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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作家周骥良已满100周岁。
迎接百岁的这半年多来，周骥良没有停笔，反而更加忙碌

起来。每天上午用过早点、翻阅完当日报纸之后，他就会坐到
书桌前，铺开稿纸，拿起钢笔，开始这一天的写作。“人到高龄，
拿笔的手不负重任了，手书的稿件通通近似天书。”几年前，周
骥良就曾这样自嘲。“天书”还在持续输出，给读者带来惊喜和
感动。在新近开设的报纸专栏“百岁忆往”里，周骥良抱着“为
历史存档”的想法，打捞记忆，引领读者回到历史现场——在这
些文章里，有他熟悉的昔日地下党战友的身影，有他担任报纸
副主编时采访过的优秀天津儿女的足迹，有他亲
身经历和见证的解放前夕地下工作的风卷云涌，
更有他对初心和信仰的追寻回望……

作为这个新专栏的责编，几乎每两周时间，我
就会收到周骥良托女儿发来的新作，在阅读和编
辑文章的过程中，不禁泛起强烈的好奇心——这
位兼具革命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世纪老人，是什
么促使他仍在写作？回望百年人生，他最看重的
是什么？读其文读其书，然后读其人，我试着走近
周骥良先生，试图寻找问题的答案。

西青区大寺镇，一套普通的三居室内，周骥良
已在此生活了二十多年。除了书，只有生活所必需
的简单家具。我前去拜访的那天，他特意把每天固
定的写作时间空出来，打开记忆的闸门，让那些尘
封在历史深处的人和事，重新被点燃被激活，在他
动情的叙述下鲜活而生动。他的记忆力之好，着实
让我吃惊不小，过往百年人世沧桑，他只需触动一
下记忆的开关，从大到历史事件，小到一个人名的
所有细节、声音、氛围，形成一个磁场，让人不由得被深深吸引。

时间回到1945年春，正在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就读的24
岁大学生周骥良，地下入党。出身东至周家——从第一代周
馥、第二代周学熙、周学煇，到第三代周叔弢、周仲铮，第四代良
字辈、第五代启字辈——这个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人才辈出、影
响颇深的家族，在外人看来，周骥良的人生道路原本会有很多
方向，但他却很早就选定了从深宅大院走向大众洪流。

翻阅先生的相册，那些拍摄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
发黄的老照片上，表情严肃、不苟言笑，总是站在人群边上的
青年周骥良，竟如此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信仰和道路。这其
间经历多少艰难险阻、生死考验，先生并未细讲，他讲得最多
的是“我是怎样发生转变的”，在他的回述中，仿佛能触摸到
那冷静的外表下一代人炽热的心。

在此之前的七八年时间，周骥良耳闻目睹了西安事变、
卢沟桥事变、北平和天津相继沦陷等重大事件，从旧书摊上，
购买阅读了大量进步革命图书和文学书籍，由一个单纯为学
业烦恼的中学生，逐渐成长为浸润马克思主义理论、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的进步青年。“国家要灭亡了，我们怎么办？”“我
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救国。”“不参加共产党，参加什么？”
这是七八十年前，青年周骥良的困惑、回答和抉择，于“80后”
的我听来，似是触动心灵的历史回响。

时隔76年，周骥良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他入党时的情
形。1945年春季的一天，一个特殊的入党仪式，成为他人生
的转折点。“为了安全起见，上级联系人看一看申请书，让我
们记住入党时间，就一把火烧掉，扔进簸箕里。”写了三年、改
了三年的入党申请书，因为特殊原因而不能保存，但当时的
抉择，周骥良一生无悔：“人得有理想和信仰，我们那时就抱
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信仰，让人无所畏惧。新中国成立前，周骥良冒着极大风
险，从事党的地下工作。“那个周骥良还在吗？”其时有几个大学
同学的父母，十分关心他的安危。周骥良一直都在——他发
展了一大批新同志加入党组织，有辅仁大学的同学、有工作以
后的同事，还有他的三个弟弟……借特殊家庭出身，发挥隐蔽
战线难得的作用，周骥良在北平的家，几乎成了北平地下党学
委的据点，多次迎接地下重要会议。1948年冬，在解放前夕的
天津，他和战友们忙着迎来送往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转赴解放

