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清三十二家书评》是
一部书论著作。作者乔耿甫，
天津人，清乾嘉年间书法家、
书法评论家。其书法审美主
张集中体现在《明清三十三家
书评》中。乔耿甫在广泛学
习和研究明清三十三位书法
名家作品之后，经过反复品
味和分析，以生动诙谐的文
学语言，对各位名家逐一作
了痛快淋漓的点评，发表了
振聋发聩的独特见解。
《明清三十二家书评》善

于从书家人品修养的角度来
品评其书法风格，善于从书
家性情嗜好的角度品评其书
法特质，从书家身世与职业
角度品评其书法优长，从书
家意度襟抱的角度品评其
书法情味，从书家从艺历程
和见识的角度品评其书法
格调。如评论匏庵书法时
说：“吴匏庵心醉髯苏，欲即
反离，体气温厚，亦足动
人。”又如评论张得天书法
时说：“张得天书如官厨觞
客，不乏珍奇，而多宿味。”再如评论文
三桥书法时说：“文三桥书如富贵家小
儿女，肌理细腻，眉眼如画，未经霜雪，
何论雷霆。”见解不拘时见、不论权威、
不分贵贱而独出胸臆，具有较高的学
术价值和艺术影响。龚望评价：“于此
可见吾乡前辈之宏识雅量，造诣深醇，

迥非常人之所
及也。”

乔耿甫原
名树声，字默
公，号五桥，又
号沽上侨樵。

家贫好学，自幼潜心书
法。其书出入《阁帖》，能
以绵濡墨作擘窠大字。
曾入童子试，主考官初阅
其试卷平平无奇，原想弃
而不取，忽然阵风吹来，
翻动后页手稿，但见其书
写字句纵横有度，势若跳
龙卧虎，与其他考生卷面
不可类比，惊异之余，叹
其书法精湛，遂将其录为
生员，取得“秀才”待遇。
这便是乔耿甫“宗师案临”
故事，堪称书坛逸趣。

梅成栋评其书法：
“五桥善草书。沽上自朱
导江先生、徐文山诸公
后，善书者推金、乔。金
谓金野田，但金专摹颜、
柳，乔则神于《淳化阁
帖》，肆放之中，含秀绝之
致。”当时，不仅天津一带
求其书者众，而且名驰闽
粤间，海外人士亦争相购
之。有个叫李谦直的书
法家，最喜乔的书法，见

到就买，刻意摹写，能得神似，且以此
自诩，可见乔的影响之大。

崔旭《津门百咏》写道：“一纸谁能
搏白鹅，流传墨迹五桥多。”尽管如此，
性情疏狂的乔耿甫却一直挣扎在贫困
线上。其卖字所得，即饮酒赋诗为乐，
遇乡里贫乏者，即尽以相赠，毫不吝啬，
时人称他“糕干铺”。六十多岁时，愈是
贫困交加，弥留之际，指着满箱子书法
作品，告慰老妻说：“鬻诸市，终汝身不
尽也。”亲友闻之，无不泫然落泪。《雨汀
诗话》说他“晚年无子，濒卒，遗笔迹一
箧”。其平生著有《侨樵稿》。

