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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分虽不悬殊却难掩双方差距

国足一球负日本 12强赛两连败

天津网球五项“满额”表现超出预期

本报讯（记者 李蓓）为期9天的全运
会跳水赛事于9月7日在西安奥体中心游
泳跳水馆继续进行，在昨天的比赛中，广东
队继前一天拿到女子团体金牌后，陈艾森
和谢思埸所在的广东队再次以2907.90分
获得冠军，山东队以2772.80分获得亚军，
陕西队以2592.65分获得季军。
与女子团体赛事一样，男子团体赛事也

需要进行单人3米板、10米台、双人3米板，
双人10米台共四个项目的争夺，每个项目每
队派出两人或两对组合参赛，将各项目的参
赛运动员最终得分相加，以总积分决定各队
团体名次。最终，广东队再次夺冠，成功包
揽本届全运会跳水男女团体金牌。
在男子团体3米板比赛中，0分再次出

现，至此，本次全运会已经3次出现0分，但这
次最让人意外，得0分的是世界冠军彭健
烽！在第四跳难度系数3.50的307C动作
中，彭健烽动作失控，高度不够，飞得太远，最
终横着入水。早在2017年，彭健烽就成为了
世界冠军，当时是布达佩斯世锦赛，彭健烽

拿到了男子1米板的金牌。2018年雅加达亚
运会，在男子1米板决赛中，彭健烽夺金，帮
助中国队实现该项目的亚运会5连冠。去年
的全国跳水冠军赛暨东京奥运会、世界杯预
选赛男子1米跳板决赛，彭健烽也是冠军。
遗憾的是，1米板不是奥运会项目，彭健烽没
能参加奥运会。此前，湖北选手叶林希出现
失误，动作没有完成，直接得0分。北京队组合
金研姬/许一瑾同样出现失误，得到0分。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陕西全运会网球
比赛的争夺已经进入白热化，天津队依然是
最大赢家。昨天，李喆以4：6、6：2、6：0逆转
河北的孙发京，挺进男单四强。李喆/徐一
璠以6：3、6：3轻取北京组合崔杰/杨钊煊，挺进混
双决赛。带伤出战的郑赛赛2：6、7：6（7）、6：1逆
转湖北的尤晓迪，王蔷6：2、7：6（4）击败河南的
白卓璇，携手挺进女单四强。唯一的遗憾是，
首次参加全运会的刘方舟以3：6、5：7负于安
徽的朱琳，无缘女单四强。
前一天的女双半决赛中，郑赛赛在扣杀一

记高球时意外伤到肩膀，遗憾退赛。据悉，她
的肩伤是老伤，在天津备战训练时就一直不
太好，此次又意外伤到了。经过赛会医生检
查初步诊断是肌肉撕裂。当时，谁都不确定
她能否参加接下来的比赛。昨天一早起来后，
郑赛赛主动向教练组请战，希望上场坚持试

试。在吃了止痛药、肩部缠紧绷带的情况
下，郑赛赛上阵了。她的信念就是绝不轻
言放弃，“有本事你就从我这儿抢走胜利，
抢不走我就一定打掉你！”正是这股子气势
压倒了对手，郑赛赛忍着疼痛逆转取胜。
身兼三项的李喆又一次面临体能的考

验，他凭借顽强意志和经验逆转孙发京，昂
首挺进男单四强。值得一提的是，孙发京将
是李喆在男双决赛中的对手，此番李喆在决
胜盘“送蛋”逆转，打压了对手的气势，为男双
决赛抢占心理优势。转战混双赛场，李喆/
徐一璠轻取崔杰/杨钊煊，顺利挺进混双决
赛，而杨钊煊正是徐一璠的女双搭档。
今天将进行男女单打半决赛和男女双打

决赛。天津网球中心负责人表示，队员们目前
的表现超出预期。“五个单项中我们都有队员，
确实很不容易，希望我们都能一战到底。”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2021年美网昨
天展开女双第三轮争夺，赛会14号种子
“津花”张帅/斯托瑟以7：5、7：5击败3号种
子青山修子/柴原瑛菜，昂首挺进女双八
强。接下来，近期携手夺得女双8连胜的
张帅/斯托瑟将与10号种子多勒海德/桑
德斯争夺四强席位。
这是青山修子继2017年与杨钊煊搭