区、忙着在大小企业中推动建立护厂队……他还打通家庭关系，
接上了党与天津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联系的通道，他的伯父、
民族资本家周叔弢，与另一位民族资本家李烛尘留守天津，稳定
住天津工商界局面。1949年1月15日，这座城市迎来新生，周骥
良炽热的心找到归宿，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天津。

解放后，周骥良由地下转为地上，重新分配工作，他喜欢写
作、怀揣一腔情怀，有了另一片可以施展才智的天空。军管会文
艺处创作组成员、《星报》副主编、市文化局电影科科长、市作协
副秘书长等岗位，让他得以锤炼、积累经验、丰富阅历。他拿起

曾因地下工作而停滞的笔，重新开始写作，报纸消
息、影评，甚至是儿童文学，于他都是新的挑战和尝
试，新的领域似乎总是在等着他去闯出一条路子。
谁能想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他又先后担任了市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市民俗学会会长，在整理、推
动天津民间文艺和民俗发展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1987年离休后，写作成为周骥良的“主战场”。
从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到连环画、散文随笔，涉猎体
裁之多、题材之广，让文坛为之瞩目，作家周骥良被
更多的读者所熟知。几十年来，他在报刊发表的文
章更是不计其数，对报纸副刊天然的亲近感和关切
度，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周骥良的写作航道上，有两位作家——鲁迅和
孙犁如同探照灯一般，令他感念至深。鲁迅先生所践
行的文学“民族化、大众化、革命化”，给他以深刻启悟，
文艺为谁？他这一生的写作就是以此为灯塔。在很
多文章里，周骥良都表达了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推崇，而他的作品也总是以弘扬中国文化中的进取精

神为出发点，力图传递中国精神、中国文化情缘和中国故事。从上
世纪50年代出版的长篇小说《我们在地下作战》，到80年代以来创
作的《吉鸿昌》《杨虎城》《游击英雄包森》《勿忘国耻》等，从形式到
内容都体现了他一直追求的“具有民族化与大众化的中国作风与
中国气派”。

2018年，周骥良以97岁高龄，出版了26万字的纪实文学作
品《百年周家》，他把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家族往事，用了不到
一年的时间写就，让人不禁惊叹他的创作力。在坚持写作这
件事上，就要提到孙犁先生对他的影响：“老领导孙犁给了我
极大的启发。他是活到老写到老。”“我踪着孙犁的心得做去，
一直没有停笔，文思总在所得与所感中游走。”周骥良念念不
忘孙犁先生的“示范效应”。任时光流逝，期颐之年的周骥良
以阅读和写作度过每一天——阅报知晓时事和社会，上下午各
写两三个小时，如此自律，如此充实。

有一条时间轴颇有意味。1949年的一天，《天津日报》文艺副
刊召开创刊座谈会，三位作家郭小川、方纪、孙犁全部到会，“把工
人业余作者扶持起来，把工人文学创作活跃起来”。时年28岁的
周骥良也在会场，闻言备受鼓舞，作为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成员，
他刚拿起笔重新写作，对未来充满了畅想和希望；2021年7月，周
骥良满100周岁，成为《天津日报》副刊作者队伍中最年长者，读者
经常会读到他的新作，这在报纸副刊界也是极为罕见的特例。70
多年过去了，“文学艺术给人希望，给人点火”，导演沈浮说过的这
句话，他还念兹在兹；跨过百岁门槛，他初心未改，无所畏惧。

初夏窗外枝繁叶茂，青翠无边，明媚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
在客厅那一整排浅棕色的老式书柜上。一个大写的“福”字高挂在
墙上。周骥良几乎不再下楼，但他的世界并未变得狭促。在他的
思想意识中，在他每日雷打不动的书写中，过往百年依旧美丽迷
人。并且，还有很多未曾探索过的领域，等待他去发现、挖掘和讲
述。那一团炽热的火还在燃烧，百岁周骥良仍在跋涉，不懈追求。

