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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舞协小分队深入基层文艺宣讲

足尖演绎红色经典
本报讯（记者 翟志鹏 摄影 姚

文生）昨天下午，市老年人大学舞蹈
排练厅内气氛火热、掌声不断，市舞
协“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在这
里为舞蹈学员们带来一场“宣讲+表
演”的文艺宣传活动。

此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
主办。连日来，市文联各协会组织了
多支“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深
入社区、学校等基层单位，以文艺形
式宣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在
群众中掀起红色文艺热潮。本场活
动精心选取了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红
色舞蹈片段，结合作品背景的讲解，
使学员们进一步感受红色作品历久
弥新的精神力量。
“大家看到的这段‘常青指路’，

是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中的著名
片段，讲的是刚刚脱离魔爪的琼花遇
到了党代表洪常青，在他的指引下走
上革命道路的故事……”结合小分队
带来的《红色娘子军》片段，市舞协秘
书长程伟航为学员们讲解了作品的
历史背景，并结合演员的表演逐一分
析舞蹈动作，让学员们从这段经典节
目中看出了更多“门道”。带着学习
和观赏的收获，学员们也献上了《红
色娘子军》中的另一个经典段落“万
泉河水”，将对党的热爱和对艺术的
激情挥洒在表演中。

除《红色娘子军》外，小分队还带
来了另一部“精讲”的舞蹈作品，即天
津歌舞剧院新创舞蹈《希望的田
野》。该作的编导刘婵、袁明在现场
分享了她们的艺术理念和创作过程，
并细致地为学员们讲解了作品中取
材自生活的舞蹈动作。随后，学员们
从舞者们感染力十足的表演中感受
到了丰收的喜悦，现场掌声、叫好声
响成一片。小分队还带来了《映山

红》《陶灵卜少》等节目。
程伟航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说，参加此次活动的小分队队员是来
自全市各大舞蹈专业院团、院校的优秀
青年舞蹈艺术家和专业舞蹈工作者，针
对老年舞蹈爱好者的身心特点，大家精
心选取了能激发他们感情和兴趣的红
色经典舞蹈作品，让他们从专业的讲
解和表演中沉浸式地感受和学习红色
精神。

本报讯（记者 顾颖）本赛季中超联
赛第二阶段比赛的开启已进入倒计时，
然而特殊的年份、众多的原因，导致今
年的联赛不仅支离破碎，还一路波波折
折。昨天上午，已经提前来到上海集训
将近两周的青岛队，又出现了问题。
昨天上午，青岛队召开了一次非教练

组召集、非正常业务范畴内的队会，多名
球员在会上表示，球队必须解决欠薪8个
月的问题，否则9日拒绝进入苏州赛区参
加比赛。这一年，青岛队一直在缺钱的状
态下度过，早已不是秘密，一边是俱乐部
始终跟球队讲，在积极寻求股权改革，另
一方面，股改没有进展，7家赞助商只剩下
1家，实际上已经无法正常运转。从目前
的情况看，不进赛区，算是青岛队队员们
为自己争取利益能拿出的“最后一招”，但
到底有谁会惧怕这种情况的出现，甚至一
旦真的成为事实，对今年联赛收官能有什
么影响，归根结底，似乎也“没什么”。
也是在昨天，广州队官宣郑智出任

执行主教练兼队员，并表示“希望俱乐部
全体教练员、运动员及工作人员，以强烈
的荣誉感、责任感和团队意识，排除万
难、刻苦训练、奋力拼搏，全力以赴完成
本赛季的比赛任务”。显而易见，无论将
来如何，坚持完成今年联赛，是引领了十
多年“金元足球”潮流之后，留下一片狼
藉的广州队，努力给自己维持的最后体
面，他们想留下这份体面。
无论外界环境怎样，对目标就是全力

保级的津门虎队而言，不受外界干扰、保
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平静，是非常重要的。
昨天下午训练前，主教练于根伟给队员们
总结了过去两场热身赛的情况，一方面肯
定了大家的表现，另一方面也特别强调了
比赛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一定要引起充分
的重视，比如与申花队热身赛的第一节，
为什么打得不够好。据了解，今天津门虎
队将安排两练，明天则只下午训练，然后
晚上前往苏州赛区，进入赛区前，还要有
一系列的防疫“规定动作”要完成。

