区，参观了
大沽炮台遗址。巧的是，大沽炮台正在举办纪念建
党百年展览，我和家人一边参观展览，一边听着讲
解员的讲解。突然，听到讲解员说到一个名字：唐
宗杰。我立刻怔住了，唐宗杰就是我爷爷啊！

按照讲解员的提示，我走到一张图片面前，
看到了这样的介绍：1945年1月，盐区双桥村唐宗
杰入党，成为盐区第一个入党的盐工，其后又有
13名盐工入党。1945年秋，建立双桥村党支部，
为盐区第一个党支部。这介绍的就是我爷爷，没
有错，就是我爷爷唐宗杰。站在爷爷的照片前，
我特别激动，一时嗓子哽咽、眼睛发痒，不禁在心
里喊了一声：“爷爷！”

在我幼小的记忆中，爷爷是个极为普通的老
人，他真挚、宽和，淡泊个人名利，虽然在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中立过功，新中国成立后又获得过很多
荣誉，但他从不向外人和家人炫耀。奶奶杨春莲因
为爷爷参加革命，也一起跟随爷爷为党工作，从未
向后辈讲过他们的经历。此时，我想起一根擀面
杖，曾经是爷爷奶奶使用过的，后来传给了爸爸妈
妈，我结婚那年，又传给了我。这根擀面杖如今已
用了七十多年，那天从大沽炮台回到家，我找出那
根擀面杖，想起许多关于爷爷奶奶的往事。

我爷爷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新中国成
立后分配到大沽盐场（现塘沽盐场）工作。解放
前，爷爷住在汉沽的一个小渔村——双桥村。祖

祖辈辈靠打鱼和打工为生。1943年，爷爷为
了谋生，与其他盐工参加了对日本人控制的
汉沽盐场的“抢盐行动”。我的大爷爷（爷爷
的亲哥哥）在抢盐中被日本人打死了，当时我
爷爷在日本人管理的柴油机房工作。地下党
负责人找到我爷爷，给他做思想工作，动员他
参加革命。我大爷爷的死，使我爷爷对日本
侵略者有了刻骨仇恨，遂加入了革命队伍。

在党组织安排下，他开始做地下工作，为抗日
武装提供柴油等军用物资，还为党组织收集日军情
报。在党组织培养下，爷爷1945年1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那年秋季，爷爷所在的双桥村成立了党支
部，爷爷成为双桥村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抗日战争
胜利后，爷爷身份得以公开。1946年，他回到冀东
地委领导的“盐民支队”，随后参加了解放战争，当
时非常轰动的汉沽杨家泊战斗，就是来自我爷爷传
递的情报。杨家泊战斗在当时的冀东来说，是一次
较大规模的战斗，仗打得非常艰苦，敌人死伤三百
多人，我们也有近百人光荣牺牲。随之，国民党四
处追捕我爷爷，用几百块大洋悬赏我爷爷的人头，
甚至我奶奶的人头也有悬赏。

我奶奶给我讲过，当时为了躲避敌人追捕，我
父亲的姐姐跑断了肠子，惨死在路上。我奶奶带着
我父亲和二叔在前面跑，敌人的马队在后面追，我
奶奶看到无法甩掉，就让我父亲和二叔藏在草丛
里，她跳进了运盐沟里，藏身在小桥下边……敌人
马队过去了，他们三个人才逃过劫难。

我奶奶还讲过抗日战争期间的一次惊险。那

年冬天，为了躲避日本人的追杀，我奶奶带着我父
亲和二叔，在党组织帮助下来到汉沽我二姨奶奶
家。刚到不久，由于叛徒出卖，日本人就知道了，他
们带着人马追赶过来，我奶奶被当地一个“堡垒户”
藏了起来，刚进堡垒户家挖的菜窖，我奶奶感到不
对，她怕连累人家，坚定地说：“我是抗日家属，我丈
夫是唐宗杰，不能连累你们。”说完，她立刻从菜窖
出来，说什么也要离开，可是村子里就有敌人，奶奶
灵机一动，找人家要了扫炕用的笤帚疙瘩，用红布
包好，伪装成一把手枪样子。

