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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忆旧

清明节前几天，连日春雨淅沥，庭院里几株含苞欲放的白玉兰笼罩在
蒙蒙烟雨中。坐在窗前的书桌旁捧一本书展卷而读，伴随着稀疏的小雨
落在屋瓦上，又顺房檐流淌下的滴答声，更显周遭世界的静谧。清代诗人
张潮说“春雨宜读书”，这是古人读书时追求的一种理想意境，其实真正喜
欢读书的人是不挑剔环境优劣的，只是面对微雨如烟，一卷在手，追随着
书中的内容，古往今来、江南塞北的神思飞越，更为心旷神怡吧。
千百年来，我们的文明古国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刻苦读书、不舍昼夜

的典例不胜枚举，“头悬梁”“锥刺股”“映雪”“囊萤”等苦读诗书的故事，
可谓妇孺尽知。诸多圣贤、雅士循循善诱学子读书的教诲，如“书到用时
方恨少”“腹有诗书气自华”等至理名言，在坊间流传甚广。古人甚至认
为，“三日不读书，便觉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千余年前，作为封建帝王
的宋真宗还曾写下这样的诗句，“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众
多的前辈先贤如此苦口婆心地告诫后人要刻苦读书，盖因书籍是人类进
步的阶梯，“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历览自《诗经》以降，远
古至今，历朝历代圣贤雅士留下的经史子集浩如烟海，装点着华夏文明的
艺术宝库，还有诸多散落在民间的艺术瑰宝，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正被逐
一整理。域外各国异彩纷呈的艺术珍宝，也有待我们“拿来”借鉴。刻苦
读书、善于学习，从中可获取多方面知识，不断丰富自己，完善自己为人处

世的准则，培养自己启智创新的本
领。古往今来，正是一代一代“知书
达理”又勇于创新奋进的中华儿女
的努力拼搏，才使得有着五千年文
明史的中华民族得以生生不息、薪
火相传。

囿于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读
书当以经典为主。所谓经典，按刘
勰《文心雕龙·情采》所言：“经正而
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即是在文
化、艺术领域经得住时间和历史检
验、葆有充沛生命活力和显著影响
力的杰出作品，属时代精神凝结的
范本。一个人能让自己静下心来，
忘掉烦恼，进入阅读状态是件非常
难得的好事。翻开一本好书，就如
同进入了另外一个更辽阔的世界，
这个世界不仅包括自己已知的历史

空间，也包括历代经典作家营造的另外的深邃世界。阅读中，我们可以与
诸多高尚的人灵魂对话，思掠千载，神游八荒。那些白纸黑字、带着墨香
的书页在耳畔哗哗作响，不断传来高深玄妙的思想，传递着历史深处的信
息。从这个意义上讲，读书，乃是对自己必要的精神刷新，人只有经历这
样一次次的刷新，才会成长为一个有着丰富心灵层次、心智成熟饱满的
人。真正喜欢读书的人并不需要什么理由，更不是出于某种功利，读书应
该成为一个人良好的生活习惯。随年事渐长慢慢发现，世间许多美好的
情缘，很多都源于自己曾经读过的一本又一本的好书，它们像种子，慢慢
地在我们的生活里发芽，开出一朵朵小花，结出一个个果实。
每个人在生命各个不同阶段对阅读的需求是有所不同的，但即使是