档后，生涯第2次出战美网女双第三轮，
柴原瑛菜则是首次在法拉盛出战女双第
三轮，在张帅/斯托瑟面前，她们想再进
一步的梦想破碎了，虽然二人一直在抗
争，但更占主动的始终是张帅组合。两
个 7：5，张帅/斯托瑟挺进八强，自从辛
辛那提赛开始至今已经豪取8连胜。这
是继2018年美网之后，张帅/斯托瑟时隔
三年再度晋级美网女双八强，也是继
2019年法网之后，时隔两年再进大满贯
女双八强。
德约科维奇以1：6、6：3、6：2、6：2逆转

美国外卡黑马布鲁克斯比，职业生涯第12
次晋级美网男单八强。兹维列夫以6：4、
6：4、7：6（7）战胜辛纳，近来豪取15连胜。
贝雷蒂尼以6：4、3：6、6：3、6：2击败奥特，
哈里斯以6：7（6）、6：4、6：1、6：3逆转奥佩
尔卡。
萨卡里以6（2）：7、7：6（6）、6：3逆转

2019年赛会冠军安德莱斯库，生涯首进
美网女单八强，将与卡·普利斯科娃争夺
四强席位。拉杜卡努以6：2、6：1横扫罗
杰斯，成为继格肯、卡内皮之后第三位在
公开赛年代闯入美网女单八强的资格赛
球员，将与东京奥运会冠军本西奇争夺
四强资格。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天上午，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子弹
队官宣，青岛国信海天男篮新晋国手刘传兴正式加盟。刘传
兴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会珍惜此次锻炼机会提升自己，未来更
好地为中国男篮贡献力量。
刘传兴通过微博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加盟布里斯班子弹

队，很荣幸能有机会前往澳大利亚NBL联赛打球。NBL是世
界水平最高的职业联赛之一，接下来的赛季对我而言是不小
的挑战。我会在每一次训练及每一场比赛中都尽我所能、精
进不休，努力争取上场时间去帮助球队赢得比赛。我也深知，
面对更高水平的联赛自己仍有很多不足，我会珍惜每一次训
练和点滴的宝贵机会，努力去提升自己，希望之后可以在中国
国家队的比赛中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
有消息称，正在和新疆男篮闹合同纠纷的周琦也有可能

加盟澳洲联赛，据了解，已经有澳洲联赛球队有意签约周琦。

本报讯（记者 顾颖）由于最近奥体中心体育场内场和
外场的场地在轮番进行养护，因而本月1日结束假期重新
集结后，津门虎队的训练，就必须有计划地和养护工作错
开进行，在开始几天一直使用内场后，今天球队将“倒场”
到外场训练，很显然，这是很多球迷喜闻乐见的安排，因为
现场观看非常方便。
虽然截至昨天球队已经收假一周，但是在这一周当中，队

伍却没有拿出“整时间”来给队员们开会，系统总结联赛第一
阶段后半程比赛的情况，这并不是一种忽视，而是一种尝试。
主教练于根伟说，实际上无论是俱乐部还是教练组，都做了具
体的总结，包括假期前也给队员们“留作业”，让大家做一些有
针对性的反思，不过考虑到长时间开会，把各种问题一股脑摆
出来，大家的吸收效果、互动效果未必好，所以经过和教练组
的研究，决定把总结会进行分拆，每堂训练课开始前，用最多
10分钟的时间，集中给大家讲解、与大家探讨一个问题，然后
结合这个问题，马上在训练中有针对性地寻求解决，这种“边
总结、边训练、边提高”的方式，可能反而大家更容易印象深
刻，取得好的效果。
除了从重新集结第一天就强化训练质量之外，刚刚搬了

新家的津门虎队，也给大家强化了一些管理制度，小到去餐厅
用餐不能穿拖鞋这样的细节，都要告知大家，以求新的开始，
球队能更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在提要求的同时，球队
也从小处着手尽量保证大家集体生活的舒适度，训练服第一
时间收集、集中清洗这样的日常流程不必说，球队驻地的物
业人员，也尽量在队员们训练、用餐时间帮助大家打扫房间卫
生，最大限度保证他们的休息时间和个人空间不被打扰。
一周的时间，津门虎队上下已经习惯了新的集体生活，适

