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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中国画） 李殿光

今年，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中国的
青年人意气风发。在7
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青少
年一声“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响彻云霄，14亿
中国人民无不感到血脉偾张。同时，也让世人
感到“少年强则国家强”的分量。

报载某服装生产厂家发现，近年来订单主
要是红军军装，完全替代了前些年的万圣节服
饰。别人在这里体味到演出服的变化，还有红
色景点的火爆，我却从中看到着装者的追求目
标和精神倾向。因为，服装对于每个人来说，
都是每天离不开并需要选择的。所以，选择哪
一种样式，即使再觉得无所谓的着装，实际上
也是思考的结果。而且，从地区、国度、时代来
看，实际上是反映了现实的社会大潮。

20世纪60年代，西方国家中出现了“嬉皮
士”。他们自称是“戴花的一代”，在痛苦、欢乐、惧
怕的环境中，面对反战、妇女解放、摇滚乐、人权运
动等，一时不知所措。于是，在The Rolling
Stones（滚石）与The Beatles（甲壳虫）的音乐中，
他们选择了紧皱的喇叭口裤、肥大的T恤以及近

乎赤足的凉鞋，头上插花，颈上串草，借以填补那种
完全靠浮躁来支撑的失落感。披肩发则集中表达了
那一个时代的狂妄与自我放逐。

进入上世纪80年代，嬉皮一族分为两个走
向，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怪诞、破烂、戴满骷髅饰
品的“朋克”。朋克们留着鸡冠头、文身、皮带上缀
满不锈钢钉。他们反叛、挑衅、破坏，试图打乱人
们的尊严和美感，以一种异类的服饰形象来表现
一颗颗颓废的心……有人认为这是嬉皮风被岁月
沉淀后的渣滓，有人称他们是“垮掉的
一代”，有人觉得他们是迷惘，还有人干
脆说他们是在不愁吃喝的国家里，精神
却极度空虚。后来，朋克和乡野走向一派，合为一
类服饰，那就是脏兮兮的T恤上挂满各地旅游纪
念章，裤子上撕几个洞，任毛边儿飞飞着，草帽不
收边儿，一副比乞丐装更加荒诞不经的模样。

中国魏晋南北朝时，因为连年战乱，百姓背
井离乡，朝代更替频繁，士人满怀报国之志也难

展宏图。于是，一些士人
热衷于饮酒、奏乐、吞丹、
谈玄，想以极端的思想和
极端的举止来发泄这种愤
懑。人们不再遵守儒家的
着装礼仪，袒胸露臂，衣冠
不整，甚至头梳儿童丫

髻。“竹林七贤”之首刘伶，散发袒衣而乘鹿车，据
说在学神仙。《世说新语》写，刘伶裸体而饮，客人
来访，他却无动于衷。客人道他无礼，他说：我以
天地为栋宇，以屋室为衣裈（裤）。诸君何为入我
裈中？这就是那一个时代！

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先是见证2015年纪念世
界反法西斯和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紧跟着2019
年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岁生日。去年又是纪
念抗美援朝70周年，今年又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青少年们已是热血沸腾，穿
上红军军装，重走长征路，这里表现的
是一种信仰的力量。报效祖国，让祖国

更强大，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更是青少年的
崇高向往！充实的境界，明确的方向，头上戴着
“闪闪的红星”，身体里装有一颗“红亮的心”。有
社会担当，又有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青少年，
通过红军军装，表达并强化了中国青年的符号，
一代有生力量！ 题图摄影：姜晓龙

从红军军装到“强国有我”
华梅

8月底，一封印有尼日尔共和国国徽和该国驻
华大使馆钢印的感谢信出现在我的电子邮箱，落款
日期是“2021年8月24日”，抬头为“致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农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为我转来
邮件的，正是这家监测所科研处处长周莉。

信中概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环保所就读的
尼日尔籍留学生阿布杜即将博士毕业，却突发严重
疾病，不仅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甚至还威胁到
生命安全。环保所全体领导与师生倾全力助其及
时得到治疗，才使他从天津顺利返回祖国。结尾引
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尼日尔共和国驻华大使馆，本
着中非、中尼长期友好合作原则，再次感谢农业农
村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全体领导和
全体工作人员对该留学生的细心照顾
和无私帮助，谨向农业农村部环境保
护科研监测所致以崇高的敬意！”