12强赛中日之战赛程确定 国足备战时间紧张

新帅到位 待解问题不少
本报讯（记者 赵睿）昨天，中国

队帅位在上海顺利交接。下一步，
新帅李霄鹏将尽快完善集训备战
方案。
昨天上午，守门员教练区楚良晒

出与李铁、李霄鹏合照并配文：“阳光
正好，老友相聚。”据披露在场者还有
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国管部负责人
陈永亮、新任领队戚军和新闻执委戴
晓微四人，这个阵势有为李铁和李霄
鹏举行交接的意思。李铁和李霄鹏
同为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成员，退役
后都走上教练岗位，2019年底曾一起
竞聘中国队主教练职务，俩人关系不
错。李铁会把中国队的情况以及参
加12强赛的心得分享给李霄鹏，以便
帮助后者尽快进入角色。
日本足协昨天官宣，12强赛第7

轮日本队VS中国队的比赛暂定于
当地时间明年1月 27日 19时（北京
时间18时）开球，场地是东京附近的
埼玉体育场。中超第二阶段比赛明
年1月4日才能结束，随后还有足协

杯决赛，参赛的山东泰山、上海海港
又是国脚大户，留给中国队集训备
战的时间寥寥无几，对于新接手队
伍的李霄鹏来说将是极大挑战。经
过前面 6场 12强赛的磨练，中国队
已呈现上升苗头，如何保持队伍稳
定，是李霄鹏和中国足协需要仔细
研讨的问题。据悉，李霄鹏不会对

中国队的球员进行“大手术”，前提是
参加过 12 强赛的国脚明年 1 月时身
体、状态符合要求。
另一个困扰中国队和李霄鹏的问题

是入籍队员还能不能征战明年的12强
赛。目前没有比较明确的信息，但中国
足协肯定是想让广州俱乐部履行完与入
籍队员的合同。

开赛进入倒计时 保级对手出乱子

津门虎排除干扰 保持平静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昨晚，WTT
乒乓球世界杯在新加坡展开决赛的争
夺。孙颖莎以4：2（11：3、17：15、11：6、7：11、
6：11、11：8）战胜王艺迪，夺得女单冠军。樊
振东以4：1（11：8、9：11、11：9、11：7、11：5）击败
日本选手张本智和，夺得男单冠军。
此次比赛前两轮采用五局三胜制，自

半决赛起采用七局四胜制。孙颖莎前两轮
分别以3：0战胜德国的索尔嘉和队友陈幸
同，半决赛以4：1完胜日本的早田希娜。
王艺迪1/4决赛以3：1逆转日本削球手佐
藤瞳，半决赛苦战七局追回两个赛点，以
4：3力克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决赛再次
上演“队内赛”，孙颖莎以4：2战胜王艺

迪。赛前，孙颖莎就曾表示，全力以赴去
准备，最后一场比赛了，希望能不留遗憾
完成好。她说到做到！“世乒赛我们两
个就打过，我们之间很熟悉。这次比赛打
得很精彩，很高兴能够获胜。”
樊振东前两轮以3：0先后横扫德国

选手弗兰西斯卡和韩国的郑荣植，半决
赛以4：2战胜王楚钦。张本智和1/4决
赛以3：1淘汰中国香港的黄镇廷，半决
赛以 4：1战胜巴西的卡尔德拉诺·雨
果。决赛中，樊振东以4：1击败张本智
和。“能在与这么多强手的比赛里夺冠，
也是第一次世界杯的比赛非常开心。我
在决赛里也学习、收获了一些东西。”

