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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合
办天津日报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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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导演说，如果有一种电影
题材是不管经历多久，魅力也丝毫不
减，甚至还会随着岁月增长的话，那
一定是关于家庭生活的故事。说这
话的正是日本导演山田洋次。本周
推介的佳片即2018年上映的山田洋
次喜剧电影系列《家族之苦3》。
《家族之苦》系列电影，聚焦的是

一个普普通通的日本家庭，围绕着四
对夫妻的生活展开。虽然是群像戏，
但山田洋次把每一个人物的个性都
刻画得非常鲜明。
第一部里，一向逆来顺受的老太

太富子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向老爷子

要的生日礼物，竟然是一纸离婚协议，
由此影片展开了关于老年人婚姻生活
的讨论。第二部更有意思了，全家人
正为老爷子的安全着想，考虑如何让
他放弃开车时，老爷子的高中同学去
世，扰乱了他们的生活，进而牵扯出了
关于“无缘社会”的话题。到了《家族
之苦3》，与其说是家族之苦，不如说是
家族之幸。这个幸运来自这一大家子
中，最不起眼的大儿媳妇史枝。这一
次她上演了一出受气媳妇出走记，着
实把平田家忙得鸡飞狗跳。
山田洋次曾表示，其实《家族之

苦》系列片名中的“苦”字，就是想表

达维系一个家庭是一件多么辛苦的事
情，它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付出努
力。正像山田导演连续三年把这一大
群演员聚在一起拍这样一部朴实的家
庭电影，也许并不是当下观众最想在电
影院里看到的，但它却是一件让人感到
非常幸福的事情。演员们每一年协调出
各自档期来拍摄，也是对这个家庭、这个
剧组有着深深的眷恋。
山田导演曾感慨，三世同堂的画面

已经很难出现了。所以他在《家族之苦》
系列里，不断讲述三代人努力维系一个
家庭的故事。正如他自己所言：一百个
家庭有一百种形式，但其中的爱是共通
的。就让我们走近这家人，体会一下他
们的苦中作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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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您相约《家族之苦3》，9月12日15:00

“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家族之苦3》：探究生活本真
刘燕凌

我1975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得知
陈省身先生多年前曾在芝大数学系，可惜他
那时早已转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校园
任教。第一次见到陈先生是在1979年，当
时我在斯坦福大学读博士。斯坦福大学与
加大伯克利校园的图书馆之间有校车接送
服务，适逢伯克利数学系为庆祝陈先生荣
休举办一个盛大的微分几何会议，我有幸
能去听大师们献给陈先生的精彩学术演
讲，也让我能一睹陈先生的风采。
在斯坦福大学，我在萧荫堂先生指导下

作了多复变函数论的论文，以后就跟萧先生
开展复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陈省身先生
是微分几何学的泰斗，我从陈先生的著作里
学懂了关于复几何的陈氏类(Chern Classes)
并对此特别感兴趣，任教普林斯顿大学期
间，写了一篇关于陈氏类在埃尔米特局部对
称空间上的应用(在数学年鉴发表)，得出度
量刚性定理。陈氏类有着非常漂亮的几何
内涵，是我一直很喜欢的研究题材，在巴黎
大学期间还指导了博士学生撰写关于模空
间上的陈氏不等式的毕业论文。
1994 年，我离开巴黎大学(奥赛)回到

香港，在香港大学当讲座教授。回港没多
久，就收到陈省身先生的来鸿。陈先生知
道我到香港大学履新，特别写信鼓励我，
字里行间洋溢着长辈对晚辈的祝福。陈

先生的来鸿无疑对我是一个惊喜。我与陈
先生通了电话，及后数度访问了南开大学，
又在香港与陈先生会面，幸运有机会与陈先
生畅谈，获益良多。
我任教香港大学不久，数学系的同事让

