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贤陈哲甫（1867—1948）先生，名恩荣，字哲甫，又写
作蔗圃，近代教育家。他在教书育人之余，爱好广泛，戏
曲、曲艺无所不包，尤其对卫子弟书情有独钟。
“子弟书是清乾隆初年兴起，光绪末年衰落，有一百多

年历史的满族民间说唱艺术”（倪斯霆语）。子弟书作品多
由清代流行的戏曲改编，“其词雅驯，其声和缓”（《天咫偶
闻》）。所谓卫子弟书，即指流行在天津的子弟书，与天津
的民间曲调、语言相结合，具有了天津特色的子弟书。

民国初期，陈哲甫先生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期
间，每逢节假日回到天津家中，必聆听、欣赏子弟书。如
1916年10月17日晚，他由北京回到天津小住。10月19日
下午，即请华学麟来家说唱《千金全德》子弟书，邀请林墨
青（名兆翰）、李锡三、李芹香（名金藻，字琴湘）、赵继先、刘
春山、华海门等好友来听子弟书，共享雅聚之乐，至夕始
散。10月20日上午，陈哲甫为清代韩小窗撰著、天津社会
教育办事处出版、华海门发行的线装本《千金全德：卫子弟
书》题写了跋语。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不知这段文字是否
尚留世间。10月 20日下午，陈哲甫“在家听黄瞽唱子弟
书”。据说那时候唱子弟书的艺人以盲人居多。次日，陈
哲甫专访华学麟，与其商谈教授盲人学生学习说唱子弟书
的事，为卫子弟书的传承尽心尽力，用心良苦。

1917年1月25日，农历丁巳年正月初三，陈哲甫在津
过春节期间，与友朋贺年后，即到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与
名噪京津的北京单弦演员、被誉为“一人单弦、八角鼓”的
德寿山共进午餐，饭后“即唱子弟书”。同年清明节前，陈
哲甫回到天津。4月4日，即“约赵瞽者来家说《露泪缘》子
弟书”。《露泪缘》正是韩小窗根据《红楼梦》改编的子弟书
的代表作。4月5日清明节，陈哲甫与亲属“诣茔祭扫”后，
也曾应邀到俞抑忱（名明谦，字挹尘）家中，再“听赵先生说
子弟书”。到了1918年三月末、四月初，陈哲甫回津料理四
哥丧事期间，仍抽暇到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听了一次子弟

书。当年天津的子弟书演唱者华学麟、盲人黄先生、赵先
生的详细信息，或已无从查考。

陈哲甫不仅爱听，而且爱唱子弟书。1917年 8月 11
日，适逢李芹香、林墨青以及尹师（尹劭询先生？）等均到北
京，陈哲甫登门看望，并在“三义店高唱子弟书以悦师
友”。这也是他“第一次出声于友人前也”。

陈哲甫对戏曲的爱好不亚于子弟书。1917年1月21
日，春节前夕，他回到天津。1月27日，农历丁巳年正月初
五晚，西安秦腔科班正俗社正在天津演出新戏《四进士》，
陈哲甫率儿女及内侄女“同往观之”。此前，他于24日和25
日，已经两次在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与津门老友以及北
京单弦艺人德寿山“评正俗社新戏《四进士》”。28日晚，陈
哲甫第二次观看正俗社戏剧。29日午后，他带女儿到南市
丹桂茶园（演艺场所）观剧，当晚又第三次观看正俗社戏
剧。1月30日晚，他已回到北京。秦腔正俗社是1916年创
建的新剧社，陈哲甫连续三天观看正俗社演出的戏剧，可
见他对创建不久的正俗社演出的欣赏与认可。最近，笔者
在“秦之韵 陕西村史”公益网上，看到《陕西秦腔（清代—80
年代）大事记》，将正俗社的创办时间写在了“中华民国十
三年（1924）”，且只字未提演出的戏剧。陈哲甫先生在天津
的观剧记载，当可为其补充缺失的史料。

陈哲甫与津门好友也多在北京雅聚，如1916年11月
10日晚，陈哲甫请李芹香、胡玉孙（名家祺）观剧于广和楼，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事陈筱庄（名宝泉）、韩诵裳（名振
华）、郑际唐（名朝熙）、俞抑忱等均在座。