应了新阶段的训练节奏，目前俱乐部和教练组正在联系热身
赛对手，计划本月下旬和10月上旬，以“走出去、请进来”的方
式，多打几场热身赛，帮助大家调整比赛的状态，迎接10月中
旬开始的足协杯赛。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国际乒联昨天公布了执行委员会
候选人名单，中国乒协主席刘国梁成为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
候选人。外界曾一致看好刘国梁是国际乒联主席的最佳人
选，但由于筹备过程与中国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时间重合，他
放弃了本届主席的竞选，接下来的四年将在执委会中进一步
熟悉和了解国际组织的工作流程，同时带领WTT推动世界
乒乓球的发展。
今年11月24日，国际乒联年度代表大会将在美国休斯敦

举行，国际乒联成员将投票选举9名执行委员会成员。当选
人任期四年，将与国际乒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佐兰·普里莫拉
茨、国际奥委会成员柳承敏组成完整的国际乒联执行委员
会。瑞典乒协主席、国际乒联财务副主席佩拉-索林，是国际
乒联主席的唯一候选人，他将接替德国人托马斯·维克特成为
下一任国际乒联主席。国际乒联执行副主席候选人有17位，
其中包括刘国梁，将竞争共8个职位。国际乒联原本更看好
刘国梁去竞争主席职位，认为他是“世界乒坛的领袖级人物，
也是引领世界乒坛最恰当的人选之一”。但竞选需要进行复
杂而繁琐的筹备工作，而这个过程与中国队备战东京奥运
会的时间重合，刘国梁选择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国乒
备战中。

本报讯（记者 申炜）第十四届全运会
男子足球比赛U18组的决赛，昨天在渭南
市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重庆队和陕西队
在经历了120分钟的争夺之后互交白卷，
只能进入点球大战。最终，陕西队8：7取
胜，拿到了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
本届全运会上，重庆队表现相当出色，

一路过关斩将闯入了决赛。陕西队则由上
海海港梯队为主要班底，队员多出自根宝
基地，队中最大牌球员是在中超有着出场
记录的阿布拉汗。
比赛从一开始就陷入了胶着之中，两

队在技战术上体现出了很高的水准，不过
门前把握机会能力存在欠缺，始终都无法
破门。最终，两队在90分钟里战成了0：0，
随后的加时赛也同样无法破门，只能进入
点球大战。在互射点球的环节，双方前七
轮弹无虚发，直到第8轮才分出胜负。陕
西队最终以8：7取胜，拿到了第十四届全
运会男子足球比赛U18组的冠军。对于
陕西足球来说，这是历史性的一刻，也是他
们首次拿到全运会该项目金牌。

广东队摘跳水男团金牌 全运U18男足陕西夺金

津门虎队适应了新家

张帅挺进美网女双八强

刘国梁放弃竞选国际乒联主席

刘传兴登陆澳洲男篮联赛

聚焦全运

本报讯（记者 赵睿）北京时间昨晚进
行的12强赛B组第二轮，中国队0：1负于
日本队，两战皆负。虽然比分不悬殊，但中
日足球的差距比想象的还要大。结束9月
份2场世预赛之后，中国队将转场到阿联
酋沙迦，在那里准备10月份对越南队、沙
特队的比赛。
主教练李铁调整了具备上场资格的

23人大名单，年轻中卫朱辰杰和后腰徐
新分别替换于大宝、韦世豪，其他位置的
队员没有变化。据悉，李铁和助手几经
斟酌，至提交名单的最后时刻才确定了

全部队员，下决心之前有些纠结。中国
队比赛先发阵容采取3中卫打法，李昂、
张琳芃、蒋光太扼守中路，王燊超、王刚
分居左右，进可攻，退可守；吴曦、金敬
道、尹鸿博组成中场；武磊和艾克森出任
前锋，摆开稳守反击架势。
开球不到2分钟，中卫张琳芃铲球受

伤，无法坚持比赛被朱辰杰换下。中国
队采取深度防守策略，放弃中场拼争，专
注防守。第22分钟，立柱挡出日本队射
门。第 37分钟，颜骏凌挡出对手射门，
日本队补射再次击中立柱。第40分钟，