我看了陈先生提到我的一段文字。后来我知
道这段文字取自陈先生1990年在台湾成功大
学的一次演讲，收录在《陈省身文选》中。陈先
生说起了华人数学家在多复变函数论与微分
几何领域的贡献，提到我任教于巴黎，正在几
何大师庞加拉的根据地展示我的学问。1989
年，我离开哥伦比亚大学到巴黎大学(奥赛)任
教，在美国数学圈子的朋友们都有点诧异，而
我当时的想法，多多少少有在欧洲数学中心巴
黎一展所长的用意。陈先生是熟识欧洲并载
誉全球的数学界的领袖；他对晚辈祝福与鼓励
的话语，我铭感于心。
我回香港大学初期就数度访问南开大

学，其间于2000年秋天有幸参加了陈先生主
持的缅怀著名华
人数学家周炜良
与陈国才的数学
会议。周炜良是

陈先生在德国汉堡留学期间就相识的著名代
数几何专家，而陈国才是陈先生的门生。由
于专业方面的缘故，我对周炜良的工作并不
陌生。相反，虽然陈国才曾在香港大学任教
多年，我还是透过陈先生的会议才认识到陈
国才在代数拓扑领域非常具前瞻性的卓越贡
献。陈先生非常关心华人在数学研究方面的
发展，也精辟地提出了中国需要从数学大国
过渡到数学强国的论断。在力求与国际上数
学研究日新月异的发展同步的同时，我们往
往会忽略了许多研究课题的源头。周炜良与
陈国才在代数几何与代数拓扑的贡献是崭新
的，也对今天热门的数学研究课题有着现实
意义。陈省身先生从国际数学发展的高度缅
怀了两位杰出的华人数学家的生平与贡献，
无疑对于华人数学界有着示范作用。作为会
议的参与者，我深深体会到陈先生召开这个
会议的历史意义。
在南开访问期间，我有幸与陈省身先生

闲谈，也曾到访宁园。陈先生跟我说过南开
数学研究所发展的目标，特别提到了微分几
何与数学物理的相结合。今天看来，陈省身
数学研究所人才辈出，并已成为栽培国家一

线研究人员的重要基地，在数学与数学物理
多个领域上作出了许多在国际上令人瞩目
的杰出贡献。
2000年春天，陈省身先生难得应香港大学

校方邀请，在学校作了关于黎曼—芬斯勒几何
(Riemann-Finsler Geometry)历史沿革的精彩
演讲。陈先生的女婿朱经武先生2001年起从
美国来到香港科技大学任校长。其后陈省身
先生访问了香港科大，而且香港科大于2002
年开设了陈省身讲座。有一次到香港科大听
演讲后，我与陈先生相约谈谈数学。当时他
住在女婿朱经武校长家里，一天早上我就在
那里跟陈先生闲聊,主要谈了数学研究与数学
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陈先生谈话很随和，
往往轻描淡写的言谈里说了独到的见解，并
且非常热心于近来数学研究的发展，在讨论
过程中还提起了他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一些关
于外微分系统的手稿。
敬爱的陈省身先生离开我们快十七年了。

作为学术领袖与数学泰斗，陈省身先生的学问
与精神将会长存。陈先生怀着极大的热情关心
我国数学学科的发展，并且身体力行地在南开
大学创建了南开数学研究所（2004年陈省身先
生去世后，更名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同时憧
憬着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从数学大国过渡到数学
强国。我想，在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的今天，如果我们能尽自己所能，在解决这个
“陈省身猜想”上不断地作出应有的贡献，那将
会是对陈先生最有意义的纪念。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明德教授、

香港大学数学系讲座教授暨数学研究所所长。）

缅怀陈省身先生
莫毅明

著名导演谢添在艺术上孜孜以
求的是一新二奇的彩头和震撼。所
以，他甘冒风险，宁做首个吃蟹人，
执意要把《洪湖赤卫队》搬上银幕。
此作新在哪儿？它原本是湖北省歌
剧团梅少山、张敬安创作的一台歌
剧，用电影的形式、电影的语言、电
影的手法，将其从舞台搬到银灯下，
在当时可谓破天荒，还不新吗？其
内容，不可不谓奇。作品展示的是
1930 年前后，在反动派的残酷围剿
中，共产党领导下的湘鄂西红色政
权依然巍然屹立，可见毛主席“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论断之英明。此
外，剧中主角韩英，堂堂的大英雄，
巾帼不让须眉，她聪颖灵秀、骁勇
善战，在对敌斗争中屡建奇功，更
使洪湖赤卫队具有传奇色彩，怎能
不激起他的创作激情！
话要从1959年10月说起。歌剧