奶奶逃出村口，正碰见伪保长，我奶奶急中
生智，用“手枪”顶着他：“不许动，我是唐宗杰的
家属，如果你敢阻拦就一枪崩了你。”伪保长非常
害怕，就把我奶奶他们放走了。这些事情，我从
来没有听我爷爷说过，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曾任
塘沽盐场一分场、二分场场长，黄骅盐场副场长，
后调长芦局工作。1967年2月，他在塘沽盐场离
休。爷爷离休后，积极参加街道工作，帮助建立
街办工厂，直至病故。

爷爷在盐业战线工作时，生活上严格要求自
己，从不搞特殊化。他经常深入现场指导工作，

关心一线工人，和技术人员研究、改进制盐
技术，提高了海盐质量和产量，为盐场发展
发挥了一名党员的积极作用。爷爷1956年
被评为塘沽盐场特等劳模、天津市劳动模范
和全国先进工作者，受到过毛主席等党和国
家领导人的接见。
从大沽炮台回来的那些天，我特意找出

爷爷、奶奶获得的五枚奖章，虽然年代已久，绶带发
旧，但在我看来仍然光彩夺目。我还找出爷爷的几
封亲笔信，与家人一起阅读，至今还能感受到字里
行间，他对党、对事业的拳拳之心。记得在我小时
候，爷爷经常对我们进行传统教育，我姑姑还保留
着当年爷爷写给她的两封信，我读着这两封已经发
黄的信件，眼泪止不住地流。

第一封信，写于1966年8月1日：你要记住你
是毛泽东时代的新青年，你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
年诞生的，今年已经17岁了，离开父母，走向社会，
开始去工作、去奋斗，去到艰苦的地方，要靠中国共
产党，要靠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武装头脑。要依靠
领导，依靠广大的群众……你要学习革命的英雄
人物，刘胡兰、雷锋、董存瑞等英雄高尚的共
产主义品德。你是一名共青团员，要克服脱
离群众的现象，团结广大群众……

第二封信，写于1967年7月27日：云珍，
你即将走向三大革命的最前线，希望你永远听
党话，继承革命传统，在工作和学习中，应看准方
向、坚定信心、奋发力强，读毛著、学英雄，为革
命、为人民，不怕粉身碎骨。希望你不要忘记革

命艰苦朴素的精神，保持一个共青团员的纯净性，要向
革命长辈学习。云珍，你是父亲的好女儿，要坚强，要
勇敢，父母不能跟儿女一百年，党才是不老的青松，是
永远不落的太阳。只有听党的话，跟党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才能当一名好的接班人。爸爸慢慢的老了，
只有要求你们好好去革命，我就放心了。

1971年冬季，爷爷已经癌症晚期，他最关心的
还是自己的政治生命。1971年11月22日，经塘沽
区委第33次常委会讨论，重新恢复了爷爷的党组织
关系。当新村街党委书记来家里通知他时，他激动
得泪流满面，他嘱咐我奶奶，一定要把党费替他补
齐。爷爷病逝后，葬于塘沽烈士陵园。

爷爷去世后，我父亲为了多挣钱，补贴家用，瞒着
家人去当挣钱多的盐工。后来被我爷爷的老战友、当
时的塘沽区区委书记李振武，在视察盐场工作时发现
了，他对我父亲说：“你小子，好好干，要对得起你父亲
的在天之灵。”后来我父亲努力工作，不断进步，多少
年后也调到塘沽区委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次参观大沽炮台展览，让我感慨万千，祖辈的
革命经历，对于我来说，就是最好的教科书。

百年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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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爷爷奶奶
唐海鹏

这个黄昏，倚窗阅读最新出版的肖文苑
先生遗著《唐诗审美》，是一种复杂莫名的享
受。不觉间，历历往事浮现眼前。我对文苑
先生的著述并不陌生，总的感觉，先生的知
名度与其才学和成就是不相符的，好在他生
前并不看重这些，一生寂寞耕作，默默践行
他在早年就已形成的一种朴素写作观：“我
不相信文章能与天同寿，但愿与喜欢它
的人永久相依。”