1917年3月3日，陈哲甫与俞抑忱、王蕴山在东安市场
吉祥戏院，观看“谭鑫培、陈德霖演《南天门》，梅兰芳演《佳
期·拷红》”，前者是京剧，后者则为昆曲，都是当时热门抢
手的名角儿与名段。同年8月30日中午，陈哲甫与教育家、
时任教育部普通司司长袁观澜以及王端午、王蕴山公请李
芹香于明湖春，下午同赴东安市场吉祥戏院看戏。此时，

李芹香已任职直隶社会教育办事处。12月8日，陈哲
甫与陈筱庄同到东安市场吉祥戏院，观看京剧表演艺
术大师梅兰芳排演不久的新剧《牢狱鸳鸯》。

此外，1917年9月12日晚，陈哲甫与林墨青、严范
孙在广和楼观看了京剧《自由宝鉴》。该剧讲述一对青
年男女自由恋爱，不顾家庭阻挠，离家北上，而婚后生
活却步入歧途，最后男子病故，女子自杀。临死前忏悔
不该“误信自由新语”。该剧排演后，在观众中引起较

大反响，致使李大钊先生也曾于当年四月撰文，指出“此种逆
乎时代潮流之演剧”，“不在促进锐新之理想，而在维持因袭之
道德，不在助益进化之机能，而在保存守旧之势力”。他要求
编剧者“对于斯剧速加改良，勿使流毒社会”。遗憾的是三位
乡贤的观感未能留下文字记载。

1918年1月27日，星期天下午，陈哲甫与陈筱庄、王蕴山
到前门东路天乐园大戏楼听高腔，晚畅悦楼便饭，至夜始还
家。陈哲甫结交的朋友，也多是具有同样爱好者，所以，他们
一同观剧、听戏，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1918年2月18日，农历戊午年正月初八，陈哲甫突发奇
想，拟“组织同乡会唱戏事”，并同石博泉商谈了具体做法。半
个月后，天津同乡会的“音樽高会”便在北京的同乡会馆成功
举办。宴会上，津门老友一展歌喉，各自表演拿手唱段，自娱
众乐，其乐融融。

陈哲甫对新兴的话剧也欣然接纳，如1916年10月21日
星期六晚，他借回津之便，就观看了加演的南开新戏《一念
差》。《一念差》是南开学校新剧团为庆贺建校十二周年而排演
的六幕新剧，由新剧团团长时趾周先生编剧，10月14日、16
日、17日为校庆正式演出三场。剧情讲述前清候补道叶中诚
欲谋求“粤海关监督”肥缺，仅得候补，心中不甘，于是，在候补
知县王守义的蛊惑下，产生了陷害已得美差李正斋的念头。
一念之差，让叶中诚犯下终身难赎之罪，良心受到谴责。最
终，被害者李正斋病死狱中，害人者叶中诚自杀前，也将恶人
王守义枪杀了。演剧长达四个多小时。因为新剧受到“各界
嘉许”，被称为“中国新戏之杰作”，为满足观众热切的呼声，10
月21日，新剧团特加演一场，正好让陈哲甫先生不虚此行。

从以上的史料片断中，可知天津名士陈哲甫先生雅好
颇多，尤其喜欢与朋友雅聚，他的业余文化生活丰富多彩。
他是当今著名表演艺术家、原天津话剧团演员陈道明的祖
父。从陈道明先生精湛的艺术造诣中，我们可以说，陈氏家
族的文化基因已经得到了很好的遗传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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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哲甫的雅好与雅聚
孙玉蓉

电子阅读时代，似乎可以把纸“消
灭”了。然而铺天盖地的广告散发，花
花绿绿却让人一瞥即弃。纸张满视野
的当下，一张纸片能有什么故事呢？

纸片的要点之一，要看是什么
纸片。

这个纸片不是什么贵重的笺纸，
亦非宫廷用纸，而是近乎草纸，但是它
的“年龄”让人不忍释手。

此纸片上有“辛亥花朝”四字，透
露了这张字纸的年份，辛亥革命人人
皆知，乃公元1911年，此是其又一甲
子的 1971 年。“花朝”就是花朝节，
《翰墨记》载：“洛阳风俗，以二月二日
为花朝节。”这张纸片至今已然整整
半个世纪。