《洪湖赤卫队》赴京演出，许多中央领
导同志莅临观看。惊心动魄的剧情，
再现当年的狂飙硝烟，生死鏖战。荆
音楚韵荡气回肠，脉脉的家园情怀令观
者泪目。看罢，董必武慨言：“仿佛当年
作斗争，韩英刘闯造型真。一篇史诗流
传出，音乐悠扬更动人。”陈毅元帅喜不
自胜道：“我现在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
国有了自己的歌剧。”贺龙元帅建议将
这部歌剧拍成电影，让全国人民都能看
到。谢添得悉这一消息便主动请缨与
陈方千、徐枫联袂执导。最后，有关方
面决定，北京电影制片厂和湖北电影
制片厂共同拍摄这部影片。
但是，由谁来饰演主角韩英？北影厂有位领导，担心在

歌剧中担纲主角韩英的演员王玉珍，在水银灯下，面部形象
未必可人，便提出歌仍由她来演唱，在幕下配音，出镜则由
另一位电影明星取而代之。周恩来总理得知后，认为此意
向并非高妙。他苦口婆心地说，王玉珍形象朴实亲切，颇具
乡土之风，很符合剧中人物气质，而且她在舞台上唱得好，
演得也好，已经很有观众缘，不该换人。谢添赞同总理的说
法。当他来到荆楚大地，见到王玉珍，得知她生活根底了
得，曾长期在沔阳、洪湖根据地采风，革命前辈的斗争生活
熟稔于心；楚文化和鄂地民歌滋养了她，令其美妙歌喉充盈
乡情，更觉她是不二人选。
拍摄期间，恰逢我国经济遭遇困难之际，摄制组人员每

人每天不过七两米的饭食，哪有什么油水，营养可想而知的
差。饰演男主角刘闯的夏奎斌脸颊瘪成两个坑，拍戏时为让
人物形象丰满，只好在口腔里填充棉花。谢添更体味到王玉
珍对艺术的痴情与忘我。拍马戏时，浑身浮肿的她，眼前直
冒金花，但仍坚持四五个小时的拍摄，圆满完成镜头。在谢
添调教下，她实现了由舞台向摄影机前的华丽转身，将乡党
委书记韩英在强敌面前的信仰、胆略、骁勇刻画得相当出彩，
多场重头戏演绎得催人泪下。其歌声《洪湖水浪打浪》《看天
下劳苦人民都解放》《没有眼泪没有悲伤》《月儿高高挂在天
上》等，有的似天籁，有的如泉鸣，有的像鼙鼓，撞击着观众的
心庭。她的演唱受到周总理的称赞。影片上映后，其插曲唱
遍大江南北，成为经济困难时期激励人们奋步前行的精神慰
藉。在首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评奖中，影片《洪湖赤卫队》
荣膺最佳音乐奖。
片中谢添客串的张副官一角，曲尽其妙，粗犷中有精细，

细腻中善于点睛，将这位传奇人物之使命感、胆略、机智，都展
示得鲜明灵动，叫人眷眷不忘，堪称他的经典艺术形象。
谢添走的是步险棋。当初接手这部戏时，朋友们就为其

暗暗捏着一把汗。因为，要把歌剧的程式转换为电影化，需要
脱胎换骨般的嬗变，难题多多，不易为之。然而，他愣是把它
弄得滚瓜溜圆儿，活色生香，人看人爱。为拍这部戏，谢添鲂
鱼赪尾，身上瘦掉了几斤的肉。谢添把歌剧《洪湖赤卫队》从
狭窄的舞台上解放出来，走向广阔的银幕天地，开中国电影红
色经典时代歌剧改编电影之先河。