樊振东封王 孙颖莎折桂

WTT世界杯落幕 国乒包揽冠军

■ 本报记者 张钢

“电影里没有展现的结局，在现实

生活中实现了。”12月6日，电影《亲爱

的》原型人物孙海洋在寻子14年后，终

于与儿子在深圳认亲，这一新闻爆出

后，网友在感动的同时，发出了这样的

感慨。巧合的是，电影《失孤》中刘德

华扮演角色“雷泽宽”的人物原型郭刚

堂在今年7月份找到了自己被拐的儿

子。两则令人欣喜的新闻接连发出，

看似巧合，却是展现出了电影中描述

的苦难与现实中的悲喜交相呼应，让

人既感受到现实的温度，又感叹主旋

律电影走对了方向。

2014年，陈可辛执导的《亲爱的》

上映。孙海洋寻子的故事深深打动

观众。2015年，刘德华、井柏然主演

的电影《失孤》上映，郭刚堂艰难寻子

的历程，再次引发观众共情。两部影

片中，主人公的坚强和执着感动世

人，随着影片热映，两个家庭的命运

被众多观众所牵挂。

孩子找到了。新闻一经发布，扮

演孙海洋的张译率先发文，“孙海洋

是我饰演角色韩德忠的原型人物。

《亲爱的》为我们带来了荣誉，也让我

一直牵挂着他的儿子。今天，我哭着

看了直播，五味杂陈，祝贺孙海洋一

家终获团圆，愿天下无拐，感谢人民

警察！”导演陈可辛也表示：“看到海

洋兄一家团聚的新闻，一下泪崩，为

他高兴，这个消息比电影的任何片段

都更令人感动。”

两部电影在现实生活中有了圆满

的结局，这源于公安部部署开展的“团

圆”行动，截至11月30日，已找回历年

失踪被拐儿童8307名。在这个过程

中，电影人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们

将这些关乎百姓生活的事件搬上银

幕，引发社会各界关注。

曾几何时，资本市场席卷电影

圈，在给电影带来充足资金的同时，

也引发了有的电影作品过于商业化，

片面追求票房，忽视了艺术性与社会性

的负面效应。当年，《亲爱的》《失孤》两

部电影上映后，其票房远不如当时《小时

代3》等商业片，但很多电影人坚持拍现

实主义影片，直至今年，这类作品成了当

下市场热门题材。生活向来不缺少故

事，缺少的是真诚讲述凸显真实人性、紧

接地气的故事。

近年来，我们的主旋律影片发生了

很大的变化，其突出的特点就是题材更

为丰富，既有《长津湖》《金刚川》这样场

面宏大的历史题材大片，也有“我和我

的”系列、《你好，李焕英》这样描写普通

人的情感故事。

几年过去了，现实生活中圆满的结

局令《亲爱的》《失孤》两部电影再度受到

关注，而像《小时代》那样误导公众价值

观的作品早已被观众摒弃。事实证明，

那些对社会产生积极正向引导的作品才

能成为经典，越来越多的电影人关注现

实主义作品，这类题材是社会的刚需。

我们的主旋律影片，走对了道路。

现实让电影有了圆满结局文化时评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日前，市作协组织签约作家
组成“深学笃用”文艺宣传小分队，赴北辰区文化中心举
行专题宣讲会并开展合同制作家述职工作。

通过专题宣讲会，市作协鼓励作家围绕党的百年奋
斗历史成就和经验总结，精心谋划好2022年度主题创
作，用优秀作品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小分队还联合北
辰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举办了“书香天津·读书吧”阅
读推广活动，现场为“读书吧”活动揭牌。

市作协小分队赴北辰区宣讲

据新华社电 中国游泳协会
消息，张雨霏、汪顺、李冰洁三位
东京奥运会冠军选手将率领中
国游泳队参加于12月16日至21
日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的第
15届国际泳联短池游泳世锦赛，
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全红婵和
王涵将亮相跳水表演赛。

中国游泳队共派出27人参
赛，其中女队员13人，包括张雨
霏、李冰洁、程玉洁、侯雅雯、柳
雅欣、马小茗、彭旭伟、唐钱婷、
万乐天、吴卿风、余依婷、朱嘉
铭、朱梦惠；男队员14人，包括汪
顺、闫子贝、覃海洋、陈恩德、洪
金权、潘展乐、孙佳俊、宋宇宽、
唐浩洋、王长浩、王谷开来、杨金
潼、张周健、张子扬。