纸片的要点之二，要看这纸片是
出自谁之手。

据宋代笔记记载，苏东坡去世后，
掀起了收藏苏东坡墨宝的热潮，一时
间朝野上下“寸楮片纸”为珍。此纸片
出自天津大书家龚望之手，上面的书
法随意自然，雅气扑面。

纸片的要点之三，上面内容的禅
味让人如嚼橄榄，愈嚼其味愈淳厚
也。先将其内容录于下：

频年颇识闲多味，

长日惟将睡作功。

静竹居士句，辛亥花朝后积雪凝寒，偶拾故纸，得此，书置座右，聊

以自意。迂公识。

这是在1971年辛亥年二月初二过后的一天，下雪了，天气很冷，龚
望先生在家中翻检老书画，忽然看到了这样一副对联，于是拿一页纸顺
手抄录下来，并题写上日期，置之座右，时常来读。

在此笔者先把内容试解一下，想必“虽不中亦不远矣”。
人类的进化、科技的进步图个啥？就是让人有闲暇，人只有闲下

来才能思考，才能有闲情逸趣，但是闲也是无聊的连体儿。“频年颇识
闲多味”就是说近年来体味到闲暇之中有诸多的“味”，什么味？禅
味，品味也。
“长日惟将睡作功”，把夏日白天的睡觉当作功夫作，当作功课作。

这里面就大有嚼头了，由此回到龚望先生自身来。
前几年笔者在报刊上发过一篇文章，抄录如下：
书法家龚望的斋号不下十个，其有一“乐睡轩”，说明他不仅爱睡乐

睡，还能睡出“功夫”来。他的入室弟子张福义曾送笔者龚望随手写的
一纸片，上书静竹居士的联语：“频年颇识闲多味，长日惟将睡作功。”将
睡觉当作一种功夫，禅味颇深。龚望曾作《六十岁自嘲》，诗曰：“足吾所
好以自娱，有轩一楹名乐睡。”读书写字是功夫，吃饭睡觉也是功夫，能
解其中味者，必有道之士。

吃是享受，睡是功夫，这其中的禅意，当然玄妙深奥，但又浅显任人
皆知：吃是生精神，睡是长精神，能吃好睡好方能有精神。这是一个人
做任何事的基础，唯有把闲暇时间弄出滋味，生活才能有声有色；若是
把睡觉看作功夫，不是不分昼夜的工作，也不是百无聊赖的赖床不起，
中国的事是，一旦作为功夫了，必然是一种规律，一种修炼，睡觉亦然。

纸片内容好，字亦好，两好并一好，不敢专美，于是将此纸片请刻竹
高手刘毅先生按原大刻在竹板之上，作为臂搁置之案头，朝夕赏玩咀嚼
摩挲。一日又生他念，何不拓成拓片？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于是拓成
“黑老虎”，分诸好友。不顾文拙字丑，题之其上，装池一过，张之于壁，
书房不由得美气四射。

李葆恂（1859—1915），原名
恂，字宝卿，号文石，更号叔默、戒
庵、猛庵，别号红螺山人，奉天义
州（今辽宁义县）人。李葆恂五岁
即能作擘窠书，九岁能属文，官至
江苏候补道。精鉴赏，为端方所
重，题跋其所收藏之古文物三百
余篇。工诗善书，贯串古人，自成
一家。天文舆地、金石绘画亦无
不究。辛亥革命后定居天津。其
子李放官度支部员外郎，继承藏
书，收藏书、画益富。

李葆恂著述颇多，有《无益有
益斋读画诗》《海王村所见书画
录》《梵天庐丛录》《工余谈艺》《红
螺山馆诗抄》《海王村所见书画录
残稿》《义州李氏丛刻六种》《猛庵
文略》《然犀录》《三邕翠墨题跋》
《归学庵笔记》等。《海王村所见书
画录残稿》和《无益有益斋读画
诗》是他的书画著作。
《海王村所见书画录残稿》

