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各类新编剧目层出不
穷，而能够吸引观众反复观看的剧目
却并不多，那么戏曲观众走进剧场究
竟要看的是什么呢？

近日在天津舞台上有两出戏曲
格外引人注目。一出是天津市青年
京剧团新编京剧《巾帼英杰》，一出是
天津评剧院重新整理排演的传统评
剧《打狗劝夫》。
《巾帼英杰》以佘赛花的一生经

历为线索，从少女时与杨继业的巧
遇，到金沙滩一战杨继业碰碑身亡、
八郎探母，一直到百岁贺寿。剧中选
取了佘赛花人生的几个重要节点，也
是观众非常熟悉的故事，将其串联成
线，展现出佘赛花这一巾帼英杰的家
国情怀。这出戏从创作之始就是为
闫巍量身打造的，在戏中，闫巍从佘
赛花少女时代一直演到百岁老人，涵
盖了花旦（闺门旦）、青衣、刀马旦、老

旦四个行当。整出戏的故事情节都是
观众耳熟能详的，那么这出戏真正吸引
观众的点在哪里呢？那就是京剧的本
体——唱念做打。在这出戏中，充分展
示了闫巍的唱功和武功，无论是青衣的
唱还是老旦的唱，都唱得中规中矩，韵
味十足，闫巍扎实的武功功底，令人眼
花缭乱的打出手，都带给观众强烈的视
听感受。同时，剧中扮演杨继业的卢松
以及其他多位年轻演员的唱念表演，都
使整出戏呈现出纯正的京剧韵味。可
以说这出戏在近年来众多的新编剧目

中，是票房非常好的一
出戏，现场气氛也异常
火爆。由此我们也不禁
反思，一些新编剧目尽
管频频获奖，却很难引
起观众的兴趣，而《巾帼
英杰》同样作为一出新
编戏，却能令观众心甘
情愿地购票观看，其中

最重要的原因是这出戏没有失去京剧
的本体，既保留了传统，又在传统的基
础上有所创新。
《打狗劝夫》是评剧骨子老戏，不少

评剧老艺人都演过这出戏，而且留下了
许多经典唱段。这出戏是家庭伦理戏
的代表剧目，围绕一家两兄弟、两妯娌
展开情节，颂扬了两个妯娌张氏和桑氏
的贤德，提倡兄宽弟忍、和睦相处，同时
也提出了不可赌博、慎重交友等做人处
事之道。因而虽历经百年，在今天仍有
其现实意义。对于这样一出观众熟知
的传统剧目，如何整理改编重新搬上舞
台，同样是对编导的挑战。新整理的
《打狗劝夫》基本保持了传统戏的原貌，
保留了原剧中的经典唱段，只在个别唱
词上做了改动，修改了一些唱段中为合
辙押韵而讲不通的水词，比如原唱中
“与人方便自己方”改成了“胜似那雪中
送炭暖心房”。评剧擅唱，因此一出戏
唱腔能否吸引人至为关键。剧中张氏、

桑氏的唱腔都保留了天津评剧大口落
子的演唱特点，张氏的唱腔偏李金顺李
派，桑氏的唱腔是地道的刘翠霞刘派的
唱腔，这对于评剧观众有着极强的吸引
力。同时，兄弟俩无论是发生冲突还是
互相逗趣，都演得诙谐幽默，从而使这
出戏笑点频频。该剧广告一出，在公演
前十天的时候，演出票就已全部售罄。
彩排的时候，一些外地的戏迷慕名而
来。演出当天，剧场内座无虚席，侧面
也站满了观众，整场演出笑声、掌声、喝
彩声此起彼伏，不少没能买到票的观众
纷纷询问何时再演。

在前一段天津戏曲演出市场较为
冷清的情况下，这两出戏带热了戏曲
演出市场。综观这两出戏，有两个共
同特点。一是两出戏都尊重了本剧种
的规律，贴合了本剧种观众的审美心
理；二是两出戏都没有繁杂的舞美，仅
以简单的背景诠释环境，既大气又不
失美感，特别是不影响演员的表演空
间，同时也极大地节省了创作经费。
过去有句老话：“座儿（指观众）看什
么？看玩意儿（指唱念做打的功夫）！”
这两出戏的成功同样告诉我们，在主
题思想积极向上的前提下，戏曲观众
看什么？看唱念做打，看演员的功夫，
看戏曲的本体呈现。这是值得编剧、
导演深思的课题。