周末
文丛

越剧演员王文娟和电影演员孙道临，是
一对天作之合的恩爱夫妻。说起来，这两人
的姻缘，曾经历一番艰难周折。坊间虽有传
闻，但不甚明了。
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上海电影制片厂导

演岑范一行,来天津考察港口建设事宜。因
我正参与一航局相关史料的编纂工作，有幸
陪同客人们去了天津港和青岛、大连、秦皇
岛等下属企业，行程有一个多月。
岑范曾执导《曹雪芹》《祥林嫂》《阿Q正

传》等影视剧，先前又是越剧版电影《红楼梦》
的导演，对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婚事最了解不
过。岑导爽朗健谈，一路上，就把“传闻”的实
际情形跟我说了。
1958年春，著名作家黄宗江来上海出

差，在作协招待所里，郑重其事地为王文娟
和老同学孙道临做媒。正如所料，这两人情
投意合，很快就谈婚论嫁了。
人生大事难免有些周折。他们公开恋爱

关系，准备成婚时，双方单位政审。其中，孙道
临的一段经历成为绕不过去的“坎儿”。领导
找王文娟谈话，说孙道临在七七事变后曾被日
本人抓捕过你知道吗？王文娟说我们交往不
久，他就告诉我了。而且，此事早就跟组织汇

报过的。孙道临处世低调比较内向，却是个宁折
不弯的人，被囚时种种折磨之下，并没有背信弃
义。王文娟的表态，领导很不满意，说你是新党
员，政治上要站稳立场啊！不仅如此，多位领导
又轮番找她，语气愈发严重：如果你坚持结婚的
话，是要考虑退党问题的。
王文娟蒙了。在那种禁忌较多的时期，“退

党”意味着什么，其后果还需要多说吗？
年轻单纯的王文娟，说话一向耿直，“大鸣大

放”期间，险些被定为右派。她惶恐害怕过，却从
没有像眼下这样，一道鸿沟横在跟前，绕不开，又
跨不过。她每天在阴影之中心事重重，孙道临自
然就明白了。每天晚上，王文娟辗转难眠，甚至
狠了狠心对自己说：长痛不如短痛，再拖下去，只
会加重两个人的困苦。
王文娟和孙道临的悲催纠结，好友们都看

在眼里。张瑞芳趁到北京开会的机会，把此事
报告了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后来，王文娟随

剧团出访朝鲜回到北京时，邓大姐专门打电话
邀她去中南海西花厅，问了她和孙道临的事。
邓大姐说，道临的问题，组织上都了解。参加
学生运动时他还年轻，当时的斗争环境复杂，
他被捕是因为组织受到破坏，并没有政治过
失。你回去后跟道临说，不要有什么顾虑，继
续好好为人民工作。邓大姐又说，道临是个好
同志，我和恩来觉得你们两个挺合适的。此情
此语，使王文娟感慨万分，热泪盈眶。

1962年夏，由王文娟扮演林黛玉的越剧版
电影《红楼梦》拍摄过半，她和孙道临的婚事也
已准备妥当。彼时，孙道临41岁，王文娟36岁，
是名副其实的大龄青年，就想趁兴办了得了。岑
范说，从工作考量，就忍不住和王文娟商议，希望
拍好“黛玉焚稿”这场重头戏再办喜事。想想，黛
玉得知宝玉和宝钗订婚的消息后，痛不欲生，陷
入彻底的绝望中。她让身边的紫鹃帮着，将所有
的诗稿烧成灰烬，一了百了。王文娟深知，黛玉

一生以诗为侣，她的诗是她生命和爱情的血脉。
“焚稿”的情节，表现出黛玉的惨痛绝境。如自己
此时结婚，难免会影响到黛玉绝望的感情的演
绎。王文娟一口答应岑范的要求，把“黛玉焚稿”
演绎得情真意切，淋漓尽致。岑范非常满意，还
有些零碎镜头，是王文娟婚后补上的。
王文娟和孙道临相濡以沫，做了近半个世