又称《偶园所见书画录》，1916年
刻本。海王村是辽代地名，即今
北京街市琉璃厂。清钱大昕《记
琉璃厂李公墓志》：乾隆三十五年（1770）三
月，琉璃厂窑户掘土得古墓，有墓志铭，知
为辽银青崇禄大夫、上柱国李内贞墓。其
志略云：保宁十年（978）六月一日，薨于卢
龙坊私第，年八十，以其年八月八日，葬于
京东燕下乡海王村。始知今之琉璃厂乃辽

时之海王村。元代
在此始建琉璃窑
厂 ，故 称“ 琉 璃
厂”。清康熙年以
后，琉璃厂逐渐繁
华，至乾隆年间发

展成为“九市精华萃一衢”的文
化街，汇集近百家经营古旧书
刊、文房四宝、碑帖字书、金石篆
刻、古玩珠宝、手工艺品等店铺，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与橱窗，
被誉为“中国博物馆街”。《海王
村所见书画录残稿》实为琉璃厂
书画的著录。余绍宋《书画书录
解题》卷六：“海王村即北京琉璃
厂，骨董肆咸在焉。此为葆恂录
其在厂肆所见书画而作。据其
子放跋语谓，原有十卷，光绪己
亥刻于天津，未及半而拳乱作，
稿本遂以丧失。此残稿为其辗
转购归者，所存仅十六种，皆属
剧跻。”
《有益无益斋题画诗》共二

卷。是书前有宣统元年（1909）
自序，王闿运、缪荃孙两序。此
乃记李葆恂生平所见名画，始
自晋顾恺之，而迄清戴熙止，凡
八十一家（明清仅十四家），各
系之以诗，诗凡百篇。体例虽
仿宋荦、朱彝尊《论画绝句》，然
稍有不同，此不仅论画，而颇多

纪事之言。持论平允，但其所见剧迹是否为
真品，颇有可疑者，如罗振玉《南宗衣钵跋
尾》有曰：“亡友李文石观察亦曾见《雪意卷》
于山左，载之《无益有益斋论画诗》。文石于
国初王、恽诸家画迹颇能鉴别，而于宋元遗
迹则得失相半。予虽未见，不敢信彼为真龙
也。”“愚于其所记宋代以前诸家之画，颇有
疑其非真迹者，如顾恺之等人。又其于宋代
马远、夏珪两家画，有不满之辞，恐所见亦非
真迹。”此书，余绍宋《书画书录解题》卷三有
评：“若仿叶氏《藏书纪事诗》例，名为读画纪
事诗，尤适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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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书，读之不尽。
先贤倡导人们读书，读好书的同

时，也要读好自己。
现实中，人们常常站在自己的角

度和范围去看世界，看万物，看别人。
读人过程中，会不自觉放大自己，看低
别人。

读人当然有多个层次，前提是自
己要做一个不做作、真实、最自然的人，是
一个有自己思想的人。

如同读诗时，须以其诗观其人。读人，
必得以其言行观其人。

读人莫如先读己。只有先认知了自
己，才能够去认知别人。在这同时需要省
己，必须不断地反思自己。在看到别人的
缺点时，要自觉地反思借鉴。

只读别人，不读自己的人，命中注定可
能无缘更多的成功。即便是偶尔愿意读自
己，也未必能读准确、读透彻。

如果自己是一篇序言，也许别人就是
一本书。

读懂别人不容易，而读懂自己，则更不
容易。

但自己这本书，自己得如何读呢？
如果说读别人是与人类智慧对话，那

么，读自己则是摆脱蒙昧的理智途径。能
读懂自己的人，可谓心灵上的君子，都具有
自知之明。

读懂自己是为了塑造一个更好的自

己。这就是要不断地与自己谈心，让自己
时刻都要保持一个理性的头脑。

读好自己，读懂自己，要学会站在不同
的角度看风景。而人世间的假丑恶、真善
美，绝对不是自己所能轻易定义和解悟的。
生活中遇事，一定要放长放远自己的眼光，
善于判断不同结论，善于敏锐观察内核。

可叹的是，那些不善于甚至不敢解读
自己的人，永远与真实的自己隔着一堵厚
重的墙，怎么能有一个清晰的标尺去领悟
别人和衡量世界。

读不懂自己的人，更喜欢把自己浸身
在美丽的泡沫中，不愿面对真实的自己。
往往又自怨自艾，由偏激导致懒惰，由冲动
转向消沉，把一切不如意都归罪于客观事
物，怎么可能时时以他人为子，与之沟通，
聆听点拨。