听我的爷爷说过，旧社会，老家十
年九涝。为了填饱肚子，他15岁时离开
了家，独自一人进城学剃头。没想到小
小年纪，却干了一件谜一般的大事。

爷爷学艺不久开始支摊，有一个外
号叫“高粱秆”的国民党兵，常来找他剃
头。那天，剃着剃着，爷爷听到远处有
隐隐的炮声，心里一激动，问了一句不
该问的话：“老总，看这阵势，咱们这座
城是不是守不住了？”本来正闭着眼享
受的“高粱秆”，冷不丁挪了一下身子，
把蹬着小板凳给他剃头的爷爷闪了下
来，脑门子跌了个大包。爷爷爬起身
来，还没来得及言声儿，“高粱秆”扬手
搧了爷爷一个大嘴巴。这还没完，过
后他还找来个警察要逮爷爷：“这小子
敢蛊惑人心，又想谋害国军，查查他是
不是个小共产党！”

那个警察见爷爷还是个瘦小的孩子，
替他说了一大堆好话：“这是我哥们儿的
亲兄弟，还小，不懂事，他们家穷啊，所以
跑出来学剃头，他哪是什么共产党啊。”警
察又自掏腰包，封了“高粱秆”的嘴。

从那以后，爷爷和那个警察有了走
动，知道他姓李，是管户籍的。不久，国
民党开始疯狂地抓壮丁，十五六岁的孩
子也不放过，城里的年轻人都往乡下
跑。爷爷想多挣点钱，就留在了城里，
“高粱秆”来剃头时，又盯上他了。情急
之下，爷爷就去找李先生。
“李先生，他们要抓我去当壮丁，怎

么办啊，您能帮帮我吗？”
“我给你办个新居住证吧。”李先生

看爷爷个子长得矮，就把他的年龄改成
了13岁。又问爷爷：“你姥姥家姓啥？”

爷爷说：“姓信。”
于是，李先生就给爷爷起了个新名

字：信解天。
“高粱秆”再来时，拿着新居住证翻

来翻去地琢磨。“信解天？”有意思，却又
想不出啥意思。

第二天，李先生找到爷爷，试探地问：

“你能替我去送封信吗？”爷爷一拍胸脯：
“那咋不能啊，就冲您救过我，这信我也得
送！”再以后，爷爷替李先生送了三四次
信，收信人几乎都是一些店铺的老板。

有一天晚上，李先生急匆匆地来找
爷爷，说：“这是一封密信，明天一早就
得送出去，你还敢去送吗？”

爷爷斩钉截铁地说：“敢！”

李先生和蔼地一笑：“你就不怕我
是共产党？给共产党送信可是要被杀
头的啊。”
“虽然我不知道您到底是干啥的，

但肯定您不是和国民党一伙儿的，我乐
意帮您。”爷爷回答得很自信。

李先生说：“这次不像往常，容不得
半点差错。”

爷爷想了想：“这次我担着剃头挑
子去送信，不会有人怀疑我的。”

李先生问爷爷：“信藏哪儿呢？”
爷爷把信（其实就是个小字条）折

了几折，塞进剃头挑子的缝隙中，想想
不妥当，取出来又藏进刀荡子里。李先
生放心地走了，可爷爷觉得这样还不保
险，得想个更好的地方……

天刚蒙蒙亮，爷爷已经来到了城外
的柳堤上。可巧，撞上了一伙国民党
兵。那不是“高粱秆”吗？爷爷看到他
心里有些犯憷。国民党兵走到爷爷近
前，“高粱秆”说：“他就是个小剃头的，
我知道他，不是共产党！”
“不行，那也得搜搜，万一要是个小