每次登临长城，我都会沿着城上的坡道缓缓而
行，与这位“老朋友”默默地交流……站在城楼上，
抚摸着那一块块饱经岁月风霜的城砖，感受着塞外
强劲的风，思绪跨越了千年……多少年来，长城作
为特有的地理文化符号和民族精神的象征，一直蜿
蜒于我们心灵的最高处，它的故事和传说在记忆中
不断延伸着……

万里长城万里长。一位对长城颇有研究的朋友
曾对我说：长城的“长”有两层含义：一是它历史悠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燕、
赵、秦等国就修建了城墙，这是后来长城的“雏形”，已
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再有是它的长度，长城几乎横
跨了中国整个北方，如果将各个朝代和北方少数民族
政权修建的长城加在一起，又何止“万里”呢？

那一年深秋，在朋友的陪同下，我曾来到位于
内蒙古包头固阳县，在大青山深处与两千年前的秦
长城相遇，让我激动不已……这里的长城依然保持
着原始古朴的风貌，断壁残垣，野草丛生。那一块
块虽磨去棱角但依然坚硬的石头，都是有着灵魂的
生命，如写满文字的书，叠加在一起，镶嵌在岁月的
深处，而后融入它身后大山之中……

遥想当年，雄心勃勃的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便
派大将蒙恬率军北征匈奴，接着又征用几十万劳
工，修建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的万里长城，成为秦
帝国一道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面对眼前这亘古
未有的“杰作”，秦皇踌躇满志，只是他从未听到石
头下面发出的痛苦呻吟和孟姜女的哭声……

其实，在这遥遥万里的长城中，其中一部分是
战国时期燕、赵及秦国修建的“城墙”，而后被连在
一起。据说，战国时燕国的长城不仅修建得早而且
更为坚固。那时，燕昭王在燕山一带不停地修筑城
墙。到了冬天，为了不使泥浆结冰，工匠们天天用
铁锅烧水和泥。铁锅终于承受不住被烧漏了，水浸
湿了锅底下被烧红的石头，奇迹出现了：石头在发
出一阵阵响声后，很快变成了“白粉”，人们将这种
白粉合成灰土后用来砌城墙，发现它更牢固。秦朝
统一后在修建长城时，曾征用了许多善于使用“白
灰”的燕国工匠。

站在长城脚下，我想当年工匠们承担这项“超级
工程”是何等的艰辛！顺着山梁前行，远处有一座大
秦武士雕塑屹立在山头，风雨的侵蚀让石像容颜显得
“苍老”，但依稀能够辨认出当年蒙恬将军的模样。一
阵风过，天边的白云从“将军”的身后飘过，我的思绪
穿过岁月的烟云，仿佛见到当年那位功勋卓著的蒙
恬，他似乎在问：原本会千秋万代的大秦帝国怎么会
二世而亡呢？真是世事难料！我想，长城的雄关可以
让匈奴的铁骑望而却步，但却如何阻挡得了因暴政而
激起的国人愤怒？徘徊于长城的脚下，望着远处的阴
山，我想起当年戍边的士卒们，耳边是永无休止的北
风，头上是一轮清冷的明月，回望身后千里迢迢的故
乡，那是怎样一种家国情怀呢？“秦时明月汉时关，万
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这耳熟能详的诗句，不仅赞颂了像李广那样智勇超群
的将军，也表达了人们对安宁生活的期盼……

在秦帝国大厦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西汉王朝，并没
有放松对匈奴人的提防。汉武帝的目光似乎看得更
远，他沿着北面连绵的群山和大漠戈壁修建了一条比
秦更长的“城墙”，从辽东到西域如地球上一条长长的
纬线，将许多陌生的区域连在了一起。汉长城不再是
一堵简单的墙，而是集预警、屯田、邮递、后勤保障等
一整套国防体系。作为预警系统的烽火台，发现敌情
后，士兵白天燃烧狼粪，黑夜则点着火把，这样千里之
外的敌情很快就传到了京城，这是古代传递军事情报
最快捷的方式。长城不仅为华夏农耕文明提供了安
全的保障，也促进了中原与西域经济、文化的往来。