我与文苑先生结缘，应追溯到40多
年前。1974年，我在石家庄某部队任连
部文书。岁末的一晚，我躲在小屋，在笔
记本上写了首200行左右的诗，题为《老
师长》。这也是我此生写的最冗长的一
首诗。我把诗誊在稿纸上，权衡再三，寄
给了《天津文艺》（《天津文学》前身）。3
个月过去了，如石沉大海，我已经不抱希
望了，某日，却收到一封该刊编辑部的短信，
通知我，稿子拟刊发在1975年第3期。刊物
寄来时，《老师长》的题目改成《征途万里》，
放在“小叙事诗”一栏，刊发后曾被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和多家省级电台配乐朗诵播出。
后来知道，诗的责编就是肖文苑先生。这首
诗改变了我此生的命运，不久我复员回津，
比较顺利地进入了《天津文艺》诗歌组。

我成为文苑先生的同事，并随着大家一
起不知深浅地称他为“老肖”。在编辑部，先
生不显山、不露水，喜欢静默独处，让人似乎
感觉不出他的存在。休息时间，有下棋的，
有打乒乓球的，有喝茶聊闲天的，煞是热闹，
唯有文苑先生伏案于房间一隅，案头永远摆
着一部厚厚的《辞海》，那绝非摆设，他每天
都要认真阅读，那样一种专注像是进入了无
人之境。我凑过去瞧，如睹天书，于是暗想，
读这么艰涩深奥的《辞海》，对于写作，能有
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吗？后来明白了，正因
为先生持续不断地汲取知识，才有日后的学
问扎实，厚积薄发。从此，昔日先生的阅读
神态，像一幅剪影、一尊塑像，一直定格在我
的记忆深处。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天津，日子一
下子乱了章法。但很快，编辑部就恢复了
工作，准备出“特刊”配合全民抗震，大家分
头承担了采写任务。我与文苑先生成一对
“搭档”，他完全不像一介书生，表现出很强
的行动力，带我奔赴汉沽深入舟桥部队作
业现场一线，从采访到执笔，都是以他为
主，很快就写出报告文学《丹心化长桥》，没

有耽误出刊。
文苑先生有满腹学识，却为人低调，不喜

多言，我们在一同共事的短短两年里，他对我
的影响和激励是潜移默化的。他对稿件的选
择，始终坚持自己的审美标准，从不会随潮流
而动。他主张新诗要在民歌与古典诗歌的基
础上发展，若与他人的诗歌理念发生歧义，从

不争辩，而是温和地注视对方，用夹杂着粤味的
普通话淡淡问：“这样的诗，阁下真觉得好吗？”然
后收回目光，不再出声。一次，他读著名诗人李
瑛的稿子，忽然指着其中的诗句问我：“‘于是’也
能入诗，阁下怎么看？我搞不懂。”说罢浅浅一
笑，低头继续处理自己的工作。
《唐诗审美》计40万言，收入两百余篇精短

随笔，见证了文苑先生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
他对于“美”的发现，不放过任何枝枝蔓蔓，点
点滴滴，别具只眼，深意存焉。他注意到，唐代
两位旷世诗人，李白在诗中“笑多过哭”，诸如
“读罢向天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仰
天大笑出门去”，等等；杜甫则“哭多过笑”，更
是不胜枚举，这是因为杜甫亲身经历了一个动
荡悲苦的时代。

文苑先生把唐诗里的虚词称为“诗筋”，乍
一看似乎没有特指什么，但对于诗中词与词的
连接作用，却如人体的筋络，用先生的说法“有它
则成七宝楼台，无它则成烂砖破瓦”。杜甫就是
一位出神入化的妙用虚词的大师，随便翻检，便
有“衣冠却扈从，车驾已还宫”“戎鼓犹长击，林莺
遂不歌”“离乱还奏乐，漂泊且听歌”“同学少年多
不贱，五菱车马自轻肥”，就连“之乎者也矣焉哉”
一类虚词，杜诗亦有绝妙发挥，比如“去矣英雄
事，荒哉割据心”，让人叹服。

在《表面谈情，其实无爱》一文，先生谈到，
用男女之事，暗喻诗人的某种复杂心态，是中
国古代文学作品，特别是古诗词的一种常见手
法。屈原写长诗《离骚》，抒发的是个人政治理
想，却用了诸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
暮”“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一