共产党呢。”领头的发出了命令。“高粱
秆”一马当先，走到爷爷跟前。

爷爷迎着说：“是您啊，老总。您这
是要去哪儿呀？”
“高粱秆”一脸不屑：“我倒要问你，

这么早，干啥去？”一双贼眼似盯进爷爷
的肉里。

爷爷担起挑子：“剃头去！不早了，
您看日头都露半拉脸了。柳堤下一个村
的人都在等我剃头呢！”

“高粱秆”拽住剃头挑子：“别想
溜，搜身！”

爷爷说：“老总，我一个小剃头的，
身上能有啥？”
“高粱秆”两眼射出贪婪的光，游弋

在爷爷身上，上来就把李先生给的几块
饭钱翻去了，然后又拉抽屉、搜挑子，将
剃头刀子挨个儿拿出来查看……
“啥也没有，弟兄们撤吧！”

“等等！”领头的围着剃头挑子转了
转，指着刀荡子说，“再查查那个！”
“高粱秆”问：“那是刀荡子，咋能藏

东西呢？”
“那也要查看查看，万一这小子要是

藏了什么东西呢！”
国民党兵蜂拥而上，爷爷的心都快

要跳出嗓子眼儿了。“高粱秆”一扬胳膊
抢下刀荡子，说：“都破得离了层了，换条
新的吧，这块皮子就归我们了！”说罢，扬
起刀荡子转身就走，那伙国民党兵也跟
着离去。

爷爷傻眼了，下意识地跺了跺右脚：
信在鞋窠里？

一轮红日将柳堤照得鲜亮。
爷爷有惊无险地送信回来，却再也

没有见到李先生，直到那隐隐的炮声越
来越近，李先生也没有出现过，爷爷自此
有了念想。多年后，爷爷听说李先生已
在攻城时牺牲了，又听说他在省城做了
大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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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小说、散文等作品散见各地报刊，

著有《顶上功夫：宝坻剃头匠的历史记

忆》一书。

我的大爷是老党员，他的党龄比
我的年龄长好多。

我刚记事时，他就已经是公安局
的处长了。我曾天真地问过他，大爷，
您的官儿有多大啊？我要是干了坏事
被抓走，你能救我吗？大爷被逗笑了，
你一个小毛丫头，能干什么坏事？

那些年，每逢大年初二，大爷全家5
口就齐聚在我家小屋，乍一看，好像大爷
是他们全家的骄傲，可聊着聊着，就聊出
了过节，尤其对“老大的事”，全家都讳莫
如深。后来听说，他们父子俩还大吵一
场，竟至儿子多年不见自己的老爹。

有时，大爷一个人光顾我家，一间
小屋、一张小桌，与我父亲把酒言欢，
他们有时也会争论到面红耳赤。小时
的我，总以为他们吵架了，但吵过之
后，大爷还来，兄弟二人接着把酒言
欢，接着再面红耳赤。大爷一走，父亲
便又念起他的好来。父亲说，他们小
时候家里穷，大爷小学都没毕业，12岁
就去当学徒，给师傅打杂，连倒尿盆的
活儿都干。到了年三十，他扛着一袋
米和一袋面回家时，家里人都饿着肚
子呢。父亲幽默中带点酸楚地说，要

不他怎么比我矮半头呢，全家的重
担都压在他一人儿肩上，他能长得
高吗？

大爷很早就参加工作，到了公
安局，入了党，升了处长。父亲总
结他的长处：老实、听话、胆子小。
最后补充一句，是个好人。

有一次，大爷傍晚来，与父亲对
饮。他表情凝重，酒喝到半酣，大爷

满脸通红，眼眶潮湿。我小小的心都提起
来，怕他会忽然哭出来。父亲仗着酒劲儿，
埋怨他，说你太老实，老实过了头，就是窝
囊。还说，自己亲儿子受委屈都不吭气。
大爷低声解释，我有原则，父亲一听就火
了，说，狗屁原则，你就是怕保不住乌纱帽，
大爷急急地争辩，绝不是，你不懂……