翟海潮、范文义、刘承彦三位先生联合主
编的《诗画品红楼》由北京出版社推出，这是诗
词界和书画界有识之士联袂打造的艺术精品。

以《红楼梦》为诗画创作取材蓝本有着悠
久的艺术传统。就绘画形式而言，早在《红楼
梦》诞生的清代，就有改琦《红楼梦图咏》问
世。改琦的仕女画衣纹娟秀，造型纤细，敷色
清雅，善于运用景物烘托。臻此境界，应归于
改琦对《红楼梦》的独到理解，如设置“宝钗扑
蝶”画面中的“执扇”造型，就是“秋风纨扇”之
隐喻。《红楼梦图咏》绘制50幅图，先后为此题
诗词者34人，共75咏。最早题咏的是诗人张船
山，题有“史湘云”“碧痕”“秦钟”三页。较晚题
咏的是王希廉、周绮夫妇。王希廉是《红楼梦》
评点家，周绮是画家，她的诗词亦不同流俗，如
“椒房更比碧天深，春不常留恨不禁，修到红颜
非薄命，此生又缺女儿心”，描绘了元春孤独的
背影，诗和画道出了至亲骨肉咫尺天涯的悲
剧。与《红楼梦图咏》仕女画风格迥异的，是现
藏于大连旅顺博物馆的230幅《红楼梦》工笔重
彩画。绘画风格以工笔严谨、造型准确为创作
宗旨，最大特点是采用散点透视，
无论何种风格的建筑，每一间每
一层中栏杆窗棂与人物活动皆极
为精细。这组工笔重彩画中绘有
山水人物、花卉树木、楼台亭阁、
珍禽走兽、舟车轿舆、鬼怪神仙
等。据专家介绍，几乎囊括全部
画科内容，组画依次表现出《红楼
梦》的故事情节。每个章回情节
所用画幅数量亦不尽相同。画面
围绕原著的故事情节，对主要人
物的描绘细致入微，尤其注重面
部肤色肌纹之渲染。许多人物的
服饰图案、佩饰等或施加厚粉，或
以泥金勾染，使整个画面达到了
富丽堂皇的效果。为了表现植物
生态，各种花木或勾花点叶，或没
骨画法，山峦湖石勾皴兼用，并敷
染石青、石绿和赭石。值得注意
的是，楼台亭阁等建筑近大远小，
建筑的斗拱、立柱和窗隔门棱等
亦有明暗转折变化，看得出在技
法上吸纳了西洋绘画的因素。作
者将各种人物活动情节置于特定
的环境之中，勾画出一幅幅情景
交融、富有诗意的画面，其情节之详尽、笔法之
精细、篇幅之宏大，为清代同题材绘画作品所
少见。此工笔重彩画主要由清代画家孙温绘
制，从画上的题款可知，该画成于同治至光绪
年间。民国时期，“湖社画会”骨干成员陈少梅
饮誉画坛的《金陵十二钗》，一直是收藏界追捧
的艺术珍品。此后，刘旦宅、戴敦邦笔下的同
题作品或以清新雅健取胜，或以水墨白描见
长。近年国画家杨德树创作的组画《金陵十二
钗》也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他在传统画法的
基础上，借鉴西画的透视法、色彩法处理画面
景物且不露痕迹，以中国画笔墨为骨，色泽明
艳动人。刘旦宅的《石头记人物画》还由周汝
昌以其独特瘦金体书法题诗，杨德树的红楼写
意人物画也配有陈洪题诗。

采用诗词等韵文形式对《红楼梦》进行评
论，红学史家将此类作品的创作群体归为“题
咏派”，其作者出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就题咏
派作品的分期而论，从曹雪芹开始创作《红楼
梦》至程本的面世，为第一阶段。这阶段的题
咏作品主要是热情礼赞横空出世的《红楼梦》，
还涉及作者曹雪芹的精神风貌。第二阶段为
乾隆五十六年程本面世至道光年间《红楼梦》
评点派的勃兴。这阶段的作品大多着眼于文
本，鲜明地体现出时人的《红楼梦》人物论和艺
术观。第三阶段为道光至1921年新红学的诞
生。这个阶段《红楼梦》评点、索隐两派先后蔚
为大观，题咏派与这两派和平共处，共同苦撑
着旧红学的格局，然题咏派已渐呈衰微趋势。
第四阶段，从胡适《红楼梦考证》发表至今。考
证派红学既兴，《红楼梦》题咏派同评点、索隐
等旧红学的命运一样，几成绝响，然其余波绵