纪的恩爱夫妻。多年的艺术生涯，除了越剧版
《红楼梦》，王文娟还先后还扮演过《春香传》
《追鱼》《则天皇帝》《孟丽君》等剧主角；孙道
临主演过《乌鸦与麻雀》《早春二月》《雷雨》
《李四光》《永不消逝的电波》等影片，诸多艺
术形象人们至今不能忘怀。
2007年 12月28日，孙道临在上海因病谢

世。今年8月6日，王文娟与世长辞，享年95
岁。他们有一个1964年出生的宝贝女儿孙庆
原，现定居德国。据报载，孙庆原时常忆及童年
生活的“孤独”。因父母亲常去外地拍片或演
出，太多的时光，她都是与外婆一起度过的。
至此，容再叨扰几句：我的尊师挚友岑范先

生，于2008年1月23日不幸病逝，享年82岁。
上世纪80年代，他执导的《阿Q正传》获瑞士国
际喜剧电影艺术节“金拐杖”奖。本想去上海拜
望，可惜没有成行。

王文娟和孙道临的姻缘往事
金同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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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兰的爱情》第
24、25集 妹妹慧兰赶到
翠兰家，原来翠兰妈病重，
生命危在旦夕，希望能见
上翠兰最后一面，可犟脾
气的翠兰因为母亲当年抛
弃他们父女三人的事始终
不肯原谅她。第二天，大
姨也来找翠兰，翠兰知道
大姨也是来劝自己的，听
都不听就要赶大姨走，可
大姨却说出了一个无人知
晓的秘密……

天视2套18:25

■《梅花儿香》第26、
27集 周子航向小念了解
吴毅家的情况，知道了刘
爱琪就是拆散梅花和吴毅
家庭的第三者，周子航非
常痛心，他让刘爱琪迷途
知返，两人在一起争执的
场面被小念看到。刘爱琪
告诉刘铎，周子航纠缠在
孩子这件事上不肯放过，
刘铎找人把周子航关在车
库，从精神上折磨他，逼他
放弃追究真相。周子航不
堪折磨最终同意替刘爱琪
保守这个秘密，但他要求
见见孩子……

天视4套 21:00
■《今日开庭》职场

工作的朋友，男女同事有
可能因为岗位原因增多接
触的机会，相处时间久了，
就难免会衍生出办公室恋
情。如果是男未婚女未
嫁，如果公司没有禁止性
规定，这也不失为一段佳
话。可是，如果是已婚人
士又发展出办公室恋情，
那可就不怎么好了。我们
今天这位原告朱女士，就
说自己的老公搞起了办公
室恋情，被她发现了。

天视6套18:00

■《番茄生活王》今天
的节目曹大厨为您奉上美
味早餐——流心芝士牛肉
酥饼。外皮金黄酥脆，内层
松软柔韧，溢出的汤汁饱满
浓郁，香气四溢，保管能为
孩子提供充沛的营养！

天津少儿21:00

■《爱情保卫战》小
李与小张既是男女朋
友，又是老板与员工的
关系，小李称接受不了
女友把工作中的身份带
回家，在感情中也想掌
控他。小张称以前男友
挺阳光上进的，现在变
得懒惰又颓废，“如果还
是不能改变，我们就真
的没有未来了。”情感
专家瞿玮表示：女嘉宾
对男友不满意，一边需要
他一边否定他，心里眼里
都没有他。男嘉宾也不
爱女友 ……

天津卫视22:00

共同努力解决问题

当时的国际数学联盟秘书长
莱赫托在《数学无国界——国际数
学联盟的历史》(王善平译，上海教
育出版社，2002,285页)一书中这样
记载：

莫泽和我强调，如果关于中国
会籍的条款成为公开表决的结果，
而中国台湾代表又站在反对的一方，
这将是多么的不幸。我们没有取得
一致意见。但在为联盟全体会员举
行的鸡尾酒会上，中国台湾代表走近
莫泽和我，并告诉我们他们决定接受
联盟的名称方式。于是走完了解决
问题的最后一步。

IMU的代表权问题得到解决，经
历了漫长的过程。要解决这样的政
治问题，只靠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
但是，有些地方，政治力量又代替不
了个人的作用。陈省身回忆说，我和
莫泽谈过很多次关于“一个中国”的
概念。我要花大量工夫向他表明，坚
持海峡两岸都是一个中国的必要
性。莫泽最后懂得了我的意思。就
在大会开始前不久，我们还在伯克利
谈了一上午。