于是拨通周处长电话，随着她和
同事的讲述，三个月来那一幕幕感人
至深的场景仿佛历历在目……

五月的鲜花，开遍了美丽的津城。
坐落于王顶堤立交桥旁的中国农业科学
院环保所，也即将在这个鲜花盛开的季
节送别一名来自尼日尔的博士毕业生。
已在天津苦读三年的阿布杜，不仅在学
业和专业研究领域得到导师的悉心指
导，还在这里听到、看到、感受到了中国
所倡导的六种“科学家精神”，这“六种精
神”之首便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
国精神”，所以，即将毕业之际，虽对和蔼
可亲的师长、领导和同学们很有些恋恋
不舍，但他那颗急于报效祖国的心还是
难以遏制地飞回了遥远的撒哈拉……

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尼日尔共和国，系撒哈拉
沙漠南缘的一个内陆国，既是世界上最热的国家
之一，也是最不发达国家之一，最基本的经济生
产是农业。对阿布杜而言，能够留学中国并获得
土壤学专业的博士学位，既是一种幸运，更是一
种责任。想到责任，他又向同学们讲起了祖国国
旗的图案——橙、白、绿三个平行相等的横长方
形，白色部分中间有一橙色圆轮：橙色象征撒哈
拉沙漠，白色象征纯洁，绿色代表美丽富饶的土
地，也象征博爱和希望，圆轮则象征太阳，还象征
尼日尔人民为保护自己的权利而不惜牺牲的愿
望。如今，就要将自己的所学投入到那方绿色所
代表的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去了，怎能不对未来充
满美好的憧憬与向往呢？

然而，正值毕业喜悦中的阿布杜却于5月底突
然出现了剧烈的腰痛。团队师生心急如焚，立即于
6月1日和16日先后两次陪他到附近的医院进行
诊疗——挂号、检查、化验、交费、取药、当翻译，还
要比平时更加和蔼耐心，以缓解阿布杜的紧张不安
感和孤独无助……好在并无大碍，没有检测出异
常重大的病因。热心的医生为他开了对症的膏药
和止痛药，希望他能够有所好转，按时毕业回国。
大家松了一口气，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孰料，7月3日晚，阿布杜腰部再次疼痛难忍，
病情非但未有好转，却似更加严重。因行动受限
生活已无法自理，同学们第三次将其送往医院急
诊。经查，发现脊椎处有明显肿块，建议转至天
津医院做进一步诊治。

一辆蓝灯闪烁的救护车，急驰在天津交通主
干道中环线上——环保所团队立即申请了急救

车，马不停蹄地陪同阿布杜紧急转院。天津医院给
出的初步结论是病理性骨折，并怀疑有脊椎恶性肿
瘤可能性，需立即住院。当时，医院已无床位，但天
津医务界与非洲人民情深谊长，从1963年派出第一
支“天津援非医疗队”，至今已有近60年支援非洲的
友好历史。所以，面对这位不远万里来津深造的非
洲小伙的急难，医院各方积极协调想方设法，终于安
排阿布杜住进病房，并于7月6日为其做了活体穿刺
检测。好的消息是，穿刺结果没有发现癌细胞。为
作出精确诊断，主治医师建议做进一步PET-CT检
查，于是同学们又于7月14日用救护车带阿布杜前
往天津智影医学影像诊断中心。由于肿物已严重压

迫神经，主治医师建议立即手术，否则很
有可能导致病人瘫痪。根据医生会诊，
最迟也须在7月15日实施手术。

兹事体大，人命关天。环保所立即
召开领导层紧急会议：
——手术需经病人家属签字方能实

施，手术中一旦出现意外情况也需病人
家属作出决定；但手术已经迫在眉睫、刻
不容缓，却无法立即与远在非洲的病人
家属取得联系；即便可以联系上，他们也
无法在规定时间内赶赴儿子的手术现
场。怎么办？
——阿布杜的签证7月30日到期，

届时他尚未痊愈、无法回国怎么办？
——阿布杜的保险也将于8月20日

到期，相关事宜又怎么办？
会议决定，立即与尼日尔驻华大使馆取

得联系。大使馆又与阿布杜家属取得联系，
家属全权委托大使馆处理手术等相关决策

事宜。尼日尔大使馆决定特派一名参赞赶赴天津，同环
保所一起协调处理这些紧急、突发情况。

7月15日下午，手术终于按时开始。环保所派
出专人全程在现场陪同手术。整个手术耗时约5小
时，进展非常顺利。

术后，根据前期的PET-CT检查及相关病理分
析，主治医师综合判断：阿布杜所患病因系肺结核转移
骨结核，建议继续到结核病专门医院做进一步咨询、诊
疗。于是，在阿布杜术后住院期间，环保所又积极联系
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医生。医生通过查阅阿布杜住
院期间的各项检查结果，指出该病在尼日尔比较常见，
该病治疗需要一个较长过程，留学生长期远离家乡、独
处国外，身边缺乏家人的日常看护和亲情照料，不利于
患者的康复，建议可尽快安排回国继续治疗休养。