日本队抓住攻防转换机会快速推进，伊东
纯也右侧传中，中路15号大迫勇也将球打
进，很遗憾中国队没能顶过上半场，半场的
控球率只有22%。
第60分钟，李铁一口气换上阿兰、洛国

富、蒿俊闵，中国队终于派上了全部4名归化
球员，变阵433，放手一搏。虽然极度被动的
局面有所改观，但也没有创造出特别有威胁
的进攻，最终中国队12强赛开局遭遇两连
败，在B组暂时垫底。
B组另外一场比赛，越南队主场对阵澳

大利亚队，第42分钟，赫鲁斯蒂奇中路偏左

位置斜传后点，右后卫格兰特反插越南队身
后，头球顶远角首开记录，上半场越南队的控
球率只有25.4%。下半场，在澳大利亚队凶
狠的高位逼抢下，越南队几乎组织不起有效
反击，澳大利亚队获得两连胜。
A组第二轮率先进行的韩国队主场对

阵黎巴嫩队的比赛，上半场双方互交白卷，
韩国队占据绝对优势，控球率超过 70%。
比赛进行到第59分钟韩国队才打破僵局，
替补出场的权昌勋接黄喜灿左侧传中，前
点包抄推射近角破门。最终韩国队以1：0
的比分获得首胜。

■《翠兰的爱情》第
18—20集 马成终于获
得了翠兰的原谅，两人坚
定了结婚的信念，翠兰想
一步步开始努力，打算去
给马成爸道歉，马成怕翠
兰受委屈不让她去，而翠
兰性情耿直，还是背着马
成一个人去了，带了很多
礼物给马成爸。正当翠
兰要解释时正巧遇上了
马艳，马艳不由分说就
将翠兰带来的礼物全部
扔了出去，道歉就这样
尴尬结束了。回到家中
的翠兰心凉了半截，思
索着自己与马成是不是
走到了尽头……

天视2套18:25

■《梅花儿香》第22、
23集 因为经验不足判断
市场失误，梅花进了大量
的鲜花卖不出去，着急担
心的梅花吃不下睡不着，
小念积极想办法来到婚纱
店帮忙推销，巧遇在这里
做设计的周子航，周子航
找到婚纱店老板朋友,答
应全部买下梅花店所有滞
销的鲜花……

天视4套21:00

■《今日开庭》被告
与原告同居期间曾向原告
借款6万元，分手后却迟
迟未还欠款，原告将被告
告上法庭要求归还欠款及
利息，被告却说原告撒谎，
真相到底如何？

天视6套18:00

■《模唱大师秀》天
津作为戏曲之乡，不仅有
着众多优秀的专业演员，
而且还有许多能唱会演的
戏迷票友。《模唱大师秀》
从本期开始开启津门票房
争霸赛。本期是京剧专
场，登场的两支队伍分别
是温玉铭国剧社和德云京
剧社。

天视2套20:45

■《糖心家族》爆爆
糖的影子最近闹情绪，
总是跟他唱反调。爆爆
糖锻炼他偷懒，爆爆糖
助人为乐他冷嘲热讽、
爆爆糖带头鼓励他消极
丧气……渐渐跟爆爆糖
脱离开来。大家要怎么
样帮助影子重新变得积
极，和爆爆糖再次合二
为一呢？收看本期《糖
心家族》之《总唱反调的
影子》，一起看大家想出
的好办法，重拾积极主
动的好状态，做更好的
自己。

天津少儿19:30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视2套（103）

18:25剧场:翠兰的爱
情（18—20）20:45 模唱大
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日头日头
照着我（19—21）19:20 剧
场：猎鹰在行动(21—24)
22:15剧场:爱国者(11、12)

天视4套（105）

21:00剧场：梅花儿香
（22、23）

天视5套（106）

18:55 直播: 体坛新
视野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 眼 大 律 师

20:10 百医百顺 21:00 二
哥说事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熊出没之怪兽计划》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陈省身数学奖”

1984年的一天，杨振宁和刘永龄
在香港见面，刘永龄希望结识陈省
身，设立一个数学奖，为中国数学做
点事。于是，杨振宁马上给在美国寓
所的陈省身挂电话。陈省身回忆说：
“以我的名义设奖，我说当然可以，对
于我来讲这是一个无上的荣誉。”