不过昔日绵延万里的汉长城身影，大多已消失在岁
月的荒漠中，今天在茫茫戈壁上偶尔能够寻觅到它残存
的遗迹。位于敦煌西南的汉代阳关古城，因唐朝王维那
首诗“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而闻名天下。
那时，阳关凭水为隘，据川当险，作为汉长城的关隘是丝
绸之路上的交通门户。当年去印度求取佛经的玄奘法
师，就是途经这里顺着“阳关大道”回到了长安。不过今
日的古城，除了被称作是“阳关耳目”建在墩墩山上的烽
燧，其他的城墙古迹都已淹没在黄沙之中。只是这用夯
土筑成的烽燧在漫长的岁月里渐渐被风化，最后“瘦”得
只剩下了“灵魂”，令人唏嘘不已。在感受大自然力量的

同时，也让人感到岁月的无情……
说起长城，让人感到力量和民族“脊梁”所在的还

是明代长城。这条用青砖与糯米和着白灰砌的“城
墙”，像一条巨龙背负着祖先的梦，穿行于北方崇山峻
岭和大漠之中。据说它是在太空中唯一可以看到的人
类文明的痕迹。

提到明代长城，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山海关，是它
把一块土地划分为“关里”和“关外”。当我第一次见到
山海关时，被它的气势所震撼，感到一种力量的存在。
仔细品味城楼上“天下第一关”五个字，尽管我知道这
是明朝进士萧显所题，但我依然相信，这几个苍劲浑厚
的大字书写时定有“神力”相助，不然怎么能与城楼风
格浑然一体，宛如天成。登上城楼，眼前是气势磅礴的
燕山山脉，东面的天际线上是浩瀚的渤海，而关外则是
扼守东北与华北咽喉的辽西走廊。作为明长城的起
点，它气势雄伟，巍峨壮观，自古就有“边郡之咽喉，京
师之保障”之称。山海关如同铁铸一般，城墙随着山峰
走势蜿蜒起伏。向西眺望，大漠深处的另一座雄关好
像在向我招手，我想，沿着城墙上的路不停地走下去，
就能见到梦里的嘉峪关。

经过漫长的人生“跋涉”，我终于到达了嘉峪关，只
是这一“走”竟用了二十多年……登上嘉峪关时，太阳
已经偏西。茫茫戈壁滩上，嘉峪关像一个威武、凛然难
犯的将军突兀而立，注视着大漠深处。站在它面前，我
惊叹于它的雄奇、壮阔。忽然觉得它与山海关难分伯
仲。据说当年民族英雄林则徐被贬路过这里，见到气
势恢宏的嘉峪关，想起了远在万里之遥的天下第一关，
写下了“除是卢龙山海险，东南谁比此关雄”的诗句，看
来诗人对这两座雄关更是厚爱有加。我漫步在古城
中，沿着城门一侧的台阶缓缓而上，登上城楼，望着四
周茫茫戈壁，遥想当年，这雄关曾让手执利刃的入侵者
一筹莫展，而排列在城楼上一尊尊铸铁大炮，它的怒
吼，更让气势汹汹的敌人付出惨重的代价。

位于燕山山脉东段的喜峰口，地势险要，我曾拜谒
过这写满英雄故事的明长城。站在这经过战火洗礼的
城墙上，抚摸着那弹痕累累的墙体，《大刀进行曲》雄壮的
旋律仿佛在空气中流淌。当年国民革命第二十九路军
的将士们挥舞大刀与日寇近身肉搏，不仅挫败了敌人的
锐气，也粉碎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我想，一定是这
饱经风雨的长城给予了战士们的勇气和力量，而勇士们
的壮举又在长城记忆里添上浓重的一笔。面对凶残的
敌人，他们是在“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我想，如今的长城不仅是古迹，也是中国历史的缩
影。在漫长的岁月中，它早已超出历史上军事防御工
程本来的意义，成为中华民族记忆和感情的一部分，让
人难以忘记。我想起那句话：建筑是世界的年鉴，当传
说已经缄默，它依然在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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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武汉曾见过长江上的曙光。
我们在那座江城走过很多地方，所到之
处，寻找一路曙光，要讲的故事自然也多。

