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日七里海，水影变幻，苇草摇曳，鸥鸟翩翩起舞，鸬鹚辗转盘
旋，野鸭戏水追逐……风和日丽的一天，一只被救治的东方白鹳在
这里重上蓝天。

这鸟是怎么受伤的，又是在哪儿被救起的？为了弄清当时的情景，
我去七里海找到了救助这只大鸟的巡查人员小韩。

小韩早就等候在那里。他见到我就说：“那鸟是在西海被救助的，
咱们去西海吧！”于是，我们便踏上了通向西海的一条小路。

那是一条林阴小路。北面是湖水，南侧是芦荡。小路被密集的
树木遮掩着。人在绿中走，处处绿意盎然，清爽怡人。一路上，鸟鸣
声声，不绝于耳，使得七里海愈发幽静，不由想起“蝉噪林逾静，鸟鸣
山更幽”的诗句，更加深切体味到那种以动见静、寓静于动的意境，也
更让人感到，鸟是大自然的精灵。如果没有鸟，没有鸟鸣，自然界该
是多么沉寂与单调。

林间，不时见到、听到鸟儿跳跃啾啭，
翻飞鸣啼。鸟鸣声时远时近，忽高忽低，突
然听到有只鸟的叫声有些特别，因为离着
远，叫声微弱，时断时续。小韩驻足听了一
会儿，说：“这是杜鹃。”

话音刚落，一只鸟从路边苇丛中“嗖”地
飞起，“喳喳”鸣叫两声，叫声清脆、响亮，转眼
不见了踪影。小韩说：“这是大苇莺。”又接着
说，“凡有大苇莺的地方，就有杜鹃。杜鹃自
己不筑巢，专门侵占大苇莺的巢，还让大苇莺
给孵卵育雏，等小鸟长大了，它就来了，咕咕
一叫，领着小鸟飞走了。”

听了小韩这番话，我颇感意外，笑着说：
“没想到，你真成鸟类专家了。”小韩笑笑说：
“哪里呀，跟您差远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啊。”我也打趣道。

小韩告诉我，他们每天坚持巡查。巡查
人员多是土生土长的七里海人，对这里的一
鸟一兽、一花一草有着特殊感情。每天跟鸟
打交道，对鸟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慢慢了
解得就多了，有些鸟不用看，一听叫声，就知
道是什么鸟。

我们正走着，从路边苇丛中钻出两只野山鸡，在小路当中悠闲散
步。棕褐色头顶，金属般绿色的颈部，紫红色上体，五颜六色的长尾巴，
无一处不鲜艳，无一处不精彩。两只大鸟在眼前晃来晃去，好像有意展
示它们的美，眼看着就要碰到它们了，这才拍翅飞起。
“这鸟不怕人，跟我们都熟了。”小韩笑着说。
“你们没黑没白地在野外巡查，不寂寞吗？”
小韩刚想回答，身边“扑棱”一声飞出一只野鸭，“嘎嘎”鸣叫着振

翅远去，因为来得太突然了，让人感到惊喜。小韩说：“这样的惊喜，我
们每天都有，哪还会感觉寂寞呢！”

一路上，不时有鸟儿闯入视线，让人目不暇接，惊喜连连。我细
数了一下，白鹭、斑鸠、岩鸽、伯劳、斑鸫、啄木鸟、太平鸟、灰背鸫、黄
喉鹀……少说也有三四十种。来时，本想在路上问问救助鸟的情况，
可光顾看鸟听鸟了，哪还顾得上呢。

过了潮白河，到了西海。在一片浅滩前停住了脚步。这里，生长着
一片片、一簇簇的香蒲、地梨等野生植物，水草丰美，鱼虾成群。不少
小 、苍鹭、黑翅长脚鹬等水鸟，悠闲地在这里觅食。

小韩指着前方说：“那只东方白鹳，就是在那儿被救起的。”
我问：“咋知道它受伤了呢？”
小韩说，判断它是不是受伤了，有两种情况：一是，东方白鹳除繁殖

期成对活动外，其他季节大多集体活动，这里就孤零零一只，估计可能
是受伤了；再就是，东方白鹳性情机警而胆怯，离着人四五百米就飞了，
这鸟离我们只有七八十米也不飞，说明可能有异常状况。