延不绝至当代。其间亦历三变：当考证红学如日
中天的鼎盛时期，人们更着迷于探索作品本事，
复兼战乱频仍，文士儒冠亦大多一洗闺阁脂粉，
弃此香奁艳体而不为，大抒黍离之悲，由是《红楼
梦》题咏作品众芳摇落，一变也；随着社会历史批
评派在红学中的地位提升，题咏这种形式远不能
满足诠释《红楼梦》的需求，其同整个旧红学命运
一样，被时代所淘汰，理所固然。题咏派的退出
红学舞台，也与人们诗词观念的变化相关。从前
诗词为“正宗”，小说乃“小道”，现在小说早已登
上大雅之堂，评价小说的学术论文也逐渐成为学
问正途，相反人们却视诗词为茶余饭后的消闲之
作，甚至特殊时期古典诗词还被视为“封建糟
粕”，此《红楼梦》题咏派之二变；20世纪80年代
以后，咏红诗词承先辈之流风余韵，薪火又传，此
三变也。流传至今的数千首题咏作品是红学研
究中一座丰富的宝藏，进行系统梳理和研究，不
仅能够发掘出题派作品中蕴含的《红楼梦》作者、
版本等方面的文献史料，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使
我们加深对那些题咏作品体现的红学观念以及
《红楼梦》在当时传播的了解。

当历史的车轮行驶到新时代，一
批有识之士继承中华艺术传统并不断
创新，其中在《红楼梦》诗词、书画有机
融合方面作出实绩的，当数《诗画品红
楼》这部艺术精品。

据该书主编之一的范文义先生介
绍，本书“故事篇”工程由“诗词散曲”
“回目插图”与“品评”联袂组成，是《诗
画品红楼》构思的亮点。这是另一主
编翟海潮的创意，也是本书区别于以
往评论《红楼梦》的最大特征。以一百
二十回程乙本为依托，前诗后评，诗文
互补交融，旨在让《红楼梦》爱好者尽
快看懂故事梗概、人物演绎，领会作者
的真实意图。具体做法是：对于诗词
散曲，要求每位作者提交律诗和篇幅
较长的词曲作品；每一回目选配清代
美术家的两幅精美插图；回末品评，既
要做到简单概括，又要写出深度，给人
以启迪、思索。“品评”要从多层面、多
角度评述故事的过程和曲折复杂的变
化，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尽可能写成
小品文，要掌握好夹叙夹议的有机统
一，突出重点，舍弃琐碎，突出亮点，拒
绝平庸。或喜怒笑讽，皆成文章；或点

到为止，留有余地。
如前所述，以诗词等韵语形式对《红楼梦》进

行聚焦透视品评，红学史上源远流长。题咏作品
的诗意盎然，扣人心弦以至如醉如痴，同样引起过
人们对《红楼梦》的流连忘返。《诗画品红楼》中的
这些当代诗词作者，其作品或对红楼人物进行评
价，或对其中事件陈述看法，或对红楼艺术表达见
解，特别是通过品味《红楼梦》寄托自己的某种理
念与希冀，从而体现了对这部作品独特的研发。
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作品就是形象的《红楼梦》
新潮评论集。需要指出的是，《红楼梦》在“情”的
表达上比较突出，“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
月情浓”，也可看作是这种表达的直白或宣言。作
为一种写作技巧，曹雪芹的“障眼法”也确实迷惑
过不少读者。当然，“伤情补恨”这种情感，也是人
类文化的一种普遍心理，由乾隆时明义的诗句“安
得返魂香一缕，起卿沉痼续红丝”肇端启绪，自程
本出现后在题咏作品中达到高潮。面对遍被华林
的红楼凉雾：黛玉泪尽、晴雯屈亡、探春远嫁、惜春
皈依、三姐自戕、宝玉弃家这些悲剧，作者们饱蘸
盈腮之泪笔，为他们谱写了一曲曲凄美悱恻的挽
歌。我们对待历史上的《红楼梦》题咏派作品，当
然不能苟求前人，应该采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
方法，将作品放到特定的时代环境下去全方位考
察，方能认识到其特殊价值。难能可贵的是，《诗
画品红楼》中的诗词作者，一般都突破了清代《红
楼梦》题咏简单视曹雪芹的这部作品为一部“情
书”的狭隘观念，他们能紧紧扣住《红楼梦》艺术形
象而发，纵笔抒怀，视野开阔，从而多元地拓展了
《红楼梦》的当代诠释维度。

诗情画意品红楼，相信《诗画品红楼》能得到
广大读者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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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上的追思
李显坤