相比之下，大妈性格爽快得多，尤其
数落起老头儿的不是来，总是滔滔不
绝。她说，老三师范毕了业，被分到远
郊一所中学，这个以前成天梦想当诗人
的孩子，以后要成天守着一帮农村娃娃
当孩子王，郁闷得不行。大妈以为，凭
我大爷的人脉，给儿子换个延续梦想的
好去处，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可他就不
说这句话，听任儿子自己去“扑腾”，他
都不细问。

最惨的还是老大。老大18岁插队到
农村，因为事故腿受了伤，住院接骨后，
又被护士不小心打翻了开水瓶，让那条
坏腿雪上加霜，他给父亲写信，是想让父
亲去给撑腰的。我大爷去了，默默给儿
子办了出院手续，什么也没说，就把受尽
委屈的儿子带了回来。大妈又以为，这
回，他总该托人给儿子找个工作吧，这不

就一句话的事儿吗，可他还是不说这句
话。老大靠自学，当了医生，又成了家。
多年后，因为提起这事儿，父子俩大吵一
架。大爷说，你别以为我有点职权就应
该帮你们，你们都该靠自己！这话一说，
把全家人都伤得够呛。

好多年来，大爷在外人眼里风光着，
在家庭内部却有众叛亲离之势。后来我
们搬进楼房，各有各的天地，他们兄弟间相
聚，多被电话取代。几年后，大爷电话里
说，他升了局长。又几年后，大年三十，大
妈打来电话，她背后一片喧闹，混杂着电视
声和说话声，仿佛有一团热气包围着她。

父亲问，孩子们都在呢？
大妈话语中充满喜兴，都在呢。老

二、老三聊天呢。说着，忽然提高了嗓门
儿说，老大一家三口，正陪着那个老顽固
包饺子呢。

父亲笑道，想通了？
大妈说，唉，他这辈子，反正，就图他

个老实呗……
挂了电话，父亲跟我叹道，他这辈

子，入了党，当了官，可细一想，他哪儿享
过什么福啊。不过，是个好人……

作者简介：王奕君，北京人，满族。

曾有小说、散文、随笔等作品，发表于《百

花园》《微型小说》《中国劳动保障报》《语

言文字报》《云南日报》等报纸、期刊。

本版题图 张宇尘

以草木命名，我的家乡被称为——蓟

我走近它们时

它们正从容地对着阳光努力微笑

质朴的、真诚的、倔强的

在结实的草尖上闪耀着紫色的微光

它们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离去的亲人

那些像草木一样的亲人

那些用生命捍卫这片土地而后又归于草

木的亲人

我把一棵开花的蓟草放在一座墓前

墓碑上刻着：无名烈士

无名烈士——望着墓碑上的字

我突然泪目

我知道，这个世上你曾经是有过名字的

被宗亲赋予、被母亲呼唤过的名字

烙在母亲心尖儿上的名字

消失在硝烟战火中了

请原谅我们没能帮你找回

也不知道你从哪儿来？有多大年纪？

也许，刚刚过了18岁

在某年某月某日，牺牲于某场战斗

但是，我仿佛看到

你星子一般的双眸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年轻的脸庞因为热血而勇敢坚强

倒下的地方，蓟草葳蕤

鲜血染红的土地注入了红色基因

世世代代，生生不息

你是英雄，是热血男儿

是我们的亲人

我们用蓟重新命名

你的名字，你是蓟

这里是蓟的家乡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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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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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草木命名的家乡
王玉梅

“数学上的统一”

王诗宬能在三维拓扑学作出多
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得益于两个显
著的特点。他对三维拓扑学的问题
和成果有广泛的了解和思考，以几何
的洞察见长，善于抓住不同事物之间
的内在联系，提出新鲜的问题和观
点。同时他善于与人合作，在这种合
作中他往往是主动者和创意者。

龙以明，男,1948年10月生于重庆。
1981年获南开大学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
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博士学位,1988年在
瑞士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后回到南开大学，
历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1999
年任南开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院长，南开数
学研究所副所长，《数学年刊》编委。龙以明
多年来从事非线性分析的研究，在非线性
哈密尔顿系统和辛几何的数学基础理论研
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成果，
受到国内外同行的关注与高度评价。所撰
写的专著《哈密尔顿系统的指标理论及其
应用》一书已于1993年出版发行。这些科
研成果得到了国内外同行专家的高度评价
和引用。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哈密尔顿系统
的三部学术专著和许多科研论文都引用了
他的成果。