小韩他们发现那大鸟时，已过大雪季节，水面结了一层冰碴。他
们不顾冰水刺骨，一步步向伤鸟走去。白鹳见人来了，展了展翅，想
飞却飞不起来。几个人伸手将其抱起，仔细一看，那鸟并没受伤，可
能是生病了，体质太弱，才飞不起来的。于是，第一时间与相关部门
取得联系，送至鸟类救护站。

听了这个救鸟的故事，我心里惦记着那只放飞的白鹳。抬头望着
天空，一群大鸟缓缓从头顶掠过，我痴痴地想：这群大鸟里有没有那只
放飞的白鹳呢，它是否找到离散的伙伴了？
（于增会的系列文章“家乡鸟趣”，至此已经刊发完毕。从下期起，

本刊将连续刊发邱晓德的系列文章“天津百年冰上运动”。──编者）

我们国家的数学已经有长足的进步，
自2002年在我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之
后，我国的数学家频频在国际数学家大会
上作一小时报告，或者是45分钟报告。回
想起半个世纪之前，由于“文革”，我国的
数学研究停顿，面临人才严重断档的局
面。这四十多年来，中国数学的复兴，离
不开陈省身先生的策划、引领和倡导。

陈先生是蜚声国际的几何学家。尽
管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移居美国，但是他对
我国数学发展的关注从来没有停止过。
我的老师吴光磊是陈先生在昆明西南联
大的学生。吴先生1991年去世后，我在整
理先生的书籍时发现他收藏有陈先生的
几乎全部的抽印本。在一个时期，我国与
西方国家的学术交流处于停顿的状态下，
这些抽印本都是陈先生寄给吴先生的。
吴先生在陈先生的文集出版(1978年)之前
就拥有这些资料是难能可贵的。

1972年9月，陈先生偕夫人和女儿回
国访问，并且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作
演讲。意识到国内数学界与国际数学研
究状况脱节的实际，他建议阅读Hicks的
《Lecture Notes on Differential Geometry》
（希克斯《微分几何讲义》）。为此，数学研
究所刻印了该讲义，并且组织了讲习班，
由吴文俊、吴光磊和张素诚三位教授讲授
拓扑学和微分几何。当时我在天津教中
学，没有办法参加讲习班，但是有幸通过
吴先生获得了这份讲义，成为我在“文革”
后期的主要学习材料，为后来把陈先生在
北大开设“微分几何”课的记录稿整理成
书做了准备。这个讲习班是中国数学复
兴的开始，“文革”后新一代数学工作者大
体上是从这里起步的。

我对陈先生的大名早就熟悉了，并且
读过他的一些文章。早在1963年，吴先生
给我们讲流形论、活动标架和外微分法，就
是遵循陈先生在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油印讲
义《微分流形》的脉络。我第一次领略陈先
生的风采是在1974年，他在中国科学院数
学研究所的演讲。第一次和陈先生的近距
离接触，则是在1980年春天，他在北京大学
开设“微分几何”课的时候。开课前，北大
数学系把陈先生请来和系里的老师、同学
见面，出席的有江泽涵、吴光磊等教授，还
有李安民和我等年轻的同志。在见面会

上，陈先生提出在课后要进行考试，江先生提
议把课程笔记整理后正式出版，获得了陈先
生的首肯。在会上确定了课程辅导员的人选，
并且指定我、李安民和章学诚老师做笔记，负
责印发讲义给听课的学员。陈先生的“微分几
何”课是十分成功的，听课的学员包括全国各
地的在读研究生，以及在国内的许多数学工作
者，挤满了当时北大拥有二百多个座位的最大
阶梯教室，大大地提升了国内数学研究生培养

的教学水平。
接着在1980年的8月到

9月，召开了陈先生提议的“国
际微分几何与微分方程会
议”。这次会议会程之长是超
乎寻常的，实际上是为我国数
学工作者赶上世界数学发展
而开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高
级讲习班。陈先生借助于他在国际数学界的威
望，邀请到了国际上多位顶级的数学家来会上
作了系统的讲演，介绍数学研究的前沿课题，
目的是让国内的数学工作者尽快地熟悉国际
数学界的现状，并且建立国内外数学家的联
系。这种“讲习班+学术交流”成为后来连续几
届的“双微会议”的模式，也是后来南开数学研
究所（现为陈省身数学研究所）举办“学术年”的
模式。不过，首届双微会议邀请到的著名数学
家的人数最多，级别也最高。