冯忠莲1918年 9月 20日出
生于天津，1942年辅仁大学美术
系毕业，回津后继续跟随陈少梅
学习，后两人结为秦晋之好，被
画坛誉为“梅莲并蒂耀丹青”。

冯忠莲在上世纪40年代成
为画坛新星，频频出现在沪、津
的画展上。1944年8月15日陈、
冯在上海青年会画廊举办画展，
上海各界纷纷传告，参观踊跃，
《申报》等媒体提醒读者，可见人
气之旺。1946 年 3月冯忠莲以
“摹郭熙山水”参加天津艺术节
展，其古画临摹之路初露端倪。

冯忠莲绘画颇有乃师陈少梅
笔意，更推陈出新，特别是她绘制
的仕女图，名噪一时。这源于她对
仕女画绘制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国画中仕女一道，求气韵高雅较
任何山水花卉为难。如全学古法，
则易板滞又不妍美；欲求生动妍
美，则失古而易俗。生动绝非举止
轻挑，笔墨草率之谓，最要举止娴
雅，衣带悠然，以状其生动之态。”

天津市文物公司藏冯忠
莲绘制《秋思》扇面，所
绘侍女温婉贤淑，古意
盎然，正是冯忠莲“求气
韵高雅”“最要举止娴
雅，衣带悠然，以状其生
动之态”画意的体现。

绘制青绿山水需要深厚的水墨
画功底，这一点冯忠莲巾帼不让须
眉。1947年她绘制了一幅青绿山
水刊登在《天津国民日报》画刊上。
这幅作品构图简洁，远山中水近树，
以云雾溪流相勾连，通透灵动，用笔
精细但不琐碎。有评述为“笔墨构
图完全胎息宋人，而青绿用法之酣
畅，颇似赵伯驹”。

冯忠莲虽少时接受西式教育，
但也是饱读诗书，成年后常撰文表
达自己的见解，所著《绘余随笔》表
达了她对中国画的深刻理解。她认
为“凡画家必有高超之意识，清妙之
思想，不论其画之气韵品类若何，首
先必识雅俗之辨，盖真有诗人之胸
襟然后能出佳句，真有画家之意识，
然后能有气韵，非可勉强而能也”。
她说自己十余年来的绘画“每一执
笔，必想象古人超妙之境，而以天才
所限，兼之修养不足，终不能及”。

冯忠莲出生、成长于天津，宛若
津沽美术界的出水芙蓉，带着清新
脱俗的气息，绽放在中国画坛上。

沽上
丛话

去卢沟桥，脑际首先会出现“卢沟晓月”一
词。当年乾隆皇帝秋游卢沟桥，被其周边景色深
深吸引，大笔一挥，便题写了这四个字，“卢沟晓
月”成为著名的“燕京八景”之一。

卢沟桥是永定河上的一座北京最为古老的
联孔石桥。始建于1189年，时在金代，三年而成，
至今已有八百多年了，却早在七百多年前，便由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介绍到欧洲而闻名于
世。他在其游记中极力推崇，称之为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奇观。因而至今，西方人还有称卢沟桥为
“马可·波罗桥”的。也由此而使得卢沟桥上的石
狮子，比万里长城还早了近三百年进入西方人的
视野中。

当年到北京求学，特意提前了三天到学校报
到，就为一览京城名胜。与同学相约去的第三个
古迹，就是卢沟桥。此前，第一个去的是故宫，第
二个去了圆明园。

去这三处，都为了现场凭吊和追思一段中国
近代的历史。尤其是卢沟桥，对曾经一兵的我而
言，字字在心中都是一块难以消除去的块垒。
1937年7月7日发生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人民
永远都不能忘记的。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由此
全面爆发，卢沟桥书写了中国人民抗击外侮的英
雄气概，见证了中国的历史。

多年后，儿子在北京理工大学读书，头两年
都在良乡新校区，每回去看他，都路过卢沟桥，
但见卢沟桥远亘如游龙，没做停留，只是远观。
有几回乘火车返新疆，傍晚时路过卢沟桥，也是
一般地远观，但见卢沟之水何溶溶，心头涌起许