武汉有“武大”，也有中共“五大”会址，
这虽不至于混淆，但也算是一个巧合。其
实，这两个地方还有一点联系。中共五大
的开幕式在国立武昌高等师范附小的风
雨教室召开，而武昌高师是武汉大学前身
武昌大学的前身。

陈潭秋毕业于武昌高师，又曾在高师
附小执教，又在那里参加了中共五大。
《曙光》摄制组曾于2017年到达武汉大

学采访，彼时该校档案馆馆长涂上彪在狮
子山顶那座巍峨多彩的老图书馆接待了我
们。那座建筑外观多彩，它大胆地使用了
蓝和绿色，夸张、奔放，张力直触人心，而它
内部空旷高大的穹顶下，那年久辉煌的，而
且本身就被博尔赫斯比作天堂模样的图书
馆为我们的拍摄更增添了庄严。

陈潭秋并没有在此处读书。国立武
汉大学是在1928年开始兴建土木的，而这
座老建筑动工更晚，我们在这里取景，也
有幸看到了他在高师期间留
下的一份珍贵的档案，那就是
毕业证书原件的存根，其上明
确显示，湖北黄冈人、当年24
岁的他在民国八年于该校英
语部毕业。民国八年是1919
年，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重
要年份，在那年爆发了五四爱
国运动，而彼时对于陈潭秋也
至关重要。

坦率地讲，在此之前我自
然知道武大，但是我从来没有
把它和陈潭秋联系在一起。很
多高校分分合合，往往“前身”
真假难辨，血统失纯，而陈潭秋
的这份毕业证书存根档案的传
承，也成为武昌高师和武汉大
学血脉赓续的一个铁证。

我们去时是在5月初，武
大的樱花季才刚过去，我们只
是在樱花大道上匆匆路过，也
侧目领略了珞珈山与东湖的
风光。

然后我们又赶奔武汉中
学。以城市名字命名的中学并
不多，这座学校从创办伊始就
叫这个名字，它的主要创办人是董必武，
而陈潭秋师范毕业，最先是在这里任教。

1919年陈潭秋作为武汉学联代表，赴
上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大会，结识了客居
申城年长他十岁的董必武，二人意气相
投。未久董必武回到武汉，原拟办《江汉
报》未成，再经多方筹措，1920年3月，创私
立武汉中学告成。从校训“朴诚勇毅”则
可以看出其风气精神，它倡导新式教育，
允许男女合校，多招寒门子弟，董必武也
兼任教员，他教国文，到此赴任的陈潭秋
教英语。

武汉中学开学当年8月，董必武收到
湖北同乡李汉俊从上海寄来的信，告上海
已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际恰刘伯垂回
武汉，向董必武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未
久，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
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举行会议，成立武
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租用武昌多公祠5
号为机关地点，门口挂上“刘芬律师事务
所”的牌子以作掩护。

与此同时，又传来陈独秀、李汉俊等
在沪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消息，董
必武、陈潭秋等随即在武汉中学建立起武
昌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年11月7
日，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时，在此
召开了青年团第一次会议。武汉
早期党团组织的成立，均曾有赖
于武汉中学。虽然它的老校在
1928年被桂系军阀封闭，但是又

于1965年复校，是为新校，其校址犹在，精神
犹存，在今武昌粮道街的位置，距离中共五大
召开的都府堤也并不远，那座老校就藏在新
校园之内。

武汉中学老校是武昌教育会西北角涵三
宫街南的一所旧房，原有三间教室、一间办公
室、一个风雨操场，还有供学生住宿用的两排
房子和院子。百年风雨，沧海桑田，它旧貌仍
存，虽然残缺不全，但是得以保留已弥足珍
贵。站在它的房下墙边，再看一座新校，真有
今夕何夕之感。老校在新校的角落里，前面
是塑胶的操场跑道，年轻的学生们一圈一圈
地跑来跑走，如同在无声的年轮里行进。一
座英雄的城市，一所英雄的学校，试问哪个学
生不会因此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哪个学
校又有这样光荣的传统呢——在党的一大召
开之后的1922年，湖北人李汉俊从上海返回
武汉，也曾在这里任教，这是拥有三位中共一
大代表任教的中学。