类与女人有关诗句，以表达其幽深心曲。而在
唐诗中，这种手法更为多见，当时举子考试，一
般会将自己的作品送给名公巨卿，争取获得推
荐，以增加金榜题名的把握。朱庆馀把作品送
给张籍，之后仍不安，又补了一首诗，希望引起
其关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
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张籍自然

心领神会，也回复了一首同样以美人相喻
的诗。其实，张籍本来就深谙此道，很早就
写过《节妇吟》，最著名的一句是“恨不相逢
未嫁时”。唐诗中类似这些与女人有关的
名句，表达的却是特殊时期的政治态度。

文苑先生的著书能力，在生命最后的
20年尽显无遗。说起唐诗专家，人们第一
反应，会想起高校教授或社科院文学所研
究员，其实未必，文苑先生就属于那种“隐
于市”的高人，无宗无派，自成一格。他从

无高谈阔论，锋芒毕露，却将几乎毕生的精力、
心血与才华，都奉献给了唐诗美学的研究与写
作。先生具有发现美的禀赋，并不断诉诸笔墨，
绘就锦绣文章，成为一位受到海外汉学家关注
的唐诗鉴赏家，一位具个人笔墨标识度的散文
随笔作家，不是偶然的。

先生的一生，因痴爱而读书，因感动而写
作，淡薄功利，无欲无求，但历史不会遗忘这样
一位有独特品位的学人作家。早在1996年，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就曾推出一套《中国现代文学
作品选集》英文读本，作为教科书，在北美汉学
界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中，始于1976年的数十
年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散文随笔作品，仅选了巴
金、董桥、文洁若和xiao wenyuan四家，令人惊
讶。巴金、董桥的赫赫大名无需多说，文洁若是
精通日、英文学的著名翻译家，至于被汉语拼音
标注名为xiao wenyuan的这位中国作家，何方
人士，尚是谜团。后经青年学者朱航满颇费周
折的寻踪查询，终于揭晓谜底，以散文《离奇的
抢劫》进入哥大权威教科书的作家 xiao
wenyuan，正是肖文苑先生，而这套《选集》的主
编和翻译者，则为享有国际声誉的美国汉学家
和翻译家葛浩文先生，他也是把莫言作品推向
世界文坛的英文译者。这个事实，对于文苑先
生的一生写作，是追认，也是告慰。

文苑先生在世的时候，并不觉得其有何惊
世骇俗之处，当岁月远去，时过境迁，再去品读
那些仿佛风轻云淡的文字，其形象会悄然清晰，
变得脱俗、厚重而高迈。他的清高和坚持具有
韧性，这是一种无声而坚实的存在，时间越久，
越令人怀念和回味。 本版题图 张宇尘

在今年党的百年诞辰之际，我想写一写党对父亲
周汝昌这位知识分子一贯的关切与爱护，以及父亲的
反哺之恩、舐犊之情，对党的颂扬与热爱。

父亲出生于1918年。他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动乱
动荡中度过的，于1940年、1947年两度踏入燕京大学
西语系，他当时的心愿就是努力学好外文，为中华文化
服务。1951年11月，华西大学聘父亲为文学院外文系
专任讲师。1952年4月，父亲入四川成都华西大学执
教，他当时即写下：“昔少陵有句云：窜身来蜀地。然少
陵之来，乃避地求生，余此来虽亦若家鲁迅先生所云：
挈妇将雏鬓有丝，而其志则以服务人民为要，归时世既
迥异乎？也可明吾之来，与旧时腰缠袂聚，游山川而快
心目者之不同也。”

1954年5月，中宣部电调父亲回到北京，父亲感慨
之下写下一首《蝶恋花》，其上半阕云：明窗小院堪琴
诵，三峡归来，遂此京华梦。不止酒茶供自奉，有文为
国当驰纵。

1969年9月26日，父亲随单位赴湖北咸宁五七干
校；1970年9月，国务院调父亲回京工作。父亲十分感
动，说：余何人？两度北旋，皆出中央电召，倘更不能竭
尽微力，于祖国人民，无所贡劳，其
心安乎！