在天津几家医院全力接棒的积极诊疗下，7月
28日，阿布杜于术后14天出院。环保所为其安排了
独居宿舍安心休养，其间，团队人员轮流全天无微不
至地照顾其饮食起居，阿布杜很快便恢复正常活
动。8月3日，导师翁莉萍护送阿布杜远赴上海浦东
机场，阿布杜顺利登上回国航班。

登机前，阿布杜为感恩导师和母校，特意唱起了
《尼日尔之歌》，那是尼日尔的国歌，也是这位留学生
立志报效祖国的心声：“面对着壮丽的山河，面对着
尼日尔巨流，我们自豪地欢呼……我们不会劳而无
功，我们将会唤醒古老的非洲之心……”

共筑命运共同体，津城情牵撒哈拉。一位留学
生的故事也许只是一滴水，却可折射天津人的家国
情怀——从“我”做起，从每一件与祖国形象相关的
具体事情做起，世界就能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题图摄影：李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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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仆不朽，榜样永在。”这是原峨眉电
影制片厂厂长吴宝文的信念。

当影视界出现忽视思想教化功用、娱乐至
上的逆流，吴宝文不肯随波逐流。1990年，他与
文学副厂长王冀邢决定将焦裕禄的形象搬上银
幕，遂从淮河边上请来了熟悉农村生活的编剧
方义华，派他去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焦
裕禄当年带领乡亲战风沙、治盐碱、斗内涝的兰
考深入生活。当读到方义华的剧本《焦裕禄》
时，王冀邢的眼睛湿润了，17岁那年，焦裕禄事
迹的报道就影响了这位年轻人的信仰和人生
道路，记忆和剧本中的情节交织在一起，一种
神圣的激情和使命感令王冀邢食不甘味，夜不
成眠，他决定自己来导这部影片。

王冀邢兴冲冲地带着饰演焦裕禄的李
雪健去拜会焦裕禄的夫人徐俊雅。不料，老
人家一见李雪健心就凉了半截儿。觉得这
孩子哪像焦裕禄啊？个子不高，而且，又白
又胖，较之焦裕禄一米七八的高个子、黧黑
的脸膛、清清瘦瘦的面颊，不像，不像！李雪
健笑着劝慰她：“您放心，我个子矮，摄影师
会想办法把我拍高；白呢，可用化妆来解决；
胖，我把身上的肉减下去；模样不像，我用心
来演！”回来后，王冀邢唯恐李雪健怯了阵，
赶紧为他加油打气，告诉他，选其演焦裕禄，
看中的正是他的气质，觉得他的眸子里，有
一种非常深沉的东西，可直达人的心底，鼓
励他用神似去弥补形似的欠缺。

李雪健毕竟不是初出茅庐的青瓜蛋儿，
即便导演不为自己壮胆儿，也不会打退堂
鼓。因为他已拍过《天山行》《钢锉将军》《鼓书
艺人》《大侦探》等影片，对自己的表演心中有
数，最关键的是，自己所以欣然接受焦裕禄这
个角色，是出于对焦裕禄的敬仰和真爱。在
他的心里，焦裕禄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是带着
乡亲奔好日子的硬汉，是至死不忘百姓的人
民公仆。他一直将其作为人生的榜样，如今
有了扮演焦裕禄的机会，岂能不倍加珍惜这
天大的缘分。在兰考，乡亲们把焦
裕禄比作风雨中不倒的泡桐树，李
雪健下定决心，要竭尽全力在银幕
上塑造一棵不朽的泡桐，成为人们
长久的念想。当然，李雪健与焦裕
禄还有一种特殊的关系，他们同是