当然，无独有偶，武汉的另
一所具有光荣传统的学校，居
然也拥有三位中共一大代表任
教，同样是董必武、陈潭秋和李
汉俊。这所学校就是原湖北女
子师范学校，现在更迭为武汉
三十九中。

1921年始，武汉一些早期
党员先后执教湖北女师，陈潭
秋仍任英语教员。是年11月，
刘子通在《武汉星期评论》发表
《改良湖北教育意见书》，由此
一石激浪，校方以“宣传赤化、
贻害学生”为由将其解聘，而以
徐全直、夏之栩、杨子烈、庄有
义、陈媲兰、袁溥之、袁震之等
七人为首的学生群体，由此开
始了女师学潮的运动。这七位
女生，即为著名的湖北女师七
君子，她们都是陈潭秋的学生，
后来都与中共早期党员甚至是
党的高级干部结合，如徐全直
嫁陈潭秋，夏之栩嫁赵世炎
等。女师学潮是武汉的党团组
织直接领导的学生运动，它以
该校校长被迫辞职而告平息，

最终取得完全胜利，一时轰动江城。
江城武汉由此又有一段与天津的故事。

1933年，在上海工作的陈潭秋夫妇受命前往
中央苏区，因徐全直有孕在身而滞留，待生产
后将其子交与潘姓同乡，先由其子姨娘接到
武汉，又由其子婶母接回黄冈。这个孩子是
南开大学历史系的退休教师陈志远，他只是
在襁褓里见过母亲，母亲在生他转年就义于
南京雨花台；他并不是遗腹子，但从未见过父
亲，他在故乡长到10岁，父亲就义于新疆乌
鲁木齐。

陈志远现今即居住在南开大学西南村，而
我所供职的档案馆与此只一路之隔。我从部
队转业15年来，每每路过陈宅，而后来我曾多
次登门叨扰那个挂着“光荣烈属”牌匾的家
庭。在陈志远的卧室兼客厅也是书房的屋子
里，放满了陈潭秋的资料，而书柜上最为醒目
位置，是他为父母制作的“合影”，一个木头镜
框镶嵌着两张单人照片。当年婴孩今已过耄
耋之年矣，思此家史党史，真是不抛泪眼也无
由。共产党为什么能？这段历史回答了当下
这个最朴素的提问。

西南村是我走过的《曙光》中最近的路。
那么也可以说，岂止是江城，又岂止是津沽，

我们走过的地方，到处都是曙光。
杨仲达先生的系列文章

“《曙光》走笔”至此刊发完毕。

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

章用秀先生的系列文章“津人谈

书论画”。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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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城依然在诉说
张景云

努力提升数学水平

当时，国家的航船刚刚拨正航
向，百废待兴。邓小平已经关注科
学的发展，希望华人科学家对中国
的科技发展多作贡献。这和陈省身
的愿望完全一致。

1978年5月30日，陈省身又来
北京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会
见。7月3日，方毅副总理再次会见并
宴请陈省身。这坚定了陈省身“为中
国作贡献”的决心。

从1978年开始，陈省身在和吴大
任、吴文俊、胡国定谈话时，不断流露
出想建立南开数学所的意愿。陈省身
建立南开数学所，目的不仅限于南开
大学，而是以南开为基地，服务全国。
经过几年的筹备，南开数学所终于成
立，并为20世纪末年中国数学进步起
了重要作用。关于南开数学所建立的
经过以及它的重要活动，我们将在后
文作专门的叙述。

陈省身于1979年在加州大学正
式退休，以后又担任美国国家数学研
究所的首任所长，因此在20世纪80年
代初，陈省身的工作重心还在美国。
但是，一系列为提升中国数学水平的
努力已经陆续展开。