父亲一生除了加倍努力工作
外，还写下了许多歌颂党的诗句，诗
言志，亦言情，父亲写下的每一首诗
篇，皆是自己真诚心声之流露。

1982年 9月 1日，中国共产党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父亲当即喜赋小
句并写成条幅，诗曰：

红旌碧血几头颅，百载仁人志未纾。

历尽艰辛到今日，神州一幅振兴图。

这首诗倾尽对共产党人艰苦卓绝征程的感慨，以
及引领人民绘出美好蓝图的赞美。这首诗的书法墨
迹，后来刊载于当年的《中国书法》总第二期上。

1991年3月，我陪父亲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同组的
骆玉笙委员与父亲十分熟识，又兼有乡谊。记得一次
小组散会，她拉住父亲，说：“党的生日70周年了，请你
写个庆祝的段子吧——不长，是个‘曲头’，作为我在演

唱时的开场短序幕。”父亲当即允诺，大会结束后
很快撰成寄给了骆老。骆玉笙委员嘱我为党的
七十周年诞辰撰写鼓词开场小段：
盛夏良辰草木荣，七十年前建党成。

事业千秋革旧命，艰辛万里赴长征。

扫尽烟云青天在，照耀山河红日升。

伟大中华，人民之国，浩荡宏图，锦绣前程。

十年规划新气象，四海腾欢庆太平。

高歌一曲来献寿，弘扬文化鼓板唱深情。

1997年，父亲时年80岁。临近中秋节适逢党
的十五大召开，父亲喜吟律句一首，歌颂与赞扬党的坚
强领导与丰碑伟绩：

运逢三五气双清，天上人间百倍明。

盛会吁谟关国是，亮怀肝胆见民情。

同舟已济南溟阔，伴月还联北斗晴。

素彩乾坤同意庆，丰碑犹待戒修程。

2001年，在党80周年生日之时，父亲写下一首感
赋长句，从回忆党经历的千难万险，到走过的万水千山
的艰辛，歌颂党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内心无比激
动，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激荡风云雷电光，艰难曲折更辉煌。

英雄时势俱奇伟，扬帜长征是救亡。

八十星霜新世纪，五千文化旧炎黄。

方针特色还中国，史册龙们谱大章。

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在举国大庆
之际，父亲又赋诗一首，深情歌颂党的丰功伟绩：

九十风云岁月丰，函关起处紫来东。

马恩旨义宣辛酉，汤武精神念甲功。

万里征程依璇柄，卅春开放化犹龙。

旧邦新命明明德，华夏欧西大道公。

这首诗讴歌了党领导全国人
民改革开放后开始的万里新征程、
新时代，伟大的中国神龙活现展示
给世界，正扬帆远航。这是父亲留
下的最后一首歌颂党的诗句。

父亲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
也因此写下过许多讴歌党、颂扬党

丰功伟绩的诗篇，这些诗作有应邀而作，有感自内心而
发，大多发表在各地的党报副刊上，但是父亲仍以“满
怀音语献嘉辰，弱笔区区恨不神”来形容自己的心情，
这短短的14个字，写尽父亲面对美好时辰之豪情满怀
与衷心祝愿，同时也为自己不能完全传神表达一介书
生的由衷心声而不安。

父亲于2012年去世。我想，假若父亲还健在，在
纪念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的隆重辉煌的今天，父亲一
定会再次讴歌党的伟大复兴的新篇章。

作者简介：周伦玲，周汝昌之三女兼助手，现已退

休。潜心搜集、整理父亲遗著，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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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淡风轻中的脱俗与高迈
——肖文苑先生其人其书

黄桂元

百年诞辰诉深情
周伦玲

简单，并不是草率

郑桐荪的古典文学功底，有其
家学渊源。他早年曾与苏曼殊、
柳亚子等南社诗人相唱和。柳亚
子为郑桐荪妹夫，妹妹郑佩宜也
是诗人。《苏曼殊文集》中提到郑
桐荪、郑佩宜，记载着郑桐荪赠苏
曼殊“麦芽塌饼”的事。直到晚
年，诗词写作不断。柳亚子曾盛赞
郑桐荪“于诗词多有研究，见解颇独
特而深刻”。