山东老乡，李雪健之父也是一位农村的基层干
部，曾任公社党委书记。这层关系，让李雪健对
饰演焦裕禄平添了一种难以言说的亲切。

开机前，李雪健的首要任务是瘦身，每天
以青菜为食，终于将体重降下了二十多斤。当
徐俊雅再次见到他时，那脸颊都瘪下去了，她
心疼了，说道：“孩子，你咋把自己瘦成这样？”
从这一刻起，李雪健变成了她心中的亲人。她
把珍藏的丈夫的遗物，一件件都找了出来，捧
给了李雪健，让他感受焦裕禄的气息。李雪健
见物如见人，眼角湿了，鼻子酸了……

影片拍摄期间，王冀邢和李雪健无时无刻
不感受到焦裕禄神圣的精神依然在传播，就在
身边。拍“送别”那天，乡亲们赶来了，身上的

衣服、手里的物件，都是自己准备的；那催人泪
下的场面，真实地还原了当年送别焦裕禄的情
景。剧组为感激乡亲们的辛劳相助，理应发劳
务费，可乡亲们却纷纷婉拒了，说道：“为俺们
的焦书记做点事，还发啥钱嘛！”

李雪健紧紧抓住了一个情字，来展示焦裕
禄对人民的大爱。“看望乡民”那场戏，焦裕禄
带着粮食和钱去看望饥饿的乡亲，当他把二十
块钱放到病中的老大娘手中，大娘抓住他的手
问：“你是谁？”焦裕禄笑着应道：“我是人民的
儿子，是毛主席派我们来看你来了！”他的回
答，并没有让人觉得说大话，而是恰如其分的
大实话，怎能不感人泪下。

1991年，影片《焦裕禄》荣膺“金鸡”“百花”
和广播电影电视部优秀影片奖，连中三元。李
雪健因成功饰演焦裕禄而成为“金鸡”“百花”
最佳男主角的双料得主。他含泪说道：“苦和
累都让一个好人焦裕禄受了，名和利都让一个
傻小子李雪健得了。”影片《焦裕禄》首轮拷贝
便突破了 420个，随之在全国掀起了观看热
潮。该片投资 130万元，最终票房 1.3 亿元，
创造了一个奇迹。吴宝文说：“这是亿万百姓
对焦裕禄的一种怀念和对公仆精神的呼唤，
也是对电影人的极大激励和鞭策。我们有责

任将富有营养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
民，同其一道为美好前行。”

曹积三的系列文章“光影中的红

色印记”，至此已经刊发完毕。从下期

起，本刊将连续刊发于增会的系列文

章“家乡鸟趣”。——编者

周末
文丛

1996年，任天堂公司发行了电子游戏《精
灵宝可梦》，之后与之相关的动漫、影视和衍生
品层出不穷。这个游戏刚面世的时候仅发售了
12万套，结果1997年《精灵宝可梦》系列动画一
经面世便家喻户晓，没过两年皮卡丘就被权威
刊物选为年度第二大最具影响力人物。这就是
为什么从1998年至今，每年都会有至少一部宝
可梦大电影上映的原因。本周推介的电影《大侦探
皮卡丘》，则是宝可梦有史以来第一部真人影片，为
观众打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小精灵世界，而且它在
皮卡丘身上还做了许多全新的尝试。

2019年，《大侦探皮卡丘》上映首周末全球票房达到
了1.03亿美元，成为史上游戏改编电影首周末最高票房。

在电影上映前放出预告片的时候，这个大侦探

皮卡丘的形象却饱受争议。“粉丝”们不解，为什么
皮卡丘长毛了？这个事儿不仅在社交媒体上形成
了热门话题进行讨论，还有人专门进行了科学分
析，说皮卡丘长毛应该是某个基因突变了。

如果说，让皮卡丘长毛这件事在“粉丝”之中饱
受争议，那让它开口说话，还变成了一个爱喝咖啡
的大叔嗓，简直要被说成是毁童年了。皮卡丘在过

去99%的时间里，无论是开心，还是伤心，它都
是只会发出皮卡皮卡这样萌萌的象声词的电
气精灵。而到了《大侦探皮卡丘》里，它居然变
了样子。不过很多观众看完电影之后都表示，
爱上了这个反差萌的皮卡丘。

电影《大侦探皮卡丘》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
方，就是这次给皮卡丘换了位搭档。在《精灵宝可

梦》的世界中，人类和宝可梦相互陪伴和成长，所以此前
动漫和游戏中一直有一个叫小智的男孩子和皮卡丘并
肩作战。这一次搭档则变成非裔美国演员贾斯蒂斯·史
密斯，这也是导演对于一部真人电影的全新尝试。