本届短池游泳世锦赛堪称
“水上嘉年华”，首次纳入马拉松
游泳、跳水和高台跳水三个项目
的比赛。侯雅雯、马小茗、张子
扬、唐浩洋将参加马拉松游泳年
度总决赛；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
台冠军全红婵、女子3米板双人冠
军王涵以及男选手李政、练俊杰
将亮相跳水表演赛，届时各队跳
水选手将混编组队，进行3米板和
10米台较量；高台跳水则为2022
年福冈游泳世锦赛的资格赛。

短池游泳世锦赛是在25米
长的泳池里进行的游泳世界锦
标赛，由国际泳联主办，每隔两
年举行，本届比赛原定于2020年
12月举行，受新冠疫情影响延期
一年。中国游泳健儿在此前一
届的2018年杭州短池世锦赛上
收获3金5银5铜。

短池游泳世锦赛即将开赛

东京奥运冠军领衔
中国队全线冲佳绩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天津卫视（101）

19:30 剧场：理想之
城（33、34）

天视2套（103）

19:30 剧场: 十指连
心（10—12）20:45 模唱大
师秀

天视3套（104）

17:50剧场：俺娘田小
草（52—54）19:20 剧场：
尖刀战士 (26—29)22:15
剧场: 大漠枪神(21、22)

天视4套（105）

21:00 剧场：当人心
遇上仁心（23、24）

天视5套（106）

19:55 排坛话事人第
二季（7）

天视6套（107）

18:30 新说法 19:20
法眼大律师20:10 百医百
顺21:00 二哥说事儿

天津少儿（108）

19:55 多派玩儿动画
《萌鸡小队》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理想之城》第33、
34集 黄礼林听说夏明找
过苏筱后，苏筱逼的更紧
了，居然都跑到天字号去
要钱了，连忙问夏明事情经
过。夏明神秘兮兮地回答
这正是他所要的，量变才能
产生质变。夏明与汪炀在
工地闲聊，汪炀感慨，他确
实也想配合集团追缴盈差
款，可天成经营运转出现
困难，经济状况不尽如人
意。夏明临时起意，与崔
哥商量，不惜以自己贴钱为
代价，借给汪炀300万“高
利贷”，以补齐天成上一年
度的盈差款。这个偶然出
现的机会，也许是夏明把
握住集团机会，把水搅浑
的开端……

天津卫视19:30

■《十指连心》第
10—12集 大满成功地改
造了厂里所有的电路，唐
主任得寸进尺，让他做自
己的眼线，监督别的工
人。大满的成就给了唐主
任邀功的本钱，他答应给
大满转正加薪，巧芝让大
满别听他胡说，说唐主任
的话靠不住。果然，奖励
名单下来了，大满的名字
不在上边……

天视2套19:30

■《当人心遇上仁心》
第23、24集 面对得生的
失踪和看似简单的案情，
大周反复思索，发现很多
矛盾和疑点。而诸多的疑
点都直接指向会娟和广泽
医院。大周决定从广泽医
院入手。为更好、更快地查
案，他找到陈雁鸣说最近
胃和腰腿不好，想住院查
查。陈雁鸣立即将其安排
入院，住院观察……

天视4套21:00

■《模唱大师秀》本
期节目为京剧专场的比
拼，登场的两个票房分别
是大昌国剧社和鼓楼京剧
社。天津京剧院国家一级
演员刘嘉欣、天津京剧院
优秀张派青衣演员赵芳
媛，以及来自海河传媒中
心的小佀、小雪、柳峰组成
本场观察团。

天视2套20:45

■《今日开庭》这起邻
里纠纷发生在一个有着十
多年历史的小区，被告在楼
下公用空间支起了烧烤摊，
呼朋唤友，喝酒撸串，这样
的行为给周围的邻居带来
了困扰，原告因为不堪其
扰，将被告诉上法庭。

天视6套18:00
据孙伏园回忆，鲁迅的作品

除发在《新青年》外，大都寄给《晨
报副镌》了，计有50余篇，除《阿
Q正传》外，还有《不周山》《肥
皂》，以及杂文、学术论文和译
文。沈从文的处女作《一封未曾
付邮的信》也发表于《晨报副镌》，这个
被金介甫称作仅次于鲁迅的“中国第
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如一颗新星于
此冉冉升起。以冰心《斯人独憔悴》为
代表的“问题小说”，朱自清、刘大白等
的新诗，瞿秋白的“旅俄通讯”，周作人
的杂文，孙伏园的游记及戏剧介绍，无
不展露着“五四”的时代风貌。