1.“双微”会议。鉴于多年来中国数
学与国际数学发展的潮流存在着相当深
的隔膜，特别是在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
方面的差距更大，因此陈省身倡导在中
国召开一次“微分方程和微分几何国际
讨论会”(简称“双微”会议)，由他出面邀
请世界上一流的数学家到会演讲。1980
年8月18日至9月20日，首届“双微”会议

在北京举行。以后每年举行一次，至1986年
为止，前后共7届。国内有吴文俊、廖山涛、王
柔怀、张恭庆、谷超豪、齐民友等名家出席演
讲，国际上更有阿蒂亚、拉克斯、格里菲思、
尼伦伯格、加尔丁、赫尔曼德尔、勒雷、泰勒
等一流学者进行报告。显然，这是提高中国
本土数学研究水平的有力措施。在20世纪
80年代初，“双微”会议成为中国数学界每年
的盛会。全国的“双微”专家齐集一堂，消化
吸收国外的最新成果，再结合自己的特点
进行研究，很快缩短了研究上的差距。

2.暑期“数学研究生讲习班”。陈省
身把发展中国数学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
身上。因此，他建议每年暑期举办“数学
研究生讲习班”，吸收全国各地的数学研
究生前来听讲。上世纪80年代，各地研究
生的导师知识面比较狭窄，新的资料也非
常匮乏。第一届讲习班1983年在北京大
学数学系举行。在讲习班上，既有国内的
著名学者授课，也有一些国外的学者介绍
最新动态。一些在国外留学获得博士学
位的年轻人，也是常常邀请的对象。这类
讲习班时间相对比较长，能够系统地讲一
些前沿性或者基础性的课题，对各大学数
学系的帮助很大。陈省身本人也常到讲
习班授课，同时帮助延请国外一些著名数
学家前来指导。

颇费猜疑

从谈话间，严志诚了解到，白师傅
叫白廷金。听白廷金说，早年母亲去
世，留下他和一个幼小的妹妹，跟着父
亲度日。父亲是盐滩上的木工，专门
修理盐滩上的工具，他从小就跟着父
亲学手艺，日本进关的第二年，一次，
父亲给日本盐滩修理工具，被一个喝
醉酒的日本鬼子打死在盐滩上。年轻的
白廷金想报仇无法，只好领着年幼的妹
妹，背着父亲留下的工具，想在盐滩上谋
活路，不料一次日本鬼子清乡，把他和妹
妹冲散，他被赶入三水镇，妹妹至今下落
不明。没有办法，白廷金只好在王胖子
的木匠铺学徒，一晃十来年了。
从互相谈话之间，白廷金师傅了解

到，这位严老弟的父亲，也是让日本人的
子弹打死的，当时他也想报仇报不了，日
本人要斩草除根捉拿他，没办法他才逃
跑在外，后来又回到家，实在过不下去
了，这才来到三水镇找活儿干，糊口度
日。两个人越说越投缘，越拉越近乎，一
直谈到天色大黑。转天傍晚，严志诚把
白廷金请到济公祠旁的小酒馆，两个人
一边喝酒，一边继续闲聊。为防不测，张
小虎在济公祠前看下棋的，以便监视街
上动静，苗瑞祥和另外两个战士，在酒
馆内另一张桌前坐下，紧把着门口，和
严志诚、白廷金那张桌子成斜对面。
白廷金两盅酒下肚，这话就来了：

“今天上午，我已经把活儿给你找好了，就
到我们‘仁义盛’帮忙，这个差事不坏吧？”
严志诚一听，到“仁义盛”木匠铺干活儿？
守在这位白老兄跟前不说，进了王胖子的
大院，那行动可就更不方便了，怎么开展