同一本书，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来读，亦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体会。我本人童
蒙时代就在父亲教导下开始零星阅读《诗经》里的一些诗、国学中的启蒙
读物、唐诗、宋词及诸多彰显真善美主题的童话故事，当时虽属囫囵吞枣
一知半解地读，但从中得到的趣味快乐，那种超出庸常生活的体验终生难
忘，日后都成为我灵魂中最有价值的沉淀。20世纪60年代初，我进入中
学，从初中到高中，很快进入青春生命的多梦季节。那时，中学生课余时
间很宽裕，我生活的市区东部，有座建筑造型很典雅的图书馆，兼有一间
百余平方米的阅览室，我用学生证办理了一个借书证，每星期日或节假日
都带着借来的书在那里泡上一天，课后余暇也常来这里。当时，社会上正
流行一批后来被称作“红色经典”的文艺作品，代表性的长篇小说有《红旗
谱》《红岩》《红日》《青春之歌》《三家巷》《苦菜花》《创业史》《山乡巨变》《小
城春秋》《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还有一些我十分景仰的散文作家，如杨
朔、秦牧、刘白羽、袁鹰、碧野等作家的作品。那段时间，我一册册如饥似
渴走马灯似的读着，图书馆的阅览室是一种无言的陪伴，那空旷之中的静
默，让时间变得更有价值。作品中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
形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气势宏伟的史诗风格，特别是那些或叱咤风
云、或脚踏实地、或温文尔雅的英雄人物，让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那
几位我心仪的前辈散文作家，全身心地投入火热的生活，满怀赤诚地歌颂
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字里行间显露出的丰富美丽的想象，耐人寻味的境
界，精炼而富于美感的语言，清新而含蓄的意象都充满着灼热明亮的光
芒。诸多散文作品，如《东风第一枝》《雪浪花》《花城》《红玛瑙记》《情满青
山》……内中的许多章节我至今仍可背诵。如今自己也成为一名写作者，
回首半个世纪前读过的那些作品，依然能深刻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丰富
意蕴，重读这些作品时，则进一步增强了自己赓续前辈作家的光荣传统，
满怀激情，敞开心扉，投身壮阔的时代洪流和火热的社会实践，写出更多
更好不负时代的好作品的信心和勇气。
明代于谦曾有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阅读应该

是一种悦读，要发自内心地对一本书产生爱的情愫，读起来才会入脑、入
心。一部好的书，只有多次读、反复读，才会领其要旨。回望几十年来本
人徜徉“书山”的经历，深切感到，读书对塑造一个人的灵魂，是不可或缺
的源头之水，在一生旅途上影响着人的气质倾向和性格志趣的形成。

题图摄影：高浣心

2007年11月6日，天津作家协会召开了一个作
家讨论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会议讨论三位作
家：武歆、龙一、秦岭。会议还配备了速记员，这也是
前所未有的。历史已经跨入新世纪，新世纪的作家
自有新面貌。作协三会合一，或许是精简会议，或许
是人才辈出，只能增加密度。
这三位作家各有特色，风格迥异。武歆熟悉工厂

工人，关注小人物的日常生活，但并不把庸常生活看成
死水一潭，也不热衷于表现庸常生活中的沉溺，而是在
平庸生活中发现洋溢着生命活力的灵动的个性，正如他自己
所说：“表现庸常生活中的生命激情。”开研讨会前他还发表了
一篇写长征的《枝岈关》，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受到大家注
意。我对武歆有所了解，2005年在《天津作家》发过一篇文章
《表现庸常生活中的生命激情》，评论2004年武歆的创作。

龙一是作协创评组的，应该是搞评论的，后来突然写
小说，我很意外。他擅长创作历史小说，平时博览群书、见
多识广，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条件。读了《我只是一个马球
手》，我给《天津作家》写了一篇评论，题目就是《名副其实
的历史小说》。龙一蜚声文坛的短篇小说《潜伏》，2006年
年初已经发表，当时影响不大，所以在这次研讨会上并未
引起注意，大家更多关心的还是他的历史小说。2008年，
电视剧《潜伏》热播，这才声名鹊起。这是小说原著与电视
剧改编联袂双赢的范例。
读到这里，大家是否注意到，我评论王松、武歆、龙一

的比较重要的三篇文章，都发表在天津作协的内部刊物
《天津作家》上，后来并没有进一步深化，写成作家论投寄
影响更大的公开刊物。这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新一代作家
研究的水平没有信心，感觉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还有一个
原因是那几年我担任天津电视台电视剧艺术咨询委员，更
多精力用于关注电视剧创作和大众文化评论。