10月2日22:30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

《大侦探皮卡丘》，10月3日15:25“佳片有约”周日

影评版精彩继续。

《大侦探皮卡丘》：
前所未有的小精灵世界

刘燕凌

光影中的红色印记（十二）

《焦裕禄》:人民公仆的礼赞
曹积三

这里的“一生得失已惘然”，正
是《锦瑟》一诗的意境。陈省身有一
次对擅长书法的王元说：“你帮我写
一点字。我喜欢三个人，陶渊明、杜
甫和李商隐。”王元遵命写了陶渊明
的《桃花源记》和杜甫的《登高》。李
商隐的诗写哪一首？接到上述贺年片之
后，他知道应该写《锦瑟》。

晚年的陈省身，多次接受媒体的采
访。仅中央电视台就有多次。这是他的
主要社会活动之一。有的采访很愉快。例
如最后一次是2004年11月2日中央台《东方
之子》播出的谈话录。由名记者李小萌主
持。他们谈小行星命名，数学好玩，做好
数学要像炒木须肉那样熟练，最后说到成
功需要努力，也需要运气，很轻松的话题。

但是有一档也是中央台国际频道
的采访就有许多沉重的话题。其中有
一部分涉及当年回国的事：

主持人：当华罗庚决定要回国的

时候面对他的选择，您是什么反应？

陈省身：这个很难讲，这个很复杂了。

主持人：您愿意跟我说说吗？

陈省身：不是不愿意，这个是很难

说。因为那时候，我们不讨论这些问

题。因为我在芝加哥的时候，我在美

国数学界有很高的地位。例如说1950

年国际数学会，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第一次开会，我是做1小时报告的。那

时很难，因为是十几年不开会，可以做

报告的人很多。那时候公认是微分几

何我最要紧，所以我做1小时报告。

主持人：是不是也因为您当时在美

国学术界的地位，您最后没有选择回国。

陈省身：他们那时候选我做1小时报

告，我还在南京，我在中国,他们就选了我。

主持人：那看到华罗庚回国您没有

动心吗？

陈省身：我动心，我当然考虑这个问

题。不过我看出来，我说中国这个政权

改变是要有很大的变化。我不见得能够

适应。以我说，我呆在芝加哥很舒服。

那时候芝加哥是数学的黄金时代。因为

芝加哥数学界，有个斯通时代，斯通是系

主任，他请了几个很好的人。A.Weil、A.

Zyggmund、S.Maclane,还有我。

主持人：您还是比较留恋美国学术

的一个氛围，学术界的一个环境？

陈省身：我没考虑这个问题，我是考虑

回国的，不过我觉得那个时候时机不成熟。

主持人：那么今年您已经是92岁的

老人了，您怎么看待您和华罗庚，你们不

同的人生选择和不同的命运？

陈省身：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我对

于回国有兴趣始终在想着，所以例如说，我

是准备要回国的。例如说那时候一种退休

制度，在芝加哥大学的退休制度，我都没有

参加，我是预备。我说做几年我就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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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唱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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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电视采访

原来，小华分娩时，正是唐山
大地震震后，王斌在部队执行任务
未能返津，是婆婆王惠芬去医院陪
伴的。出院后，小华住在临建棚
里，得了产后风，高烧41℃。按民
间说法，“产后风，九死一生”。危
急时刻，小华的母亲半夜三更去找亲家
求援。王莘闻讯，心急火燎，只在内衣
外面披上一件棉大衣便跑到街上。时
值十冬腊月，寒风刺骨，好不容易找到
一台公用电话，叫来救护车，把小华送
往医院抢救。所以，小华一直对公公抱
有感恩之心，将他视若亲生父亲。在王
莘第二次发病，出院后不能自理，吃喝
拉撒都需有人照顾时，小华便承担了
大部分照料病人的工作。有一次，王
莘的好友田华、陈强在他家作客时，亲
眼看到小华一口一口地喂他吃饭，喂
得稍快了一点，他就皱起眉头，口出怨
言。令一旁的田华看不过去了：“哎
呀，王老，您的命太好了！我有三个儿
媳，跟你换一个怎么样？”王莘得意地
笑了，摇摇头说：“不换！她不是我亲
生，但比我亲生的还亲！”一枚勋章，还
要分给儿媳一半，这就是王莘为人处世
的风格，正如他一向淡泊名利，把自己
的一首百年经典《歌唱祖国》，
看成是集体创作一样。
另一位被王莘感动的