当《晨报》在政治上渐失进步作用
时，孙伏园通过致力于发展新文学，保
持了它在思想界、文化界的广泛影响，
如周作人的一批文艺评论文章、冰心
寄小读者的篇什、汪静之等湖畔派诗
人的诗作、陈大悲等发起的非职业的
爱美剧运动等，都在中国现代文学三
十年中深具影响。特别是1923年至
1925年，王统照主编的文学研究会在
京刊物《文学旬刊》也附在《晨报副刊》
上出版，它与改革后的《小说月报》一
道，促成了文学研究会作家群的形成，
显示出现实主义文学的特色，成为“五
四”新文学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从1921年起，到1924年鲁迅赴西
安讲学，孙伏园作为《晨报》记者随行报
道。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
刊，孙伏园任主编。1924年12月，《京报

副刊》创刊，也是孙伏园任主编。孙伏园和
鲁迅这四五年可以说是在工作上配合得比
较密切的，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

孙伏园之后，1925年10月1日，《晨报
副镌》由徐志摩接编，正式改名为《晨报副
刊》，总体上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除
了倡导新格律体诗对新诗发展有促进作
用，提升了现代新诗的艺术品质，在整个大
的文学背景上，徐志摩均不及孙伏园任主
编时的成就，《晨报副刊》于此便渐渐衰落，
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宣告终刊。

本雅明认为，20世纪以来，“日常的
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雅
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
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版，第44页）。
《晨报副刊》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
大副刊”之一，既有文坛思想过招的原始
材料，又有文学观念论争的全景记录，甚
至经历和见证着一些大的文学事件，并
和其他期刊媒介一道，组织着文学的生
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契合着
“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
文化内涵。因此我们说，中国日报副刊
的“起首老店”《晨报副刊》参与了对现代
文学史的书写与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
学三十年进程中的文化指针之一。

16 改名《晨报副刊》

《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宝玉
品茶栊翠庵 刘姥姥醉卧怡红院》写
到的 瓟斝，是用一斝形模子套在
小 瓟上，使之按模子的形状成长，
成型后去子儿风干做成的饮器。一
说是一种特制的饮器，状似 瓟，故
名。曹雪芹笔下的葫芦器应是精致可爱
的，但书中称器上有“晋王恺珍玩”和“宋
元丰五年四月眉山苏轼见于秘府”款识，
显为夸张之词。因为葫芦器是从清康熙
时才开始有的，晋人和宋人是不可能见
到的。这就跟“唐代做的宣德炉”“宋版
《康熙字典》”一样，是件假古董。

第五说点犀 。点犀 ，庚辰本、戚
本均作“杏犀 ”。 是古代碗类器皿，点
犀 就是用犀牛角制作的碗类器皿。犀角
横断面有白色圆点，故叫点犀 。犀角入
药，是强力解毒剂，以之制成杯盏等物，亦
有防毒、解毒的作用。犀牛角本身就珍贵，
远远超过象牙，点犀 的价值可以想见。

第六说绿玉斗。玉斗一般指酒
器，这里的绿玉斗指用绿玉雕成的有
柄饮茶具。素有洁癖且鄙视男人的妙
玉，见宝玉到栊翠庵来，非但不反感，
反而把自己的专用茶具绿玉斗给宝玉
用。因此，妙玉对宝玉的感情可谓十
分微妙，妙玉与宝玉的关系
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妙玉与
宝玉，也是红楼二“玉”，玉斗
一般指酒器，不适宜用作茶
具，曹雪芹却借用带“玉”的
绿玉斗表现妙玉与宝玉这段