秦岭于1996年从甘肃天水调来天津，2004年成为天津
作协的签约作家。在这个会议上，与他初次见面，但早已
读过他的作品。在中国小说学会2006年度排行榜评议会
上，秦岭的《弃婴》和苏童的《拾婴记》都是短篇小说的候选
作品，题材相同，只能其中选一。投票结果《拾婴记》入选，
但我个人认为《弃婴》毫不逊色。我在发言时讲了这个看
法。后来秦岭说，这个发言对他是很大的鼓励。2009年，
秦岭的长篇小说《皇粮钟》产生很大影响，中国作家协会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办公室、天津作协、百花文艺出版社于5月
27日在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联合举办作品研讨会。我对
农村生活很不了解，为了更好地理解作品，我向秦岭请教
有关农民、农业、农村的一些问题。秦岭于5月5日给我发
来一个长达6375字的电子邮件，认真地从七个方面予以回
答，使我大受教益，这才能够心里比较踏实地赴京参加研
讨会，后来又给《天津日报》写了一篇《皇粮钟》的短评。
我多次提到“作品研讨会”，因为我觉得这是作家协会

做的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把作家和评论家聚集在一起，面
对面地交流、研讨创作问题，只要不是造势、炒作，而是实事
求是、推心置腹地探讨实际问题，这样的“研讨会”肯定有助
于推动文学事业的发展。那时新华路天津作协
的四楼会议室，还有中国作协十楼会议室，许多

天津作家和其他地方的作家在那里开过研讨会，这
是他们作家成名路上的加油站，或许用个未必恰当
的比喻，可以说作品研讨会是文学创作的“孵化器”。

这里我要说到一本书和一篇文章。在我年届
古稀的2010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编辑部
计划编辑出版一套“风味小说”丛书，第一本就是
《风味小说·天津卷》，编辑部嘱我写序。此书选了
蒋子龙、冯骥才、张仲、林希、赵玫、肖克凡、王松、龙
一、李治邦、武歆等十位天津新时期以来重要作家

的十篇具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佳作，他们都是我熟识的文坛
好友，能为这个选集写序，是我的荣幸。我把这篇序文看作
我融入天津文坛的象征！
2007年，我的肾病趋重，开始透析，直至2012年换肾。

这些年乃至以后，我只能写些随笔杂谈，很少涉及文学评
论。2018年，尹学芸的中篇小说《李海叔叔》获得鲁迅文学
奖，这是天津文坛一件大事。我早已认识尹学芸，但不熟
悉，从此开始关注她的创作。读了她2019年的新作《青霉
素》，萌生了重新写作文学评论的念头，虽然文笔生涩，竟然
还写成了《尹学芸的“妹纸叙事”》，发给《天津日报》，竟然采
用了，此后又写了两篇。当然都是随笔式的短文，而且年届
八旬勉为其难，强弩之末而已。
2004年，教育部要求高校学报提高质量，办出特色，开

设专栏。那时我已退休，学报同事与我商量，希望我作为特
约主持人，开设“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专栏。我答应试
试，马上约请蒋子龙和华东师大的杨扬赶写文章，自己也凑
了一篇，这个专栏就这样仓促上马。此后骑虎难下，没有想
到，当年这一允诺，维持至今，转眼已经十余年。我最近设
想用两年时间，约请几位年轻学者，写一组天津作家新世纪

创作研究的文章，最后再为天津的文学评论事
业做点事。

意大利石雕艺术得到业界认可后，为开拓市
场，意大利石雕公司以天津为中心，组织策划了系
列巡回展览，这次展览十分轰动，南至上海，北至
沈阳，一路走来，好评如潮。

1928年冬，意大利石雕雕刻展首秀上海，展
览地点位于南京路十六号的屈臣氏药房旧址，展

品一千余件，有人物雕像、动物雕像、台景、盆架、灯座等，大型作品均设内
置光源，使展品更加明亮悦目，价格从一元到一千余元不等。开展后，前
往参观的沪上中外富绅巨贾络绎不绝，门前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申报》
也撰文为之大做广告，称赞此次展览“实为上海之创见”，又借某艺术家之
言写道：“雕刻品一项，足以发扬意大利艺术界之精神。而是次展览，堪称
该国艺术雕刻品之大成云。届兹‘耶诞’，此项富于美术思想之作品，最合
送礼之用。”上海站的展览取得了开门红。
新年伊始，该公司乘势北上，1929年2月20日，天津站展览开幕。巧