代表权问题解决之后，大家都很
高兴。

陈省身回忆说：“那时候，大家住
在一起，都是朋友嘛。完了之后呢，到
我家吃了顿饭，大家都很融洽。”陈省
身和海峡两岸数学家都有很好的关
系，使得在情感上彼此容易沟通。台
湾地区数学家最终接受了建议多少有
这种情感在内。试想，如果彼此有敌

意，坐不到一起，会有如此良好的结局
吗？参与其事的两岸数学家有吴文俊、杨
乐、程民德、谷超豪，以及台湾方面的赖汉
卿、刘丰哲、李国伟等。

二十多年来，海峡两岸的数学家彼
此尊重，相互学习，为中华民族的数学振
兴共同努力，在国内外都树立了良好的
形象。

这是由陈省身的演讲引出的一个“数
学特别基金”的故事。

20世纪80年代末,离 21世纪只有十
来年的时间了。美国、英国、法国等数学
界纷纷展望未来世纪的数学发展。陈省
身注意到中国也应该有类似的活动。在
他的推动下，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拨
专款资助，计划在南开数学研究所召开
“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的学术讨论会。
会议由北京大学的程民德院士任程序委
员会主席。一批在国内外崭露头角的年
轻数学家也积极参与。南开大学的胡国
定教授兼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
副主任，他是这次会议的具体组织者，也
是会议资金的筹集者。更由于他的特殊
贡献，可以邀请领导人到会讲话。这预示
着国家对发展中国数学将有更大的支
持。这次学术讨论会引起全国数学界的
高度重视。

佛龛碎了

严志诚感到，还有许多群众工作
需要抓紧来做，特别是大娟妈一家，田
儿跟着张伯符跑，这次在三官庙又中
了签，他们家里的情况怎样了呢？他一
时放心不下。就在严志诚等人在济公
祠开会时，大娟家里也正闹心着，一家
人因为田儿中签而发愁，奶奶躺在炕
上抹眼泪，大娟妈对着柜上的“老母”龛
发呆，大娟坐在门槛上望着奶奶和妈
妈，她的两眼都哭肿了，田儿在家里呆
不住，出去、进来地跑着，直到天黑，一
家人水米没沾牙。
“怎么没点灯啊？”随着话音，苗万贯

进来了，他让过大娟，站在了大娟妈面
前：“周家嫂子，这回犯愁了吧？”屋里虽
然没点灯，但凭着窗外射进来的月光，也
可以看清苗万贯阴阳怪气的面容，大娟
妈咳了一声：“苗先生，有话你就直说
吧！”苗万贯说：“我还是那句话，是亲三
分向啊！这不，镇长关照让我来家看看你
们，有啥为难的事说出来。”大娟妈看着
苗万贯：“有啥为难事儿还用问吗？田儿
是个孩子，让他去当兵，这不伤天害理
吗！”苗万贯的语气里表示同情：“嘿！才
十几岁的孩子，就算是壮丁，真难讲出个
理来。”接着他把话头一转，“可是镇长也
没法子，人家说了，凡是30岁以下能干
活儿，都得算是壮丁……”

大娟妈想，这李大麻子究竟安的是
什么心呢，这不跟牲口套一样，一步比
一步紧吗，还有穷人的活路吗？这时，听
得奶奶在问：“你说李大麻子照顾我们？
这简直是瞎说！”苗万贯指着柜上的佛
龛说：“当着‘老母奶奶’的面，我敢起

誓，李镇长对你们还真是关心。”大娟妈猛
地站起来，这是自己一贯信奉的“老母”
啊！说她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的，可从自
家一连串遭遇来看，这“老母”的慈悲哪儿
去了？天地报应又如何呢？自己对“老母”
一片诚心，不是也化为泡影了吗？今天，就
是在自己家里，当着自己的面，这条镇长
的走狗苗万贯，竟然也指着自己一贯信奉
的“老母”，为李大麻子卖人情，这简直是
对自己最大的讽刺。