读懂自己需要勇气和毅力。不应是一
时的冲动与断章取义的剖析，需要不断地
叩击灵魂，在不同的环境中对比自己的理
智与冲动、愚蠢与聪明。读懂自己还需要

时时处处与人与事参
照，也只有经常分析鉴
别，给自己形成一定的
心理压力，才能以此产
生竞争的意念。

只有读懂了自己的
人，才能真正读懂人生
之书。

读懂自己
李显坤

“不错，目前的中国，固然是
江山破碎，国弊民穷，但谁能断
言，中国没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呢？不，决不会的，我们相信，
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的光明前
途……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
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
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
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
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
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
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
凉的荒地！”

这段文辞质朴、饱含深情的文字
选自方志敏烈士1935年在国民党狱
中的手稿之一——《可爱的中国》。
这篇脍炙人口的文章早已公开出版，
教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现存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可爱的中国》文
章“手稿”，更真实生动地向后人讲述
着共产党人为着心目中的“可爱的中
国”不懈奋斗、死而后已的高尚情怀。

方志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
家，杰出的红军将领和农民运动领
袖。1928年至1933年，方志敏领导起
义的农民坚持游击战争，实行土地革
命，建立红色政权，组建了中国工农
红军第十军，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
地，后扩展为闽浙赣革命根据地，成
为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创建的六大主
要根据地之一，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强有力的东北屏障。方志敏先后担

任赣东北、闽浙赣省政府主席。他把马
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根据地建设实际
相结合，创造了一整套建党、建军和建
立红色政权的经验。毛泽东称其创建
的根据地为“方志敏式”的革命根据地，
与“朱毛式”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并称。

1934年7月，为了宣传和推动抗日，
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队对中
央苏区的“围剿”压力，中共中央和中革
军委以红七军团组建北上抗日先遣队，
从瑞金出发向闽浙赣地区突进。11月
上旬，根据中央电令，红七军团与方志
敏领导的红十军在德兴重溪合编为红
十军团，并成立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军
政委员会，统一领导红十军团的行动和
根据地的斗争。11月下旬，方志敏等将
领按照中央的指示，率领红十军团向浙
皖边、皖南出击，到根据地外线打大仗，
先后攻克淳安、分水、临安、旌德等地，
一度威逼杭州，震动南京。12月10日，
红十军团主力在皖南汤口镇会师后，蒋
介石急调20万重兵进行“追剿”、堵截，
红十军团陷入十倍于己的敌军的围困
之中。在10余天的血战中，红十军团主
力被敌人分割、冲散，遭受严重损失，将
士们弹尽粮绝，未能突出重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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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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的中国”

2008年10月15日，由雕塑家
刘鑫创作的王莘雕像被安放在天
津音乐学院，供一代代青年音乐学
子瞻仰。
也在这一年，在北京奥运开

幕式上参与演出的女孩林妙可，在
父母的陪同下，专程来到天津，看望王
莘夫人王惠芬奶奶。看到林妙可那清
纯可爱的笑脸，王斌不禁想起自己的小
孙女。王斌的儿子儿媳都在国外，小孙
女一直放在姥姥家。孩子五岁快到上
学的年龄，王斌便坐火车将她从外地
接回天津。火车上，他开始教小孙女
唱《歌唱祖国》。没想到，只教了两三
遍，她就学会了，不但音准好，而且声
音也特别纯净自然，没有任何修饰的
痕迹。王莘从小便对孩子们进行潜移
默化的爱国主义教育，如今，他的传统
和精神又传给了第三代、第四代。他
的外孙鲍释贤，十岁随钢琴家鲍蕙荞
学琴，11岁时已是“肖邦钢琴大赛”冠
军得主，多次在国内外参加比赛和演
出，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青年钢琴家。
2019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央

电视台在无锡荡口镇的王莘故居纪念
馆里，制作了一期“快闪”节目。节目
中，王斌夫妇与小孙女一起，
在钢琴家靳凯华的伴奏下，合
唱了《歌唱祖国》。小孙女深
情地抚摸了当年太爷爷出生
的床铺、做饭的炉灶；在踏上
太爷爷当年离开家乡，去上海