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之后，我们的数学界实行“一边倒”的政
策，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
营，因此，和国际数学家联盟(IMU）没有
建立联系。此外，由于位于台湾地区的
数学界占据着席位，中国的代表权问题
成为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一个时期
以来，中国数学会一直要求恢复中国的
合法席位。但是，IMU不愿意介入政治

争论，特别是坚持“不歧视任何数学家”的政
策。因此，虽然中国数学会和IMU都有解
决中国会籍问题的意愿，却一直没有找到解
决的办法。IMU曾经先后邀请中国的华罗
庚、陈景润、冯康等到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作
报告，可是他们都因为代表权问题的障碍,
没有到会。

许多海外华人数学家曾经为此做过
许多努力，其中陈省身的工作更有成效，
大力促成“数学上的统一”。

198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伯克利召
开。这是陈省身工作的地方，对海峡两岸
的数学家，都可以尽地主之谊，进行沟
通。另一方面，这时的国际数学联盟的主
席是莫泽，和陈省身是老朋友，一起合作
写过论文，彼此谈话和商量事情比较随
便。这些都是解决问题的极好条件。当
然，中国代表权问题的最终解决，主要是
数学家们努力的结果。陈省身的作用则
是获得成功的一种催化剂。

中国代表权问题最后是这样解决的：
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国际数学联盟，会
籍属于最高的等级——第五级；共有5票
投票权，其中“中国数学会”3票，“位于中
国台北的数学会”2票。现在中国和美国、
英国、前苏联、法国、德国、日本等共7个国
家属于第五级。

秘密会议

严志诚继续分析说：“现在看，那
张伯符的后台可不简单，谁能和李大
麻子争工会理事长的席位？谁敢领头
闹着去拆李大麻子花钱搭的马架子？
谁会扛着铡刀跟李大麻子叫板……这
个根子是很硬的，否则张伯符这么闹，
李大麻子为什么不敢对他下手？”这么
一分析，大家眼前豁然亮了。严志诚
说：“三官庙上抽签，中签的都是哪些
人，不都是这几天跟着张伯符跑的吗？
这就是敌人内部的斗争。”有人问：“那
姓张的能答应吗？”严志诚笑了：“他答
应不答应，只能在幕后交易了。台前，
他能为那几个人说说气愤的话就不错
了，也许会鼓动这些人去当兵，当前国
民党拉夫当兵，也是他们的一项主要任
务。不管他们是露白脸的，还是装红脸
的，我们就是要把他们的阴谋揭露出
来，用事情真相教育群众。”又有人问：
“工会选举时，是不是选上我们的人
好？”严志诚肯定地说：“不，万万不可和
他们拉竞选，那样容易暴露，造成工作
上的损失，我们现在是在敌人心脏展
开活动，全力配合全国的解放战争。”

这个晚上，在济公祠的后殿，实际上
是严志诚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经过分
析形势，大家觉得非常痛快。安静了片
刻后，人们又议论起娘娘宫前那辆美国
吉普车，一个工人说：“那两个美国兵，就
是新来驻守铁路大桥的美国军队，他们
已在铁路以北修了一个飞机场……”严志
诚点点头说：“这就是军区指示里所说
的：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把大批
的海军陆战队送进中国……这不，铁桥

把上了，飞机场也修了，今天还进了三水
镇，说不定明天就进驻盐滩，真是前门赶走
狼，后门又来了虎啊！”严志诚看了看大家，
“我们的血不能白流。盐滩儿女就是要听
毛主席的话，跟着共产党走，决不让国民党
把人民用鲜血浇灌的果实摘走，要跟他们
斗争到底”！