合的是，地点也是屈臣氏药房旧址，不同的是此次位于天津英租界中街1
号（今解放北路113号）。本次展品价值约五万元，与上海站展品相同，已
经售出的就不在此列了。其中最精美的是一米多高的全身美女像，观者
称：其“明眸皓齿，笑容可掬，半身披黄色衣衫，石色黄白分明，而其双足下四
围有作莲花朵状者，则又莹洁如玉，下面承以高大之石柱，制作极见工致”，
此像定价一千元，为全场最高。天津媒体同样对展览大加关注，《大公报》
《益世报》《北洋画报》大都图文并茂地报道了展览，并刊登了记者参观记。
据报道可知，展品出自意大利著名雕刻家格兰尼（Prof Gremigni）、考老脱
（Colortri）、比哥西（Bigossi）、范能地（Vanetti）、比尼（Bini）、比西（Bessi）等人
之手，由意大利运到中国进行展售。由于选购者踊跃，展期被延长至3月底。
3月下旬，该公司趁热打铁，开始天津站第二展，地点仍在屈臣氏。

此次各界参观购买异常踊跃，为何会如此呢？《益世报》称：“闻该会将于本
月底闭会，前往他埠展览，故于今日起，特将各样美术品减价九五扣矣。
欣赏美术者，不可失此良机也。”好一个打折促销！
“前往他埠展览”并非虚指，5月，沈阳展览会举行，这是意大利石雕

艺术在沈阳的首展。虽然展览时间较短，但毋庸置疑，此次巡展又一次取
得了成功。
仿佛是意犹未尽，10月1日，天津第三展开幕，本次地点为石雕公

司本部意租界河沿三号。《北洋画报》载：“内有意国名雕刻家如比西
（Bessi）、那多尼（Nardoni）、嘎拉斯特里（Calastri）、蒙托尼（Montoni）及格
利米格尼（Gremigni）等教授之作品，上述人等，在意国艺术界中均名震
一时。”
系列展览使得意大利石雕艺术广泛传播，更起到了强大的广告效

应，促进了产品销售，在此过程中，主办方意大利石雕公司早已赚得盆满
钵满了。

港5井坐落在天津东南约60公里处，这口看
似平常的油井，五十多年前宣告了大港油田的诞
生，虽然这口井早已不再生产，如今已被辟为我们
对新一代石油人进行教育的基地，但采油树高大
的身躯依然挺拔，一座大理石纪念碑矗立其旁，上
书港5井的历史功绩，纪念碑右侧是一座大型浮
雕墙，上面镌刻着当年会战的感人场面。
2007年，港5井作为天津市唯一的当代工业

文物遗产而当选天津市“十大不可移动文物”，也
是大港油田的地理坐标。
站在井场下，历史的时针指向1964年的早春。

1964年1月，中共中央批转了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
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简要报告》，由大庆油田
抽调53个地震队、17个钻
井队和23个生产辅助队共
七千七百余人的勘探队
伍，在天津、河北地区展开
勘探会战。用炮声和钻机
的轰鸣，奏响了大港石油勘
探开发的雄浑乐章。
那时，大港就是一片

退海之地，发源于河北省
西部山区的大清河、子牙河、独流减河、青静黄河
等河流，在这里汇入渤海湾。除了一棵传说是唐
朝名将薛仁贵东征时拴过马的歪脖子老槐树之
外，再也找不到一件像样的标记。
七千余人的队伍挥洒着汗水，在这片土地上

寻找着黑色的宝藏，然而，8个月过去了，到1964
年9月，这一地区已经完钻二十多口探井，仍然没
有找到一个油田。就在河北、天津地区勘探即将
收尾之际，港5井作为收尾前的最后一口井，于
1964年11月17日，由3238钻井队在这里竖起了
高耸入云的钻塔，港5井正式开钻，大港的历史在
他们手里掀开了新的一页。
那时，大港没有一条像样的道路，“行车二三