多思绪。
不独日本的侵略，卢沟桥还历经了其他的劫

难，主要都是自然灾害。清雍正年间洪水曾冲毁
部分桥面，1732年重修。1967年，为解决交通不
畅问题，桥面被拓宽。1985年，此桥不再通车。
第二年，拆除了加宽的步道等，恢复了历史风
貌。我们第一次去游览时，桥面还未实行封闭管
理，这一措施，是在那次后的第四年实施的。

北京民间有谚：“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那
么，卢沟桥上的狮子为何数不清呢？

明朝时有记载，人们总想弄清卢沟桥上狮子
的数目，但数来数去，总有数不到的地方，最后还
把自己弄得眼花缭乱，只好放弃。1998年以前的
小学语文教材里《卢沟桥的狮子》一文中说共有
492只。而据卢沟桥管委会提供的材料显示，实
际有498只。现在则又多了3只，只因又修复了曾
被雷电劈毁了的3只小狮子。故此，现桥上计有
281根望柱、501头石狮子。

如此而言，卢沟桥上的狮子并不是一个时
代雕刻完成的，今日之所见，跨越了金、元、明、
清、民国和新中国六个时代，最年轻的狮子仅
有二十来岁。

卢沟桥上为什么会雕刻这么多的狮子呢？
卢沟桥在北京城西南方，出入京城多经此道，又
为南北交通的关键点，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狮
子作为百兽之王，自有权威尊贵之感。在通往帝
都要道的桥上雕刻狮子，无形之中平添了一种王
者之气，易让进京之人对帝都王权心生敬畏。

凶猛的狮子，历来是力量的象征，在人们心

目中有镇护作用。在刘宋武帝陵墓、唐代顺陵中，都
发现有气势凛然的站立石狮，不难推测它所发挥的
驱邪镇墓作用。永定河在历史上素有“小黄河”之
称，屡发水患，是令人头疼不已的“无定河”。以当年
的技术和力量，水患自然无法彻底消除，于是卢沟桥
建设者有希望借石狮镇河护桥的目的。

足以印证的是，卢沟桥桥东栏杆尽头处，也有两
只作站立行走状的石狮，每个身长均达到173厘米，
高90厘米，重达3吨。

至于桥上的其他狮子，也真有意思，大小不等，
形状各异。大者有几十厘米高，小者仅数厘米，甚至
连面目都看不清。

那回，我在桥上徐徐而行，抚摸着一只只狮子。
其实，我的注意力不在这些狮子的形态、大小，我想
寻找到当年激烈交战下的弹洞，而内心里又十分不
愿见到受伤者的出现。就在这种矛盾交织中，我把
桥上两侧望柱上的狮子摸了个遍。

在桥下宛平城一侧干涸的河床上，结伴而游的
同学捡到了一枚锈迹斑斑的子弹头，但愿它不是打
在了桥体上而后落入水中的。

经历了那场战争，卢沟桥上的狮子个个都是历
史的见证。曾经的硝烟早已散去，而桥上的石狮子
或威风或可爱依旧。而我内心里却愿铭记这段历
史，以求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有意思的是，在卢沟桥八百多年的历史当中，与
之同享盛名的，一度却不是石狮子，而是鸡。古人心
目中，有鸡的地方，才有村舍人家，也才有和平安
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所形容的就是战争
的惨烈。写卢沟桥的诗，自古多有鸡的题材，所咏的
却不是战争。元代陈孚《卢沟晓月》诗中有“远鸡数
声灯火杳，残蟾犹映长庚月”。明代张元芳的同名诗
中，亦有“万户鸡鸣茅舍冷，遥瞻北极在云端”。而乾
隆皇帝的诗中，则有“茅店寒鸡咿喔鸣，曙光斜汉欲
参横”。这使我们看到，更多的时候，卢沟晓月下，是
一派和平与宁静。

这座古老的石桥，总是这样不经意地给我们现
代人一个无法确定的，却又充满神奇色彩的期待。

津沽芙蓉
卢永琇

事实上，亏得陈省身晚来三
年。南开方面的准备工作远远没
有跟上。比如，南开数学所请陈省
身当所长，就不是南开可以决定
的，也不是教育部能够批准的。这
需要中国的最高决策机构作出指
示。困难在哪里？因为陈省身加入了
美国籍。一个外国人可以当中国研究
机构的主管领导吗？没有先例。