大娟妈用充满愤怒的眼神看着苗万
贯说：“你也敢对‘老母’起誓？”苗万贯急
忙后退两步，脚后跟踢到了垫柜子的砖
头，柜面向前就地倾斜，上面的佛龛和神
像随之掉落地上摔碎了。大娟妈在佛龛
和神像掉下的瞬间，伸手把佛龛前的香
碗接住，看见自己供奉多年的“老母”摔
碎在地上，愤怒之极，两手把香碗用力一
举，嘴里大声喊道：“滚，你给我滚！”“咔
嚓”一声，这香碗碎在了苗万贯脚前。

苗万贯看着大娟妈这异乎寻常的举
动，吃惊地退到门口。大娟跑进来两手往
苗万贯胸前一推：“滚！”将苗万贯推出门
外，“哐当”一声把门插上。屋里的大娟妈
仍在喊着：“滚！滚！你给我滚！”苗万贯在
街筒里狼狈地边走边回头：“怎么把‘老母
奶奶’给摔了，这怎么办、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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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大哥从北京趸来一
批《北京公社》小册子，二分钱一份，
四个小妹妹跑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
场一带沿街叫卖：“叔叔阿姨，买一
份吧，我妈妈住院了！”叫卖一天，也
挣不了几个钱，然后买点粮食，勉强
糊口而已。那段时间，真是家徒四
壁，日无余粮啊！万幸的是，保姆邢希
珍大娘，始终对王莘一家怀有感恩之
心，在他们遇到危难时不离不弃，在长
达一年时间没有工钱的情况下，每日
为孩子和病人做饭、送饭，支撑起这个
风雨飘摇的家。

为何家徒四壁？家里的东西都
被“红卫兵”抄走了。最令王莘心疼
的，是他半生所积累的资料、日记、曲
谱，都被一把大火烧成了灰烬。唯一
留下的，是一本《团结反帝大合唱》总
谱，是王惠芬从火堆中抢出来的：“你
们看，这里面都是反帝歌曲，非洲号
角，越南抗美斗争，这些怎么算大毒
草？”谁也没想到，在无意间抢下的
这个总谱里，竟然藏着一件宝贝！
原来，王莘一直以为，他的《歌唱祖
国》手稿在抄家时被一把大火烧掉
了。2007年王莘逝世后，王斌在主编
《王莘歌曲全集》时，偶然发现在幸存
的《团结反帝大合唱》总谱中，夹着一
张折叠的五线谱，打开一看，
不禁大喜过望：竟是1950年
王莘用冼星海赠送的自动铅
笔和蘸水笔书写的《歌唱祖
国》的手稿！五线谱纸上，几
滴滴落的墨水痕迹，还依稀

可见。由于新中国成立之初，物质条件
有限，五线谱是手绘的，整个曲谱是用英
语标注的，表情符号（有力地、进行曲速
度）则是用意大利文标注的。不仅可看
出谱式书写的标准化，亦可看出王莘对
外语的娴熟掌握。这件珍贵的具有文献
价值的手稿，由王斌代表家属赠予了家
乡荡口的王莘纪念馆，让爱国主义精神
世代相传。

王莘“失踪”一年多之后，解放军支左
干部翟迎春来到王莘家，态度温和了许
多：“你们知道王莘在哪儿吗？我们要成
立革命委员会，搞‘三结合’了，想请他出
来工作！”这无疑是个天大的好消息！可
是，家人一直谎称王莘失踪了，一直在找
天津音乐学院“要人”，现在怎能自打嘴巴
呢？于是，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听说他在
郊县，具体在哪儿不清楚，我们再想办法
联系他吧……”“你们尽快找到他吧，经
过我们调查，没发现他有什么大的问题。
所谓‘假党员’，属于不实之词。我们准备

给他落实政策，重新安排他的工
作。”事不宜迟，王惠芬马上吩咐
王斌：“明天你就坐火车去宁河，
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让他先高
兴高兴！在乡下藏了这么久，不
知憋成啥样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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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