里，误车四五回，挖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抬”。3238
钻井队的职工发扬“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
也要上”的大庆精神，没有道路，就在泥里摸爬滚
打，设备不足，就人拉肩扛。克服了种种困难，为
大港油田的建设立下了头功，为后人树立了
学习的榜样。1964年12月20日，这是一个
应该让大港石油人永远记住的日子，当钻头
进入老第三系沙河街组三段上部约2526米
时，港5井发生强烈的井喷。眨眼间，地下的
“油龙”挣脱了亿万年的束缚，呼啸着冲出井
口，直指天空。它成为大港油区的第一口出

油井，同时也成了华北地区古生界第一口出油井。
后来，有人这样描绘当时的景象：“一条乌龙张

牙舞爪地冲出井口，气势汹汹地蹿上天车，又被铁
架子撞得粉碎，鳞甲般的泥浆四处飞溅”。港5井喜
获高产油气流，用15毫米油嘴试油求产，日产原油
19.74吨，天然气3.4万立方米。
港5井的钻探成功，向世界宣告，我国继大庆油

田、胜利油田之后的又一个油田诞生了。从此，大
港油田以其特有的魅力载入中国石油发展史的史
册。此后，渤海湾西部的海滨矗立起了一座现代化
的石油城。
2004年，大港油田四十华诞。为了彰显港5井

和第一代大港石油人为油田发展作出的贡献，大港
油田集团公司、大港油田公
司、大港石化公司共同建立
了港5井纪念碑，并命名港5
井为大港油田发现井。碑
文上写着：“大港油田的发
现井——港5井。”

因1964年1月，开始此
次石油会战，所以大港油田
对外代号“641厂”。大港油

田的成功验证了李四光同志对于环渤海湾地区有广
阔的找油前景的预测。后来，在大港油田的基础上，
陆续分别诞生了华北油田、渤海油田、冀东油田……
大港油田获得了东部石油“小摇篮”的美誉。
从1965年1月30日，港5井正式投产，到1968

年8月8日关井，港5井累计产油579吨，生产天然气
31万立方米。港5井喜获高产油气流，极大地鼓舞
了大港石油工人找油的斗志。港7井、港3井、港14
井相继开钻，均见到了良好的油气显示。一时间，
百里碱滩井架林立，会战场面蔚为壮观。港中、港
西、港东、唐家河、羊三木、王官屯、小集、枣园、舍女
寺、段六拨、乌马营等二十几个油气田，先后完工，
大港一跃成为当时我国第三大油田。
重温这段历史，不仅加深了我们对港5井历史

价值的认识，更真切感受到了大港油田创业者们艰
苦奋斗的精神品质，这是他们创造的最为宝贵的精
神财富，是中国石油持续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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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时期到新世纪

夏康达

意大利石雕艺术在天津（二）

南渡北归系列展
李琦琳

港5井：
大港油田的地理坐标

胡庆军

●

在路上李桂林还在想，夫妇
俩听到这个消息，该不会激动得
往上一蹦，把屋顶撞出窟窿，怎料
夫妇俩对视一眼，成了稻草人。

过了几秒钟，夫吉木乃回过神
来，郁郁说道：我们一句汉话都不
懂，成都往哪边走都不晓得，如何敢去？

带路、翻译、安抚病人，夫妇俩去
一个就行了，但是，安排好学生调课，
把李想托付给邻居，李桂林陆建芬双
双陪着父女俩去了成都。他们的考虑
是：手术刀要在头上比画，李桂林在现
场，家长心不慌；阿珈什扎是女孩，有
陆建芬陪着，生活上比较方便。

阿珈什扎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
夫吉木乃留在医院，阿衣热哈也请假到
医院陪护，李桂林、陆建芬这才踏上归
程。临出发，两口子去院长办公室致
谢。院长说，后续治疗需要一个月，出
院后还要吃两年药。医院研究决定，所
有治疗费、药费连带他们在医院期间生
活费一分不收。不为别的，就为有你们
这样好的老师，我们也要有所行动！