在陈先生的“微分几何”课之后，我最重要
的任务是把课上的内容整理、加工成书。做这
项工作的优势在于，除了陈先生的讲课笔记以
外，还有他的众多著作可以学习和参考，例如
前面提到的他在芝加哥大学的油印讲义，以及
他的专著《Complex Manifolds Without Po-
tential Theory》（《无势复流形》）。另外，我在
吴光磊先生身边，随时可以请教，并且在形成
初稿之后可以首先请吴先生审读。在往后的
两年里，是我和陈先生通信联系最密切的时
期。首先在双微会议之前，我和吴先生初步拟
定了书的目录，然后试写了第一章，请陈先生

审查。后来，我每
写完一章，就给陈
先生寄去，陈先生
在读完之后再寄还

给我，并且提出他的意见供我修改。我在写作
的时候，心里想的是，最基本的命题应该有严
格的证明，而且在书内应该有相应的应用。比
如，单位分解定理是在微分流形上构造大范围
定义的对象的重要工具，我很在意它的应用。
另外，流形上的联络是比度量更为基本的概念
(相对地，我们知道仿射空间比欧氏空间更基
本，即平行的概念不需要有度量)。因此，我准
备在讲联络时，直接用单位分解定理证明流

形上联络的存在性，而不通
过流形上的度量去构造联
络。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我
把这部分书稿寄给陈先生之
后，他认为这个证明需要核
实一下，于是我把联络的整
个构造过程，以及验证所构
造的对象确实是联络，详细

地写出来，得到了陈先生的肯定。
我在1983年 9月到伯克利加州大学进

修。10月北京大学代理党委书记项子明先
生访问美国，在他路过旧金山时，陈先生请
他到家里做客，同时邀请我作陪。这是我第
一次到访陈先生在埃塞利托（El Cerrito）的
家，往窗外望去，正好面对美丽的旧金山天
际线和典雅、雄伟的金门大桥。在这里陈先
生交给我刚刚寄给他的《微分几何讲义》的
清样，要我做印刷前的最后一遍校对。

在陈先生的倡议下，为了提高国内研究
生的教学水平，决定1984年在北大举办面向
全国数学研究生的暑期教学中心，历时一个
月，邀请著名的华人数学家项武义、伍鸿熙、
萧荫堂等来讲课。这个项目后来一直延续
到现在，成为数学研究生暑期学校，由若干
个大学轮流举办。同时，陈先生已经决定把
他的万余册藏书捐赠给南开数学研究所。
于是，我和以李克正为首的几个留学生一起
到陈先生的家里，把要捐赠的书籍装箱，然
后由项武义先生亲自开车送到奥克兰（Oak-
land）码头海运回国。那一天，陈师母给我们
做了非常美味可口的老北京炸酱面，让我们
美美地享受了一番。

陈先生的再一个倡议是在南开数学研究
所举办学术年。南开数学研究所的办所宗旨

就是“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从
1985年开始，南开数学研究所每年选定一个主
题，用一个学期邀请有关专家来讲课，并且吸
收全国各地的数学研究生来参加，第二个学期
则计划召开一个国际数学学术会议，邀请国际
上著名的专家来讲学并交流。陈先生特别强
调要鼓励和培养国内专家，所以第一个学期要
以国内专家讲课为主。这样的效果非常显著，
国内的数学很快有了长足的进步。在陈先生
生前，几何方面的学术年共举办了两次，一次
是1986—1987年的第二届学术年，主题是“几
何与拓扑”；另一次是1995—1996年，主题是
“微分几何”。在微分几何年，陈先生和我们
商量，把主要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子流形几
何，外微分系统和Finsler几何。Finsler几何是
陈先生晚年提倡的课题，其中有他早在1948
年所定义的“Chern联络”。国内关于Finsler
几何的系统研究就是从那时开始的，现在已
经形成有相当规模的研究团队，取得了可观
的成果。1996年春天，有很多著名的数学家
来南开看望陈先生，使得该年的微分几何学
术会议成为盛大的节日。

1990年7月，美国数学会在洛杉矶加州
大学举办以微分几何为主题的暑期学校
(Summer School)，由丘成桐主持。在第一周
的周六举办了祝贺陈省身先生诞辰80周年
的庆祝会，会上，很多国际著名的几何学家纷
纷登台致辞，讲述认识陈先生、并且得到他的
帮助的生动故事。出席这一次暑期学校的一
个引人注目的群体是中国留学生。改革开放
后十年间，从国内派出的学生，特别是通过
“陈省身项目”选拔到美国学习数学的学生，
这时已经有一大批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取
得了许多美国著名大学的教职，或者读博士
后，或者准备回国任教。