交往，也是煞费苦心了。
最后说九曲十环一百二十节蟠虬整

雕竹根的一个大 。曹雪芹这样描绘，
无非是说这是一件工艺十分复杂的大茶
杯（盏）。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谭》一
书中说：“这件玩艺，如现在谁家翻出来，
自然是其价不赀的古董，可以送进《红楼
梦》博物馆陈列，但在当时，也只能把它归
入工艺品门类，连‘假古董’也够不上了。”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的时代，江苏宜
兴制作的紫砂壶已经非常著名，清朝皇宫
及北京、南京等地的贵族、富商、文人多有
使用与收藏；然而，《红楼梦》写了这么多
种茶具，却没有提到紫砂壶。与曹雪芹几
乎同时代的吴敬梓，在另一部长篇小说名
著《儒林外史》中便写到了紫砂壶。例如
该书第四十一回：“船舱中间放一张小方
金漆桌子，桌上摆着宜兴砂壶，极细的成
窑、宜窑的杯子，烹的上好的雨水毛尖
茶。”这是对明清时期南京春天茶事的真

实描写，不仅有紫砂壶，还有宜窑
的杯子，即紫砂杯。曹雪芹出生
在南京，并在南京生活过十几年，
《红楼梦》内容有着浓重的南京背
景，但却没有提到著名而常见的
紫砂壶，是何原因，值得研究。

51《红楼梦》没写紫砂壶

雷紫剑听说三姨太跟着特派
员一起跑了，破口大骂，一拳砸在
桌子上，“哗啦”一声，桌上的暖壶
掉在地上摔碎了，热水洒了一地。
雷紫剑的愤恨难消，上前又是一
脚，把暖壶的铁皮踢得飞起老高，
砸在了房门玻璃上，将门玻璃击得粉
碎。王胖子被雷紫剑的举动吓坏了，
不知所措地站在那里，看到写着诗的
粉纸被水淹湿，他急忙上前，将纸张小
心地拿起来，抖抖上面的存水，慢慢地
摊放在了一边，总算是缓解了眼前的
尴尬。正在此时，就听得屋外有人喊：
“报告!”听得出是刘副官的声音，怒气
未消的雷紫剑马上回答：“进来。”门一
开，刘副官的胳肢窝夹着一小捆纸进
来：“总指挥，张伯符带到。”雷紫剑说：
“让他进来。”刘副官进屋看到屋里惨
象，不敢多言，只是把那些纸放到桌子
上，回头出去叫张伯符，雷紫剑和王胖
子一同急着去看桌上那些纸，原来上
面写的都是那两首“藏头诗”。仿佛就
在一夜之间，三水镇的大街小巷，到处
都贴满了《骂苗万贯》《步前而作》。从
早晨起，三水镇的居民便都围拢着看
这两首诗，有的人不一会儿工夫就背
下来了，并悟出了诗中的含义，人们都
说这诗写得在理，苗万贯两口子的死，
是和雷紫剑有关，是雷紫剑给害死的。

大娟和董大富等人分头夹杂在人
群里，听到这种反映，心里高兴，要赶快
回去报告给游击队。也就在这天夜

间，小队长董满仓驶船去盐滩上驳盐，刚
过三道桥不远，在一个沟叉地方，遇见了
严志诚。这是严志诚化装成盐工，在这儿
等候董满仓。严志诚上了船，两个人躲在
船舱里，严志诚对董满仓讲了游击队党委
的意见：保卫盐滩，解放三水，活捉雷紫
剑。董满仓听了真是高兴啊!多少年来，
人民盼望的一天，终于来到了。严志诚问：
“张大妈的情况怎么样？”提起张大妈，董满
仓压低声音说：“老人家可受苦了，雷紫剑
用了各种刑具，据说老人连走路都困难
了。”严志诚听到这里，把头低下，心里一阵
绞痛。正在此时，一个战士急匆匆跑来，说
苗瑞祥刚刚派人送来情报，说是张大妈牺
牲了。这真是晴天霹雳，两个人顿时流下
泪来，那个送信的战士说了具体情况：原
来，前天早晨，雷紫剑又审问张大妈，见毫
无结果，便命令盐警将张大妈活埋在大队
部的后院里，可怜张大妈惨遭毒手。

眼里含着泪水的严志诚，心里非常沉
痛，多年来自己的亲人、革命的妈妈，为党
的事业遭受了千辛万苦，就在革命即将胜
利的时候，遭到敌人的惨杀，这个仇一定要
报。他沉痛地摇了摇头，又问那个战士：
“还有什么情况吗？”战士回答：“听说，昨天
下晚，雷紫剑又突然把张伯符叫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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