人，是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

2005 年 4月，李岚清专

程来天津看望王莘。李岚清告诉王莘，
1951年，他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参加了
上海大学生歌咏比赛，选唱的歌曲就是王
莘最新创作的《歌唱祖国》，还获得了第一
名。他当时唱的是二声部。为什么要选
这首歌呢？因为那时刚解放，我们会唱的
多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
歌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歌还为数不多，
一下子发现了这样一首好歌，大家都很
兴奋，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它。在其后出
版的《李岚清中国近现代音乐笔谈》中，
李岚清记述了这次会面的感受——

我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在国人心目

中是非常神圣和备受喜爱的。而在广大人民

心目中，《歌唱祖国》实际上已占据了第二国

歌的地位。2005年4月，我专程前往天津看

望了王莘同志。令人感动的是，王莘同志因

中风偏瘫了二十多年，虽然已失去语言表达

能力和右半身肢体动作的功能，但他那颗热

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党的炽热之心以及作

曲家的高度责任感，使他克服长期

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仍用被称为

“音乐脑”的大脑右半球产生的乐

思，指挥他的左手继续作曲。从这

方面说，比起西贝柳斯来，王莘同

志更值得人们对他的崇敬！

106 “第二国歌”

严志诚回头对车里的人说：“下
车吧，还得委屈你们一会儿。”看来
李大麻子是明白事理的，也许是严
志诚对他提前讲明，听见严志诚的
招呼，他顺顺当当地下了马车。苗
万贯心里还是嘀嘀咕咕，但他见李
大麻子下了车，也只好跟着下来。下车
以后，张小虎和白师傅一人拉着一个，走
进路旁的芦苇地里。严志诚一拉车把
式，两个人也相跟着一同走进这芦苇地。

雨停了，天仍然阴着。在这深夜
里，虽然稍有凉风，但雷紫剑还是觉得屋
里闷热，他推开刚才因为潲雨而关上的窗
户，可还解不了内心里的烦热。他拉过一
条毛巾，在脑门子上擦了擦，然后把毛巾
往桌子上一撇，一屁股蹾在床铺上，两手
把脑袋一抱，身子往后一挺，就这样倒下
了。隔壁房间的电话铃声，把想要安静的
雷紫剑吵得又不安静了，他从刘副官接电
话的言语判断，是火车站的交通警察已开
始出发了，可是苗万贯为啥还没有来呢？

雷紫剑翻身起来，他听见隔壁房间
刘副官把电话放下，没等刘副官过来报
告，他就高声地喊：“刘副官！苗万贯为
啥还没到？”刚刚接完电话的刘副官，听
见大队长叫唤，赶忙跑了过来，进屋报
告说：“报告，车站的交通警察已经动
身。”雷紫剑烦躁地大声问：“我问你苗
万贯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来？”刘副官见
雷紫剑真的着急了，知道苗万贯的到来
关系重大，如果苗万贯不来，就是严志
诚站在了面前，再有盐工的掩护，别人

也是认不出来的。时间可是不短了，苗万
贯为啥还没来呢？于是他说：“报告队长，
我再去问一下。”雷紫剑把手一甩，说：“快
去！苗万贯这个蘑菇匠，耽误了事我非跟
他算账不可！”刘副官转身离去。
“铃铃铃……”隔壁刘副官那屋的电

话铃又响了。如果是往日，刘副官那屋的
电话铃响，雷紫剑是不管接的，可是今天
却不然，因为火车站的交通警察已经行
动，马上就要到盐警大队部，李镇长来与
不来关系不大，只要把苗万贯叫来，在三
水镇搞一次大的清查户口，搜捕盐民游击
队的严志诚的行动同时开始，在这个紧要
时刻，不论是哪里打来的电话，都是关系
重大的，不仅关系到这次行动的成败，更
重要的是关系到自己的生命和前途。所
以在今天夜里，每次电话铃响，雷紫剑都
是在侧耳细听。这次，那屋里的电话铃一
响，雷紫剑就去接听了：“什么事？李镇长
和苗万贯坐着马拉轿车出了三水镇……
什么？还有一个盐警队的军官跟着，他是
谁……你们不认识……”雷紫剑狠劲地把
电话筒摔在桌子上。他知道，李大麻子和
苗万贯出三水镇，肯定与盐民游击队有关，
那个盐警军官完全有可能就是严志诚。这
样一想，他又高声叫喊：“刘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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