在此之后，陈先生经常强调，要立足于国
内培养人才，要在二十一世纪把中国建设成
一个数学大国，进而成为数学强国。这也是
后来在南开两次举行“中国数学二十一世纪
展望学术会议”，以及提议、争取并实施在中
国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的初衷。我有幸在陈
先生身边参加了许多学术活动，受益匪浅，并
且亲眼目睹了我们国家在数学方面从“百科
凋敝、人才断档”到“欣欣向荣、杰出数学人才
不断涌现”的过程。所谓的“陈省身猜想”，即
要在二十一世纪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数学强
国的愿望，一定能够实现。
（作者系北京大学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

题图：1990年7月，本文作者（右一）在

伯克利的伍鸿熙教授家与陈省身夫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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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实现陈省身先生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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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4日至7日，在中途岛发生了世界有海
战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航空母舰遭遇战，史称中途岛
战役。这场战役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场上的
重要转折点，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2019
年，这场战役被搬上大银幕，这就是《决战中途岛》。

中途岛战役是世界战争史上投入航母最多的一
次战役，也是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战役。面对野心勃勃
的日本军队，二战初期的美国海军，不论是数量、质量，
还是作战经验方面都略逊于日本海军。最重要的是，
美国社会在是否参战问题上的严重分歧，造成了海军
对战争的准备严重不足，遭遇了珍珠港被偷袭的惨重
失败。在应对中途岛战役时，当时美国太平洋
舰队能参战的航空母舰只有3艘，其中1艘还受
了重伤，正在紧急抢修。在作战将领方面，日军
派出了之前成功指挥过偷袭珍珠港的海军中将
南云忠一，而美国方面，太平洋舰队在珍珠港遭受
重创的10天之后，切斯特·尼米兹临危受命，成为
舰队新的司令官，他面对的是一支不完整的舰队，

舰队大部分战力因为珍珠港事变沉入海底。
当时的日本海军拥有实战经验的优势，

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二战初期偷袭珍
珠港和进攻东南亚地区的战争，日本海军从
建立起就几乎保持了不败的战绩。日军偷
袭珍珠港得手后，谋划行动的日本海军将领
山本五十六意识到，珍珠港战役只是唤醒了

一个沉睡的巨人。一旦“巨人”缓过神来，贫瘠的日本
岛国只能望洋兴叹。他说：“要彻底摧毁美国太平洋
舰队，完成袭击珍珠港未竟的事业！”为此，他集结了
自日本海军建立以来最庞大的一支军队，动用了包括
8艘航空母舰在内的舰船200余艘，分南、北两个编队
对中途岛发起攻击。

在中途岛海战中，美军损失1艘航空母舰，1艘驱
逐舰和147架飞机，死亡307人。日军损失4艘航空
母舰和1艘重型巡洋舰，52架飞机被击落，另有280
架飞机随舰沉入海底，死亡3507人。美国海军以少
胜多，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日本海军遭遇350年来第

一次惨败。经此一战，太平洋的主动权逐渐
转入美国人手中。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决战中途岛》，观看
一场关系太平洋战争命运的海上大决战。

12月11日 22:10CCTV—6电影频道

与您相约《决战中途岛》，12月12日 15:24

“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清代李渔在《闲情偶寄》里说
“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欺人语。
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
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我不
信鬼神，但“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
之”却不假。

唐代刘
禹锡的《陋室
铭》是一篇仅
有81个字的
短章，却脍炙
人口，已成千
古绝唱。尽管“李杜诗篇万口传，至
今已觉不新鲜”，但这篇《陋室铭》，
我读了再读，还是觉得它“奇”。
“铭”，作为一种文体，其文可

称功德，但多以申鉴戒，如西晋张
载的名篇《剑阁铭》，又大多是自警
自戒。而梦得的《陋室铭》却是自
表其孤芳自赏，自彰其清高不群。
显然，作者内心有愤懑、有不平，但
通篇用语却温和而圆润，给人清新
平和之感。