这时，就听苗瑞祥说：“今天这三件事也
真寸了，美国兵一来就扎到娘娘宫，因为那
儿有钱的人多呀！国民党抓兵抽签就到三
官庙，那儿是衙门吗！要成立工会拉选票，
就得到济公祠，因为那一片都是穷苦工人。
看，这阶级阵线划得多清啊！”赵方听了心里
有同感，自从他被李海山带到盐民游击队，
明白了很多道理，决心要跟盐民游击队干革
命。严志诚想在三水镇成立一支工人的秘
密队伍，他第一个响应。此刻，他抬头看看
大殿正中的那座佛龛，说：“当初也不知道是
谁的主意，修这么一座祠堂，供这么一个穷
神，如果我们穷人不到这儿来，那些有钱的
老爷们，是不登你这穷神宝殿的。”

严志诚瞧了瞧同志们，虽然是在夜
间，大殿里又没有灯火，借着窗外射进来
的月光，也能看出三水镇里，这支可靠的
革命力量，秘密建立的队伍，情绪无比高
昂，虽然人数不多，但它是革命火种，必
将在敌人心脏燃起熊熊大火。

52 84 陪床男孩

蔡叔叔是军医出身，一听便听
出了问题，说你妈妈不对了，应该
赶快去医院检查检查！事不宜
迟，王斌当即带妈妈到天津妇产
科医院检查，这一查可不得了，医
生一脸严肃地告诉他：你妈妈子
宫长毒瘤了，必须全切！当年，还
没有“癌症”这个概念，所有的癌统
称为“毒瘤”。
“那就请您给她做手术吧!”王斌

用恳求的目光对医生说。“不行，我
做不了，你要想做，找她！”医生指了
指楼道里，一个正在扫地的中年妇
女。“什么？清洁工还能看病吗？”医
生朝他挤挤眼，意思是，能，只有她
能。后来他才知道，这个“清洁工”便
是天津妇产科医院院长、中国现代妇
产科奠基人林巧稚的学生，现在成了
“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王斌走
到“清洁工”面前，向她说明来意，却
见对方一副惶恐的表情：“是他们让
我看的吗？我能看病吗？”“是他们
说的。”“我去问问检查室。”“清洁
工”战战兢兢地说。王斌随她一起来
到检查室，听她说了一堆“切片检查”
之类的话，他也听不懂。 母亲住院
了，需要有家属陪床。王斌一想，上
面一个哥哥，在北京工作，来不了；下
面四个妹妹，年龄尚小，又怕
“传染”她们。想来想去，也
只有自己最合适了。 于是，
妇产科医院住院部里，多了
一个陪床的小男孩。 且说
当年的天津妇产科医院，条

件颇为简陋，七八个人一间病房，不但拥
挤不堪，空气亦很污浊。更令人尴尬的
是，妇产科病人的病号服只有上衣，不穿
裤子，屋里有个十七八的半大小子，女病
友们十分不自在，却也无可奈何。只好
谁上厕所，便大喝一声：“嘿，小子，趴
下！”他就乖乖趴在妈妈病床上，像捉迷
藏一样用手蒙上双眼；等人家上完厕所，
回到床上，盖上被子，才命令一声：“行了，
解放了！”他才能起身、睁眼。 按照医院
规定，做子宫全切手术前，必须由患者丈
夫签字方可生效。这可难为了王斌——
父亲既已“失踪”，就不能让他回来，否则
前功尽弃，也不能自圆其说。迫在眉睫，
只能对医生撒谎了：“你爸爸呢？”“他死
了。”“怎么死的？”“被‘造反派’整死
了。”一番谎言竟令医生动了恻隐之心。
唉，可怜的孩子，爸爸死了，妈妈得了这个
病，下面一帮未成年的孩子，除了会哭，别
的啥也不会。罢了，就由你代签吧！

手术还算成功。术后便是“烤镭”
（放疗），以防“串毒”（扩散）。
母亲住院了，难坏了几个未成
年的孩子。当时家里窘迫到什
么境地？父母都是“走资派”，
工资停发了，一家人断了生活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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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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