阿珈什扎刚出院，李桂林又拿起电
话。这一次，电话号码只输到第五位，陆
建芬把手机抢了过去：别让人家觉得我
们人心不足，只有再一再二，没有……

这不是只有再一，刚要再二吗？
李桂林气咻咻问。那也不能才放筷子
又拿碗。陆建芬把抓紧手机的手背在
身后，仿佛李桂林的手有一丈长似的。

每往后拖一天，风险都会成倍增

加。妻子不理解他，李桂林很难理解。
他们讨论的是木乃尔哈的事。木乃

尔哈和阿珈什扎都住1组，都是他们的学
生，家庭都很困难，又都生了治不起拖不
起的病。与阿珈什扎后脑勺长出肉瘤不
同，木乃尔哈是喉结处生了疮。疮生在手
上脚上是疮，生在喉结处，是放慢了速度
往里钻的子弹。天已入夏，木乃尔哈还穿
着带立领的尼龙衫，就为遮住弹孔，以免
把人吓着。木乃尔哈和阿珈什扎还有一
个不同，那就是后者父母双全，而他六七
岁时就没了妈妈，后来又不见了爸爸。与
他相依为命的阿木什布原来是个孤人，人
虽厚道善良，但身单力薄的他在与他同样
瘦弱的土地上耕耘的收成，丰年尚能勉强
果腹，遇上年景不好，口粮还要四处化缘，
根本拿不出钱为木乃尔哈治病。阿珈什
扎病灶清除与自己有关，李桂林因此觉
得，如果木乃尔哈延误了治疗，责任就在
自己身上。这与1组、3组村民喝上了不要
钱的自来水，而2组的人是自掏腰包，他觉
得良心上过意不去同理：一碗水没端平。

老家有个表叔早期病情和木乃尔哈
一模一样，但是后来，“子弹”穿透喉壁，
喝汤时得拿手按住洞口，不然汤刚从嘴
里喝进去，就从喉部漏出来……

105讨论木乃尔哈的事

由于实现了自己移江南风光于
京师的愿望，再加上将玉泉山的清
泉引入园中，这里“酌泉水而甘”，康
熙皇帝非常喜欢畅春园，除了要在
城里皇宫举行重大庆典外，他经常
在这里“避喧听政”。据统计，自康
熙二十六年（1687）二月二十二日首次驻
跸畅春园，至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
三日病逝于园内清溪书屋，凡三十六年，
每年都要来畅春园居住和处理朝政。三
十六年间累计居住畅春园257次，3800
余天，年均驻园7次107天。最短者为29
天，最长者为202天。可见畅春园在康熙
朝是多么得宠。因为喜爱，康熙皇帝还专
门写有《御制畅春园记》一文。

为了听政之便，康熙皇帝把附近的
园林都先后赏赐给他的儿子们居住。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康熙四十八年
（1709）在畅春园的北边，修建了“镂云开
月”景区，并赏赐给皇四子爱新觉罗·胤
禛居住。胤禛即后来的雍正皇帝。雍
正即位以后，便在此基础上大肆扩建，遂
形成圆明园四十景区，并正式命名为圆
明园。乾隆时又在圆明园西边修建了
清漪园。至此，清代在北京西郊所建的
皇家园林区“三山五园”就基本形成。

康熙皇帝驾崩后，雍正和
以后的乾隆均居住于圆明园。
畅春园凝春堂一带即改为皇太
后居所，其中崇庆皇太后（孝圣
宪皇后，乾隆帝生母）在园中居
住了42年之久。随着清王朝

国势转衰，逐渐放弃了对园内建筑的增建
和修补。至道光年间，畅春园已趋破败，迫
使道光帝将恭慈皇太后（孝和睿皇后）接往
圆明园绮春园居住。咸丰十年（1860），英
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时将其一并烧
毁。此后畅春园废址失于保护，园内残存
建筑在同治年间多被拆用于圆明园复建工
程。至民国时期，畅春园遗址已成荒野，仅
有恩佑寺及恩慕寺两座琉璃山门残存。
1983年以后，畅春园有了一些变化。旧