段学复在1963年的纪念文章中
也说：“郑先生虽专业数学，实际治学
范围远不止此。博闻强记，于文史诗
词无所不窥。二十四史，近几年中曾
读一遍。对于历代兴废，山川变革，乃
至名胜古迹，遗闻逸事，每喜与人谈说
创见颇多。晚年著《禹贡地理新释》，
有独到见解。亦喜搜索北京掌故，著
《元明两代京城之南面城墙》，对北京
城墙的历代沿革提出自己的看法。”

士宁在上海抚养幼儿，日子相当
艰苦，最后总算熬过来了。陈省身下
次和士宁重逢，见到儿子，已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后的1946年。陈省身
曾经这样说过自己：“我的一生很平
淡，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婚姻家庭美
满，却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事情可资
谈论。”

前面说过，陈省身处理与数学无
关的事情，奉行的信条是“简单”，连婚
姻大事也是如此的简单。郑桐荪老先
生有意嫁女儿，女儿听爸爸的话，陈省
身觉得郑士宁不错，就这么定了。有
人说这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

建式婚姻。其实，以陈省身的见识和郑士
宁的教育水准，哪会答应违心的婚事？说
他们一见钟情，大概不算。但是说一拍即
合，恐怕是不错的。

简单,并不是草率。
战时的西南联大，生活简单而困苦，

但学术研究十分活跃，为常人所难以想
象。理由很简单，所有的人，都怀着满腔
的爱国热情。教授们以“得天下英才而教
之”为人生最大乐事。学生们则以“受业
于名师而苦读”为无上的光荣和责任。

西南联大数学系的系主任由江泽
涵、杨武之、赵访熊联合担任，实际事务
多由杨武之处理。数学系的教授有江泽
涵、申又枨、程毓淮、许宝马录(以上来自北
京大学)、杨武之、郑桐荪、赵访熊、曾远
荣、陈省身、华罗庚(以上来自清华大学)、
姜立夫、刘晋年、蒋硕民、张希陆(以上来
自南开大学)。这样的阵容，在当时可称
空前强大。

西南联大因三校联合，教员不缺，所
以陈省身有机会开高深的课。名义上为
硕士生开课，实际上已达博士学位课程的
水平。如李群、圆球几何学、外微分方程
等。陈省身和华罗庚，以及物理系的王竹
溪先生联合举办李群讨论班，其水平之
高，在当时国际上也属少见。

真够热闹

经过苗万贯这一念账本，大娟家驳
的这16趟盐，扣除少装载量的吨位钱，
还了苗万贯送的粮食钱，外加4条面口
袋，剩下的钱全部留下，那口棺材钱还
欠了一半。苗万贯刚刚念完，田儿一下
就闯了上去，问：“你们这是啥账，还讲
理不讲理！”李大麻子在桌子那边龇着
牙乐了，他慢悠悠地说：“小子，别动肝火，
你妈在这儿哪，哪一笔账不清楚，只管提
出来。”大娟问：“那水浅少装盐，也要扣我
们的吨位钱？”李大麻子说：“当然了，多一
里我付一里的款，拉一吨我给一吨的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吧？”

大娟还要说，被妈妈一把拉住了，大
娟妈脸色铁青，浑身颤抖，她伸手指着李
大麻子：“天地良心啊！滩号是你们给
的，粮食是你们送的，如今这样算账，离
地三尺可有神灵……”说到这里，她喘了
一口大气，眼睛猛地一睁，大声说：“杀人
偿命，欠债还钱，还欠你多少，我人穷志
不短，明天我砸锅卖铁，也要还清你这笔
棺材账！”说到这里，她稍微停了一下，
“告诉你，你的盐明天我们不驳了。”李大
麻子说：“好、好，驳不驳由你们好了，我
李某人做事，向来光明磊落。”他又转脸
问张伯符：“你是怎么回事？”

张伯符见到李大麻子，多少有些胆
怯，但仍鼓着肚皮、喘着粗气说：“我说
的是工会。”李大麻子问：“工会怎么
啦？”张伯符说：“不能由姓苗的来操
办。”“为什么？”“他不是工人。”“他不
是工人，你是工人？你这个工人又怎么
样？”李大麻子沉着一张大麻脸，“工会
就得有人出头组织，怎么，你不服吗？”