全篇以一个“陋”字立骨。山
有仙则为名山，不在高低；水有龙

则为灵水，不在深浅。以山水喻陋
室，以仙龙喻室内君子——作者自
己。开篇四句把全篇陋室不陋的
主旨包含在其中了。

末尾又把陋室与诸葛草庐和子云
亭相比，以不求闻达的诸葛亮和不慕荣

利的杨雄自
况！尤为巧妙
的是，最后引
用孔子的那句
话。孔子明明
说的是“君子

居之，何陋之有？”作者偏偏隐去前半句，
只援引后半句。不自称君子，而君子之
德自见。至此，作者才算抒尽全篇本
意，便戛然而止。首尾贯通，淋漓痛快！

通篇有比喻、有对仗、有排比、有
称代、有引证，真可谓无法不备。一句
一意，何等简约，短章之妙，无逾此篇。

至于读到陋室中之景，陋室中
之人，陋室中之闲情雅趣，我早已
感到浓郁的馨香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冥冥之中，不知陋室中之人是
我？我是陋室中之人？但觉神入
文，文入心矣！

神入文，文入心
鲍奕豪

《决战中途岛》：
二战题材故事片

何映晖

周末
文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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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鸟虒鸟

当时西安城照相比较罕见，
这个开学仪式还专门请摄影师拍
摄了照片，鲁迅甚感郑重，在日记
里专门留下了记录。

去陕西是鲁迅平生第一次远
行讲学。从7月21日夏期学校开
学起，鲁迅上午开讲“中国小说的历史
的变迁”，共讲8天11次12小时，至29
日讲毕。30日下午往讲武堂讲演半
小时，后又应邀对陆军学生讲演一次，
仍讲小说史。讲武堂的听讲者都是军
人，何以要讲小说史呢？当时统治西
安的军阀刘镇华，窃据着陕西省督军、
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他托人
示意鲁迅，讲演时换个题目，意思是，
你周树人不肯给我歌功颂德，给士兵
打一下气总可以吧。鲁迅答复：“我向
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
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
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掀开“礼
贤下士”的假面具。当时有家报纸《新
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座怒形于
色”的消息，还被罚停了几天报。（宋桥
《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

对鲁迅此举，孙伏园解释道，小说史
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
俗。许广平则认为：“鲁迅对当时西安以
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
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许广平
的解释恐怕才是鲁迅的本意。鲁迅的讲
演，声音不高，口调徐缓，如谈家常。讲
到《红楼梦》时，鲁迅问学生：“你们爱不

爱林黛玉？”同学们各抒己见。这时一个学
生反问鲁迅：“周先生爱不爱？”鲁迅毫不迟
疑地答道：“我不爱。”问：“为什么？”答：“我
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引起一阵笑声。

此次讲演鲁迅也获酬颇厚，先后两
次共得薪水和川资300元。现在我们可
以知道，鲁迅欣然前往西安讲学，除了前
述既为他谋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
寻找感性材料，又为排遣兄弟决裂带来
的痛苦和郁闷，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
的迫切心情：挣钱。

因为周氏兄弟决裂，鲁迅此前刚刚在
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了一处四合院
（在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内），花了800块大
洋，翻修和购买家具又花去200块大洋。

按北洋政府的规定，1块大洋相当于1
两白银。2019年8月初，1两白银的市场价
格是人民币180元左右，800块大洋则相当
于现在的人民币14.4万元。换言之，鲁迅
当年在北京西二环用相当于今天15万元左
右的价钱购买了一处四合院。当然，货币金
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这一换算没有和
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相联系，仅作直观对比。
房子虽然如此“便宜”，但鲁迅还是买不起，
他的购房款都是向朋友借的——向许寿
裳借了400块，向齐寿山借了400块。

18 迫切心情

从唐宋时期到现在，茶具基
本上是在逐渐精简，即从采茶、制
茶、贮茶、烹茶、饮茶等器具皆备，
发展为以饮茶器具为主。茶具从
产生到逐渐完备，再到逐渐精简，
这个发展规律与数千年来中国饮
茶方式的几次演变，即煎饮法→羹饮
法→冲饮法→泡饮法，密切相关。

煎饮法是最早的饮茶方法。原始
社会，人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便
采食茶叶。当时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
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
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
祛热解渴，而且能振奋精神、医治多种疾
病时，茶便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

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
段。在这个阶段里，茶就是药。当时
茶叶产量较少，也常常当作祭祀用品，
南朝齐武帝萧赜就下遗诏在他死后以
茶饮为祭。羹饮法是饮茶的第二个阶
段。从春秋战国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
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像郭璞在
《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
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
味的作料，煮作粥状。到唐代，还多用
这种饮用方法。时至今日，我国一些少
数民族地区由于是在唐代时
接受的饮茶方式而形成习惯，
故仍在茶汁中添加其他食品。