从1981年起，胡国定和吴大任连
续向北京的各个部门提出申请报告，
包括教育部、人事部，以及中共中央
组织部等，一直没有结果。教育部部
长何东昌和胡国定一样，都是在 20
世纪40年代搞学生运动出身的科学
家，彼此早就熟悉。他亲口对胡国定
说，我非常赞成陈省身当所长，但是
我没有权力批准。一旦上面批准,什
么事情都好办。

1983年 7月 8日，邓小平在一次
讲话中指出：

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

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

建设。对这个问题，我们认识不足，决

心不大。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

经验，又缺少知识。不要怕请外国人

多花了几个钱。他们长期来也好，短

期来也好，专门为一个题目来也好。

请来之后，应该很好地发挥他们的作

用。过去我们是宴会多，客气多，向人

家请教少，让他们帮助工作少，他们是

愿意帮助我们工作的。（《邓小平文选》

第三卷）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是否和陈省身当
所长的事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陈
省身第一次和邓小平见面是1977年9月
27日，所以邓小平应该认识他。南开的
报告也可能送达中央政治局。一个特别
的事实是，当国务院向各部部长传达这
篇讲话精神时，却特别打电话要一个大
学的副校长胡国定去参加。足见陈省身
当所长的事，是已经在中央决策部门“挂了
号”的。平时悬着等待决策，一旦有了指
示，自然要请当事人胡国定去听传达了。

落实邓小平指示的一个直接结果是
成立“中央引进国外人才领导小组”。胡
国定和吴大任的信件再次送到教育部，
教育部又向领导小组正式报告。于是，
在邓小平讲话两个月之后，下发了这样
的文件：

关于同意聘请陈省身来华工作的意见

何东昌部长：

9月7日文悉，同意你部聘请陈省身
教授(美籍)来华任南开数学所所长的意
见，请联系办理有关聘请手续，此复

中央引进人才领导小组

1983年9月14日
这样，所长人选终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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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斌 杜仲华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所长人选尘埃落定

演出后，周副主席接见了剧
社的演职员们，与大家围坐一起，
谈笑风生，亲如一家。当他看到
王莘时，好像忽然想起什么，笑
道：“你就是《黄河大合唱》里的王
老七吧？”王莘一下激动起来：“是
我，想不到您还记得我！”当王雪波介
绍说，《宝山参军》写的是真人真事时，
周副主席点点头说：“文艺作品所反映
的生活，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典
型、更理想、更带普遍性。当然，不是
真人真事不能写，而是怎么写的问
题。作家对真人真事要进行鉴定和选
择，完全照葫芦画瓢是不行的。”谈到
进城后文艺工作谁领导谁的问题，有
人小声嘀咕说：“我们都是土包子。”周
副主席听到后，朗声大笑道：“不要瞧
不起土包子，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
了美蒋的飞机大炮，土包子是可以打
败洋包子的嘛！”
第三次是1965年，周总理来天津

过春节，市委在干部俱乐部举办迎春
晚会，王莘率天津歌舞剧院助兴演
出。晚会即将结束时，周总理朗声对
大家说：“过年啦，祝我们的祖国更加
繁荣富强。王莘同志，请你指挥我们
高唱《歌唱祖国》！”话音刚
落，全场便响起一阵潮水般
的掌声。王莘挺胸昂首，高
扬双臂，兴致勃勃地指挥大
家纵情高唱起来。演唱中，
王莘惊奇地发现，《歌唱祖