设奖的资金落实之后,1985年3月
26日，中国数学会常务理事会开会通
过“陈省身数学奖奖励条例”及“评选
委员会名单”。第一届陈省身数学奖
评选委员会主任是吴文俊。每届奖金
10000元人民币，由得奖人平分。1991
年起，改为每两年一届，每届两名，每
名奖金25000元人民币。

1987年5月6日，在南开大学颁发
首届“陈省身数学奖”，获奖者是钟家
庆和张恭庆。钟家庆是华罗庚的学
生，专长多复变函数论。张恭庆则在
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临界点理论上有
重要贡献。两人的获奖，可说是实至
名归。

各届“陈省身数学奖”的得奖名单
如下：

第一届(1987) 钟家庆 张恭庆
第二届(1989) 李邦何 姜伯驹
第三届(1991) 肖刚 冯克勤
第四届(1993) 丁伟岳 忻元龙
第五届(1995) 洪家兴 马志明
第六届(1997) 文兰 王建磐
第七届(1999) 王诗宬 龙以明
第八届(2001) 李嘉禹 周向宇
第九届(2003) 巩馥洲 张伟平
第十届(2005) 段海豹 席南华

第十一届(2007) 吉敏 宗传明
第十二届(2009) 张继平 沈维孝
由于华罗庚和陈省身是中国现代数

学最杰出的代表，因此1991年中国数学会
又设立了“华罗庚数学奖”，用以表彰我国
数学家长期以来对发展数学所作的贡献，
每两年颁发一次。

这两个奖项有一定的区别：“陈省身数
学奖”有些类似于国际上的菲尔兹奖，不成
文地规定奖励比较年轻的数学家；“华罗庚
数学奖”则像著名的沃尔夫数学奖，目的是
奖励一位数学家的终身成就。“陈省身数学
奖”的报奖者年龄，原则上不高于50岁，高
于菲尔兹奖的40岁限制。近几年来，获奖
者的年龄在逐步降低。

有一张陈省身与第七届“陈省身数学
奖”获得者的合影照片，我们顺便介绍一
下该届两位获奖者的工作。

王诗宬，男，汉族,1953年1月生于江
苏盐城。先后师从江泽涵、姜伯驹和R·
D·Edwards。于北京大学和UCLA获硕
士和博士学位。1981年在北京大学工作
至今。1992年任教授。1999年任北京大
学数学所副所长。长期以来从事拓扑学
特别是三维流形方面的研究，作出了多方
面的开创性贡献，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关
注和高度评价。

这是个谜

三官庙的大庙外边，站着持枪的
警察，大庙里面已聚集二三百名30岁
以下的男人。在正殿的大高台阶上，
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香炉、香筒和
蜡钎子。不一会儿，由镇长李大麻子
陪着一个身穿袈裟的和尚，从大殿里
走出来。大家一看这和尚，正是三官
庙的长老。原来，今天又是为国民党征
兵，由三官庙的长老抽签，中签的壮丁就
要去为国民党当兵。因为这样的事已不
止一次了，大家习以为常了，但也为自己
的命运担心，都呆呆地往台上看着。
苗万贯上去把桌子擦擦，解开一股

香放进香筒里，随手点着蜡烛，又将一个
签盒放在桌上。那位长老走到桌前，从
香筒里抽出三炷香点着，高高地举了一
下，然后插在香炉里。他口中念念有词，
把签盒在手中摇晃几下，随即打开签盒，
一根一根地往外抽签。下边的人们用眼
盯着，庙外更有乡亲们在张望，这关系到
每家每户的身家性命啊！
签抽完了，中签者中竟有年纪尚

幼的田儿，三官庙一下子可开了锅，中
签者由警察押着站到了一边。李大麻
子当众宣布：中签的壮丁今天找保回
家，明天准备，后天就要去天津。如有
不愿去者，明天可交出两石小米，由镇
公所雇人顶替。谁愿意去给国民党当
兵呀？交两石小米，又有哪家出得起
呀？中签者怨声载道，没中签的也是
愁眉苦脸，庙里庙外的人就像开了锅，
有不服的，有哭闹的，还有骂街的。
三官庙的长老走了，苗万贯与李大