在煎饮法和羹饮法这两
个阶段中，农业文明色彩浓
郁，中国茶文化尚未形成，采

茶用具比较重要，煮茶、饮茶的器具则多
与食具混用。由于茶具处于产生和缓慢
发展阶段，所以茶具文化处于朦胧阶段。
冲饮法是饮茶的第三个阶段。研碎

冲饮法大致出现于三国时期，唐代开始流
行，宋代兴盛。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广
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
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
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
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
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成饼，
饮时再加以炙烤，捣成碎末，用沸水冲
之。这与今天饮砖茶的方法基本一样。
但是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葱、姜、橘
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
过渡的痕迹。西晋傅咸《司隶教》记载：
“闻南市有蜀妪，作茶粥卖，为廉事打破其
器具。嗣又卖饼于市。而禁茶粥以困蜀
姥，何哉？”由于官吏的取缔，这位来自四川
的老大娘只好由卖茶饮而改卖饼茶，也说

明羹饮法与冲饮法有一个交替的
过程。到唐代，陆羽反对在茶中
加入其他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
的本味。只是在煎茶时要加盐，
但要求“不夺茶味”。纯用茶叶冲
泡，被唐人称为“清茗”。

53 从完备到精简

严志诚对董满仓说：“这火里
有鬼!”他往着火的草船上一指，“鬼
在船上呢！救火，先应捉鬼!”一句
话提醒了董满仓，对呀，为啥这船
单单停在这儿，怎么支也支不走
呢？他忙对严志诚说：“我上船去
逮这鬼！”严志诚说：“对，你去逮吧！”董
满仓听了，忙把两个袄襟往怀里一拉，一
个麻花扣儿结在腰里，他要亲自下河捉
鬼，但这件褂子可不能脱，因为一脱就露
出随身带着的武器。田儿这时正提水
赶到这里，董满仓知道田儿的水性，随即
一把将田儿拉住：“田儿，快，跟我去捉
鬼。”田儿答应一声，“唰”的一下扒了个
光脊梁，两个人一同来到河边，“嗵嗵”两
声，同时跳进清水河，后面的战士也跟着
跳下去。果然，就在这着火草船的西北
角上，正是向风的地方，有一个人在那里
搞鬼。他一手摇着船桨，一手撑着篙，使
这着了火的草船一个劲儿地往河岸上
靠，怪不得支开以后又回来呢！

水里的董满仓本想举起手枪，结果
了这个人的性命，但他没有，一来怕暴露
了身份，引起乡亲们的混乱；二怕在水里
游泳，打枪没准，误伤了岸上救火的乡
亲。所以他极力游，要捉住这个搞鬼的，
不知是谁，在河里边喊了一嗓子：“原来
是你这个坏蛋，在这儿搞鬼呢！”这一嗓
子不要紧，惊动了船上的那个人，他把船
桨松开、船篙一扔，两手往前一伸，一头
扎进水里。董满仓在河里看准了方向，
迎头向他游了过去。哪知道，这个人狡

猾得很，明明看着他往下流游，谁知他在水
里转了个弯，一个猛子又往上游扎去。
“追!”几个战士同时在水里快速游着。

就在这时，从上游下来一只小船，船上是一
位白发艄公，手持双桨，小船如飞一样划了
过来。那个人刚游到小船近前，就见这位
老艄公飞起一桨，正击中那人。董满仓等
人游了过去，捉住那人一看，原来这小子正
是张伯符。此时，失火的草船已经被人支
开，岸上被烧着的房子已经扑灭，人们都站
在河岸上，等着下水捉鬼的人们回来。

现在的张伯符已经被打晕了，肚子
里也被河水灌饱，人们就像拉死狗一样
把他拉上河岸。站在人群里的严志诚，
一看划船的这位老者，正是三水镇外摆
渡口的那位老艄公。很多人拿着衣服，
让下河的人们换上，争着抢着拉着他们
进屋里。董满仓可为难了，这一换衣服，
腰里的武器不就亮白了吗？就在这时，
忽听得三水镇外三声枪响，三颗红色信
号弹腾空而起，虽然是在白天，但这三颗
信号弹如同三颗红星，升在三水镇的上
空。严志诚一看高兴啊，这是解放三水
镇战斗的信号，证明敌人全部投降了。
严志诚急步向前，朝着那老艄公呼喊：
“冯老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154 水下捉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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