国》的三段歌词，周总理不但能一字不差
地唱出来，发现谁唱错了，还能及时予以
纠正。当时，一位男高音歌唱演员站在离
周总理很近的地方，一曲终了，周总理对
他说:“你把第二段唱错了！”一句话把大家
说愣了。周总理接着说，“那段歌词是‘谁
敢侵犯我们就叫它灭亡’，不是‘死亡’
呀！”大家都为周总理在日理万机的国务
活动中还能熟记一首歌的歌词，感到十分
惊讶和由衷地钦佩。于是那个歌唱演员
便好奇地问周总理：“您怎么对歌词记得这
么清楚？”周总理微笑道：“我有个秘密呢，
在我坐车途中或睡不着的时候，就背歌词，
所以我能一字不差地背唱许多歌曲。”
第四次是1968年9月30日晚，周总理

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庆招待会。
其间，解放军三军合唱队要演唱三首歌，
《国际歌》《歌唱祖国》和《我们走在大路
上》。当天下午，周总理要亲自听听合唱
队排练，并要办公厅通知王莘和《我们走

在大路上》作者劫夫陪同。当
周总理步入排练大厅时，王莘
看到周总理虽神采依旧，却由
于国务繁忙以至彻夜不眠，而
显得有些憔悴和瘦削，不禁有
些心疼。

88 怀念总理（2）

大娟妈正在昏睡，忽听有人
说话，她微微睁开眼睛，见炕下站
着一个年轻女子，年岁跟大娟相仿，
但认不出是谁。周奶奶拉着董大富
的手：“咱们的队伍怎么样了？”董大
富说：“都好，奶奶，已经完全撤出
盐滩了。”周奶奶又问：“志诚怎么样
了？”董大富回答：“严大队长就在街
口。”一直静听的大娟妈，一下从炕上
坐起：“什么？”大娟和田儿听了也很惊
奇，更多的还是高兴。大娟妈问：“你
是谁？”“大婶，我是大富。”大娟妈叨
咕着：“大富？大富！”是啊，大娟妈和董
大富有十几年没见面了，在董大富小的
时候，她经常抱着大富玩，日本人占了盐
滩，大娟妈就很少出三水镇了，所以今
天她见到董大富，还真认不出了。在她
的印象里，大富不过是个小孩子，可是
今天见到的却是一个大姑娘。她知道
大富的妈妈被日本鬼子杀害了，大富的
二哥牺牲了，她也知道大富的大哥和大
嫂，都参加了盐民游击队。可是她哪里
知道，今天站在她面前的董大富，也已是
一名盐民游击队的战士了。

大娟妈急着要下炕：“快把严大队
长接进来。”大娟拦住了妈妈：“您身体
不舒服，我去吧。”董大富一拉大娟：“大
娟姐，还是我去好。”说罢，董大富把小
包放在炕上，转身往外走，大娟紧跟在
董大富身后。董大富出了屋，示意让大
娟在门口等她，时间不长，董大富便领着
一个人走了过来，大娟抬头一看，呀！真

的是严志诚大队长，但她没敢言语，因为这
门外就是大街，她见严志诚微笑着对自己
点了一下头，便跟着董大富走进屋里。

大娟正要去关门，却见严志诚身后还
跟着一个人，那人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娟
同志。”大娟细看，原来这人正是那年打鬼
子，在奶奶家他慌里慌张地撞了自己的那
个苗瑞祥。大娟看见苗瑞祥，心里不由得
一热，脸红了，赶紧把头低下。等苗瑞祥也
走进屋里，大娟才轻轻地把门关上，在关门
的时候，她扒头往外看了看，见天已经亮
了，那些下坨地干活儿的人都走了，只有些
做小买卖的在收拾挑子，在门口不远的路
边坐着两个人，身旁放着水壶和船篙，好像
在等着人上船去驳盐。但大娟一眼就认
出，其中有一个是张小虎，她心里完全明白
了，赶紧把门关好，转身走进屋里。

大娟进屋一看，奶奶拉着严志诚队长
的手在说话，董大富正往妈妈嘴里喂水。
她忙走过去说：“妹妹，给我吧。”董大富笑
着说：“大娟姐，大婶正发烧，我这是给了
点药吃。”说完，她把水碗放在迎面的柜子
上。天亮了，晨光从窗外射了进来，屋里
的一切都看清了。严志诚安慰老人说：
“本应早来看望您老人家，怎奈苗万贯和
张伯符总往这儿来，我们觉得不方便啊。”

66 秘密家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