谋生时走过的卖鸡桥时，深有感触地说：
“太爷爷十四岁时，从这里走上了革命道
路，我今年也十四岁了，我也要沿着太爷
爷的路一直走下去！”生命就是一种循环，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艺术也是一样，每个
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歌。然而，真正的艺术
必定是永恒的，不受历史和地域的局限；相
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历久不衰，常唱常
新，焕发出愈加强大的生命力。如今，在王
莘吟咏过的宽广美丽的土地上，从巍峨的
高山、富饶的平原，到奔腾的黄河、长江，到
处响彻着《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在他的
家乡无锡荡口、第二故乡天津，都可寻觅到
他的历史故居、人生足迹和音容笑貌。他
的生命之树常绿，精神永存。
艺术家对人类社会的奉献是不可估量

的，宛若满天的繁星，闪闪烁烁，漫无际涯，
而其中最亮的，只是凤毛麟角而已。“回顾我
多年来的创作，说来并无奥妙。时代的步伐
是节奏，祖国的脉搏是音符，人民的心声是

旋律——这，就是我的歌曲。”
王莘生前这句意味深长的话

语，将会镌刻在他的墓志铭上，供后
人祭拜和景仰！
（连载完。明日连载《红楼与中

华名物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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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麻子的语气里带着忧虑，
杨老先生摸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意
思，问：“镇长，是谁发火了？”李大麻
子喘了一口大气：“你说怪不，哪有
这么多的盐民游击队，这些稀奇古
怪的布告一个劲儿地贴，连镇里带
盐滩到处都是，揭都揭不过来。”李大麻
子抬头看看杨老先生，“我就纳闷儿，这
二分钱法币也算重赏？还买不了半盒洋
火呢！”杨老先生听到这里，笑了笑说：
“是啊，身价不同呀！敢情，这朱砂和红
土哪能是一样的价钱呢？”说着，他倒了
一杯茶水，放在李大麻子面前，“镇长，你
先喝碗茶。”李大麻子把茶杯向柜台当中
推了推：“老先生，咱俩可近人不说远话，
这些布告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杨老先生
一愣：“那不都写得清清楚楚吗，是盐民
游击队呀！”李大麻子摇了摇脑袋：“不，
盐民游击队哪有这么多？无非是一些无
知的人，跟着起哄而已！”杨老先生回答
了这么一句：“也许这是人心所向？”

屋子里静下来了，大街上的喧哗人
声传了进来。李大麻子点着头说：“游击
队真是神出鬼没，叫你感到神秘莫测
呀！无怪乎人家发火，就在国军要进攻
延安的时刻，在三水镇的盐区出现了这
种怪事，他哪能不着急呢？可是着急又
有啥用？你能把全盐区老百姓全逮起
来吗？再说，这严志诚……”说到这里，
他连连地摇头，面带难色，下面的话没
有说出来。

杨老先生没有言语，但听到最后，

也没听出李大麻子说的是谁着急，可是却
听清了“国军要进攻延安”这句话，不由得
心里头一惊，以前自己对这些是不闻不
问的，什么“延安”“西安”全没想过，自从
见了严志诚之后，虽仅仅是半宿的谈话，
使他知道了这延安是共产党领导机关和
毛泽东主席居住的地方，国民党要打延
安，这可不是一件小事。

国民党进攻延安，的确不是一件小
事。正在黄须堡暂时驻守的盐民游击队，
都在议论着这件大事。两天来，严志诚的
心里非常不平静，前天中午，接到军分区送
来的党中央指示文件：“蒋介石日暮途穷，
欲以开‘国大’、打延安两项办法，打击我党，
加强自己。”并号召我们：“对于蒋介石开‘国
大’、打延安两点，应向党内外作充分说明，
团结全党全军和全体人民，为粉碎蒋介石
进攻、建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军区决定：
在近日，要对敌组织一次大的进攻。指示
盐区，也要看准时机，给敌人以致命的打
击。前一天上午，政委杨洪海就带着党中
央的指示，下到各个小队，前去传达。战士
们听到这个消息，群情激奋。今天一早，各
小队就把决心书、请战书送到大队部，严志
诚一份一份地看完，不住地点头，心里也在
酝酿着一次新的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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