麻子嘀咕了一阵儿，先是李大麻子摇头不

语，后来才见他点点头，苗万贯露出得意的笑
脸退到一边。台阶上边这一切，台下人都看
得清楚，但不明白他们究竟搞的什么鬼。
李大麻子这时说话了，他咳嗽了一下，说：
“按以往的规矩，是今天找保，明天准备，后
天走人。不愿去者交出两石小米雇别人
去，可方才见大家面有难色，不想去的明天
恐交不出小米，老苗替大家讲了个情，让把
期限放远一点，怎么办呢？都是乡里乡亲
的，谁让我是个镇长呢？有啥事儿我顶着吧，
容大家一个月的时间，去与不去拿主见，大家
得感谢老苗啊！”

济公祠里的这些人，议论着的就是今
天发生的这三档子事。一个工人说：“张伯
符扛铡刀是收买人心，苗万贯讲情是为拉
选票，都是为了要当工会的理事长。”又一
个工人说：“别看他俩闹腾得热闹，也都是
为财主佬卖命的，不管他们谁当了理事长，
也没有咱们工人的好处。”苗瑞祥接过来
说：“他们都是为蒋介石服务这没错，不过
他俩都只是个影人儿，这下边还有牵线的，
苗万贯背后是李大麻子，那个张伯符背后
是什么人呢？”严志诚接过来说：“苗万贯是
名牌货好认，可是张伯符却不然，他披着工
人的外衣，打着为工人办事的旗号，他的
后台又没有明着伸手，这就容易迷惑人
啊！”谁是张伯符的后台？这还是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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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越说越热闹，越说越近
乎。同为天涯沦落人，相见何必曾
相识，不觉产生一种相见恨晚、惺惺
相惜之感。

此后，两人有空就凑在一起探
讨音乐艺术。王莘喜欢皮影戏，便
向石瑞生请教皮影戏的腔调、韵律；
而石瑞生则向王莘请教作曲的理念和
方法，二人相互学习，亦师亦友。

不久，“文革”的批斗风吹到乡下，
石瑞生也挨斗了。斗他时，红卫兵喊
出的口号是：“打倒反动音乐权威石瑞
生！”石瑞生说：“你们太抬举我了，权
威我可不敢当！”“你不敢当谁敢
当？”“拾粪老头才是权威！”此话一出
口，石瑞生就后悔了，暗忖：我怎么忘
了与老师的保密协议？“拾粪老头是
谁？”红卫兵穷追不舍，顺藤摸瓜，终于
找到了“拾粪老头”。到他住的小屋一
搜，除了一个破布包，一只半导体收音
机和一个钱包外，啥也没有。但红卫
兵在翻他的钱包时，却有一个意外发
现：里边竟然有一张他与毛主席在一
起的黑白照片！那是1951年，王莘在
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请毛主席在《毛
选》一卷上签名的照片。毛主席给他
签名时，他看到有位女同志为他们拍
照，签完名便找到她，问：“能不能把照
片洗出来，送我一张？”女同志
很随和，笑笑说：“可以呀，把
你的姓名地址和电话留给我，
等照片洗出来，给你寄过去！”
事后王莘才知道，这位女同志
就是专门给毛主席拍照的“红

墙摄影师”侯波。返津不久，他便收到了
侯波寄来的照片，从此视若珍宝，将照片
装框后悬挂在客厅中，又洗印了一张小的
放在钱包里。
在一个拾粪老头身上发现与毛主席

的合影照，瞬间成了乡间的一大新闻，并
惊动了当地公安部门，他们逐级上报，直
到市里…… 几年后，在秦皇岛举办的一
次音乐活动中，石瑞生与王莘相遇了。石
瑞生问王莘：“您知道是谁暴露了您的身
份吗？”“谁呀？”“是我。”“噢，原来是你
小子！”“我也是一时失言，不是故意的，
还请您多多谅解！”“谅解什么？我还得
感谢你呢！正是因为你暴露了我的身份，
他们才发现了我与毛主席的合影照片，才
觉得事关重大，不能动他！所以说，是你
救了我！”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在

王莘到乡下避难时，他的妻子王惠芬又出
事了。那段时间，儿子王斌上厕所时，发
现纸篓里总有带血的卫生纸。起初，他以

为是妹妹们用过的月经纸，但一
个月过去了，带血的卫生纸仍未
绝迹。当时，他只有17岁，觉得
内中定有蹊跷，又不知如何处理，
便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父母的老朋
友蔡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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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