张伯符此时也不示弱：“这样的组织我们
不加入。”李大麻子朝着看热闹的人群说：
“我看谁敢不加入！赶快照相、登记，今后
没有入坨证，谁也进不了场。”张伯符插
了句：“进不了场，我们还不干了。”李大
麻子朝着张伯符一阵冷笑：“你不干？我
告诉你，等我们河下的马架子搭好能装船
了，你倒想干啊，咱们走着瞧！”

李大麻子这一句话不要紧，在场的
人们听了个真而又真，不由得都吃了一
惊，原来河下搭的那座马架子，是装船用
的，真要那样的话，我们工人怎么办？人
群里边的严志诚，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李大麻子接着说：“现在不是要成立工会
吗？你们也可以选嘛！”

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在娘娘宫门
前，小商小贩也出来活动了，附近的住户
也出来赶夜市，人是越聚越多，但泾渭相
当分明，在娘娘宫大门东面，是济公祠一
带的工人，在大门西面，都是娘娘宫附近
的居民，把这条街筒子挤了个严严实实，
只有娘娘宫门前有点空地，那里是宗大头
的盐警队，端着大枪把人群隔开。这时，
就见张伯符跑过来，伸着胳臂在头顶上摆
着，朝着人群大喊：“工人弟兄们！你们听
清了没有，镇长刚才已经说了，组织工会
可以让咱们选代表，咱们自己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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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热爱生活、热爱艺术，懂
得欣赏，被称作“戏曲大码头”，而戏
曲与音乐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建校，九年间
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才；还有专业艺
术家对群众歌咏活动的提倡和指
导，所有这些因素，无不有力推动了
天津音乐事业的蓬勃发展，也催生了
一批享誉全国的歌唱家。

其实，早在王莘领导天津音乐工
作团时，就非常重视工人业余文艺演
出活动。当时，工作团所属管弦乐队
和演唱队，经常配合全市开展的生产
竞赛运动，深入工厂、矿山和铁路，帮
助工人创作和排练合唱、独唱、歌舞、
器乐演奏、独幕话剧等节目。如《红
五月联唱》《工人十唱》《纺织舞》《轧
钢舞》《码头工人舞》等，由于反映了
工人的劳动生活，合口味、接地气、看
得懂，好听也好唱，从而受到工人们
的欢迎和喜爱。

天津三条石，是天津工业最早的
发源地，天津工业的摇篮。新中国成
立前，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工人的生
活十分悲惨。民间流传这样一首歌
谣：“铁工厂靠运河，棒子面大粗箩，
要抽烟有锯末，要喝水有臭河。”王
莘曾亲临三条石，穿行在狭窄的街道
和弯曲的胡同中，感受工人
们是如何将过去小作坊式的
生产，用“蚂蚁啃骨头”的精
神，改造成为能够生产碎石
机、龙门刨、钻床、磨床，甚至
联合收割机这样的大型机械

设备的。当他观看由三条石45个中小工
厂职工组成的200多人的合唱队，登台表
演《三条石的春天》时，不禁被工人同志
热情豪迈的气概、对艺术的理解和创造
能力感动了、折服了，以至演出结束后，
他高兴地向工人们竖起大拇指：“你们创
造了一个奇迹！”

1959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歌舞团
从剧院独立出来，成立了天津歌舞剧院，
王莘担任首任院长。建院之初，剧院围
绕创作和演出方向，产生过争议。有人
主张，既然是“剧院”，就应走正规化的西
洋歌剧的道路；而王莘则坚持，我们不能
排斥西洋的东西，以体现艺术欣赏的多
元化，满足人民不断丰富的精神文化需
求，但是，中国的歌舞剧院，还是要以民
族的歌舞为主，因为，越是民族的东西，
也就越有世界性。

纵观从成立之初到1964年的艺术轨
迹，便可发现：天津歌舞剧院既成功推出
了《货郎与小姐》《西班牙女儿》（蒋祖慧

执导）这样的西洋歌舞剧，又创
作演出了《石义砍柴》（曹火星作
曲）《煤店新工人》（王莘作曲）
《义和团》（王莘作曲）《王杰颂
歌》（王莘作曲）等，其中，民族的
歌舞剧占据了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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