工作呢？于是他说：“咱不会木匠手艺啊！”
白廷金喝了一口酒，满不在乎地说：“有哥
哥我在那儿，啥事我都兜了。”严志诚点了
点头，往酒馆的屋里看了看，除了苗瑞祥那
桌以外，并没有别的客人，这才笑着说：“白
大哥，兄弟我感谢你了。不过有一样，我昨
天刚把活儿找好，今天干了一天了。”白廷
金沉了一下说：“兄弟，哥哥我看你够朋友，
这才给你找活儿的。既然你现在自己找到
了，你也愿意干，那你就先干着，哪会儿不
行，哪会儿你再找我，哥哥我决不含糊。”严
志诚毫不客气地说：“兄弟我有了难处，一定
找你帮忙。”说完，两个人哈哈大笑起来。

喝过酒，在回来的路上，严志诚边走
边思考：白廷金这个人，究竟是干啥的？
从他这满嘴的江湖义气来看，够得上耍
手艺的木匠，但从他这说话的大、办事的
快，昨天下午说找活儿干，今天上午就办
妥了，又不单像一个普通干活儿的，当自
己提出不想干，也没见他有啥为难表情，
好像这活儿就是他说了算似的，这不使
人猜疑吗！看来，对于白廷金这个人，还
应该进一步了解，不能大意，以防意外。

当严志诚走回济公祠的街口时，已
经到了点灯以后，苗瑞祥正等候在那
里。他们趁着夜色，来到济公祠的角门
前，严志诚推开两扇板门走了进去……

49 81 “营救”行动

“造反派”是不管这一套的。王
莘不仅被关进“牛棚”，失去了人身自
由，而且隔三差五就被拉出去批斗。
王斌看到父亲被批斗，他不能眼见父
亲遭受这无妄之灾，凭着一股“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他与母亲商议，
精心策划了一次“营救”计划。

首先，将父亲送去何方？王斌想
起父亲在宁河有位农民朋友，联系后
对方表示愿意接纳。其次，为了成功
“营救”父亲，他找了一个非常要好的
同学做助手，一起到音乐学院“踩
点”，观察地形。结果发现，距离学院
后门七八米处，有一个厕所，是“造反
派”防范的“盲区”；又计算了从学院
到火车站的距离，以及骑车所需时
间，然后预购了到宁河的火车票。回
家后，又准备了一顶棉帽子，一只大
口罩。经过缜密安排，“营救”行动开
始了。出发前，母亲仍不放心，问儿
子：“你有把握吗？千万别弄巧成拙、
引火烧身啊！”儿子回答：“老妈，您就
好吧！”言罢，他和同学骑车到了音
乐学院，悄悄潜入后门，直奔父亲的
“牛棚”。“牛棚”里，父亲正吃午饭，身
后胡乱摆放着他打扫厕所使用的扫
帚、水桶和挨斗时挂在脖子上的大牌
子。王斌一进棚，二话不说，夺下他
手中的饭碗，拉着他的手便
往厕所方向走。王莘还在懵
懂之中，就被戴上帽子和口
罩。一向光明磊落、遵纪守
法的王莘有些愠怒：“你这是
干什么？要带我去哪里？”

儿子说：“去火车站，送您到宁河避避风
头。”“怎么能采取这种方式离开？我不
能逃避群众运动！”“老爸呀，这不是逃
避，是保存实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烧。你再这样下去，就被他们整死了！”
“现在的乱只是暂时的，我相信党和国家
还有希望，还会好起来的！”“老爸，我知
道您爱国，可是‘造反派’让您爱吗？”“我
告诉你，爱国是不需要理由的！”王斌见
说不过父亲，不由分说，一把将父亲扶上
同学的自行车：你们先走，我殿后！就这
样，同学在前面骑，他在后面观察，直到确
认没有“追兵”时，才与父亲的自行车并驾
齐驱。到了火车站，检票，进站，上车，竟
分秒不差！分别前，王斌将一盒“战斗”牌
香烟塞到父亲手中：“妈妈让我告诉您，多
保重身体，我们和您一起战斗！”就这样，
直到王莘登上开往宁河的火车时，“造反
派”还不知道人“丢”了。
王斌送父亲上了火车，飞快骑车返

回家中，得意地对母亲说：“‘新四军’转
移成功，现在已经安全了！”看
到母亲一脸欣慰的样子，又支
招道：“‘造反派’发现父亲失踪
了，一定会来家里找，到时候你
就又哭又闹，还可以去学校找
他们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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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