址西南部建成芙蓉里居民小区和万泉河中
学，东南部建成海淀体育馆和畅春园饭店。
侯仁之先生曾撰写《新建畅春园饭店记》，文
中扼要地记述了畅春园一带的历史沿革，引
起人们对这一带历史变迁的重新关注。不
久，畅春园遗址的西北部划归北大所有。北
大先后在这里建有北大二附中（现为北大附
中实验学校）、教职工住宅楼和研究生宿舍
楼，与蔚秀园、承泽园的教职工住宅区连成了
一片。这样，畅春园成了迄今为止与北大结

缘的最后一个古园林，使北大的历
史文化资源更为丰厚。

自民国以来，关于康熙畅
春园的野史传说很多，其中最
为脍炙人口的大概要数雍正夺
宫案和康熙死亡之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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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著

那女人一边走，一边叨咕着：
“真不是个东西，说在这里请我吃
饭，我来了，却不见他人，成心耍我
啊。好，从今天起我们断交！”这个
女人是个寡妇，丈夫原先在国民党
部队，后来死在战场，家中只她一
人，因没有正当职业，生活全靠傍个男
人、找个相好的维持。今天，就是她傍
的男人说要请她吃饭，到了酒楼却不见
请客的人，她知道一定是那个男人又有
新欢了，所以才骂着街走了出来。

谌涛两壶酒下肚，看到走出二楼餐
厅的女人身材窈窕，长相俊俏，想想她刚
才上楼时，对自己那一瞥一笑的模样，不
由得勾起了欲火。他咽了一口唾沫，把
上升的热流压了下去，两眼却一直在这
个女人身上打转。凭着女人的直觉，那
个女人对谌涛投在她身上的目光当然有
所察觉，于是，她就把刚迈下楼梯的脚步
又收了回来，故意扭动着臀部，走到谌涛
的小桌旁，笑嘻嘻地挑逗着说：“先生这样
看我，莫非是想请我吃饭？我这腹中可
正饿着呢，有请客者我从来不拒绝的！”

酒劲儿上来的谌涛，看着眼前的女
人，浑身又是一阵燥热，他色眯眯地笑
着说：“只要女士不嫌弃，那就请坐过来
吧。”说着，谌涛喊来伙计，让再加把椅
子、酒杯和餐具，另外再上两个菜。伙
计答应着，很快就把要的东西上齐了。
那女人毫不客气，一屁股坐在谌涛对面
的椅子上，先自斟一杯酒，仰脖喝了，又
夹了两口菜放在口中，一边嚼，一边又

举起一杯酒，对谌涛说：“先生真是好客之
人，小女子敬你一杯，以表谢意！”谌涛说：
“女士也是性情中人，见我一个人寂寞，就
凑过来添趣，也谢谢你啦。”

谌涛的话语中，明显地含有撩逗的意
思。这女人想傍男人谋生活，这男人因长
期离家欲火难耐，又不严格遵守组织纪律，
两个人此时虽然话不明说，但却心有灵
犀。因此，酒至微醺时，女人便站起来娇
嗔地说：“先生，我酒喝多了，想要回家，你
可以送送我吗？”谌涛说：“你家中都有什
么人啊？我送你可别再惹出什么麻烦
来。”谌涛怕这女人是谁放出的鸽子，有些
不放心，就借机探底儿。女人转眼看看四周
无人，就小声说：“你放心吧，我是独身一人，
家中再无任何人。”说完，转身就走，谌涛立
刻起身跟上，两个人挽着手一起走下楼梯。

他们坐上黄包车，来到那女人的家
中。一进门，两个人的欲火都腾地燃烧
起来，什么也不顾忌，那女人抱着谌涛
说：“我还不知道你姓什么、叫什么，就把
一切都给你了。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目
的，就觉得你是个好男人，跟着你能够混
口饭吃。”谌涛脑子还算清醒，只说自己
是在一家公司做事，还没有成家，并说可
以照顾她的日常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