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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坛方家评剧缘（七）

魏喜奎唱评剧
刘万江

钱君匋先生在赠我的书中，有《鲁迅
笔名印谱》一册，每每展卷，墨香扑面，古
雅之气氤氲开来，那款款印章，金石作
响，方寸之间，气象万千，叫人不忍离
眼。那印章虽刻于石上，笔锋起落，却包
含着对鲁迅先生敬仰的深情，透出汩汩
暖意。先生与鲁迅缘分不浅，亦师亦友，
他尊崇鲁迅，在与其交往中，人文精神得
以提升，不仅书籍的装帧受其影响而别
开生面，诗文书画等也平添了一种生生
豪气和民族韵味。

念高中时，我读到先生的诗集《冰壶
韵墨》，恰如文学大家赵景深所慨言：“当
你静夜在松柏林中散步的时候，一阵软软
的风吹在你的脸上，这风，就是君匋的诗
了。当你在床上假寐的时候，一阵淅沥而
又哀怨的雨声将你滴醒，这雨，就是君匋
的诗了！”到了大学，方渐次明晰，先生乃
驰骋现当代文、艺两坛之巨擘，十分了
得。于是，钱君匋先生成为梦里神交。

编《名人雅趣》时，我赴上海造访先
生，请其赐稿。在其书房探问先生，此生
雅趣几何？他“嘿”了一声道：“我从事的
每一项工作，都是雅趣呀！”可不嘛，书籍
装帧、编刊创社、写诗作赋、金石书法、挥
洒丹青、抚琴谱曲、集宝收藏……这哪一
项，不都称得上是雅趣？先生可谓十八般

武艺皆能者，且桩桩灵光，令人叹服不已。
我很想知晓一些趣闻，便浅浅地问了一

句，这其中可有最为得意之事？
他沉吟片刻，道：“我为鲁迅先生的《十

月》《死魂灵》《艺术论》等多部大作设计过封
面和装帧，有天，先生邀我小酌，我俩把着锡
壶老酒，聊起民族风格与时代的关系；还聊
到世风、文人与风骨，先生之见地深刻而博
远，对我的一生影响很大。”

先生认为，人之雅趣，取决于人生态度、
生活理想和对美的追求。
“你与什么人交集，就会产生什么样的

向往；你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就会有什么
样的雅趣。”先生如是说。

他尊崇鲁迅，跟随恩师丰子恺，交际的
有李叔同、黄宾虹、沈尹默、陈望道、于右
任、吴昌硕、刘海粟、齐白石、沈迈士、吴湖
帆、王个簃，以及茅盾、郭沫若、郁达夫、叶
恭绰、陈巨来等一众民族文化大咖，哪一位
不是雅趣之人？他们的意趣都曾潜移默化

地影响到他。
谈及沧桑过往，先生津津乐道的是有恩

于他的章锡琛先生及其开办的开明书店。
1927年8月，先生走进上海宝山路宝山里六
十号这家书店，开始了一生的事业。他说没
有开明书店，就没有他后来的发展。在此，
先生劳作七载，奠定了他一生的人脉关系。
此间，他结识了丰子恺、赵景深、郑振铎、夏
丏尊、叶圣陶、沈雁冰、章克标、方光焘、周予
同、丁晓先、章锡琛、范洗人、索非、孙怡生、
王蔼史、王燕棠等杰出的文化人。

于开明二楼，他为三十多位作家的作品
设计过封面，包括鲁迅、赵景深、丰子恺、章
锡琛、沈雁冰、顾均正、胡愈之、陈万里、黎锦
明，以及柔石、胡也频、刘半农、巴金、周作
人、曹禺；还有郁达夫、陈望道、汪静之、陈则
恭、谢六逸、索非等巨擘精英，在工作交往
中，先生敬崇前辈、尊重同辈、虚怀若谷的精
神，赢得人们的喜爱，这其中多人成为他的
至交或朋友。

先生告诉我，开明书店是个暖心而有趣
的同道之家。店里有个每周一次的雅集，名
曰“开明酒会”，即忙碌之后，大家聚在一起
小酌，既消解埋头纸墨的疲惫，更借把酒之
机聊创编之事。但是，有个规矩，一次受用
五斤“加饭”者，方能入会，而钱先生只有三
斤半量，险些被拒之会外，多亏夏丏尊老求
情，给钱君匋破格打了个七折，才使他如愿
以偿。他说，人们借着酒兴，许多的好创意
就是伴着酒香而生。小酌间，也常有段子引
起哄堂，而沈雁冰背诵《红楼梦》更是增加了
人们的酒兴。

那次上海之行，收获颇丰。先生提掖后
学，百忙里拨冗为《名人雅趣》赐《酒》之大作
一篇，为该书增添许多光彩。

与先生道别时，我恳请先生能为我的另
一部散文集设计封面，他一口应允，随之笑
道：“稿费有噢？”我应道：“有，出版社一定有
稿酬！”说罢，忽然记起，先生曾刻有“人间造
孽”“嫌其铜臭”的自嘲之章，并在边款上刻有
“其实是个没钱的人，无所谓铜臭。不过姓了
钱，就不免带着一些了”。突然悟到，先生提
及稿费，是同我开了个玩笑。

果然，他送我出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
连连地调笑道：“稿费噢！稿费！”

望着一脸是笑的先生，觉得他乐心似孺
子，矍铄胜华年，可敬且可爱。

这是一份什么样的读物呢？
几乎不用思考，“安静”这个词就跳了出来。是的，这是一本安

静的杂志，更是一本能够让人心静的杂志。装帧极为素雅，封面常
是清淡的花草，白的，绿的，朴拙之中，有生命的律动，也有方圆的
气象。《散文》的低调是从骨子里面冒出来的，习惯了大红大绿的
人，多半是不会翻开书页的，翻开又能怎么样呢？里面什么也没
有，没有扯人眼球的明星艳照和八卦绯闻，没有财富英雄的创富故
事和格言警句，也没有高科技，没有心灵鸡汤。连插图也少。只有
一个又一个的文字，和疏朗的留白构成了一个奇异的世界，宛若待
耕的田垄，等着有缘人的光临。喜欢它的人，会把它当成今世的爱
人，小心翼翼地呵护，长长久久地厮守。所
以啊，安静也是有杀伤力的啊，特别在我们
这个闹嚷嚷的时代，安静会让我们感到另外
一种排场——有安静的排场吗？嘘，跟我一
起走进《散文》。

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这
本杂志的了，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吧，那
时候我读高中，是不折不扣的文学爱好者，总
想方设法接触我能接触到的所有文学书籍，
可能是在学校的阅览室，也可能是在邮局的
报刊亭，总之是看到了这本杂志的，“散文”这
两个字就锲进了我的记忆，不再消失。当然，
后来有很多年，我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个杂
志，在那些流荡的、与青春赛跑的岁月里，生
存是第一要务，过去的闲情逸致，或者说是
理想、豪情，得让位于今天的一日三餐和明
日的一日三餐。没有机会邂逅《散文》，这个
即便是今天想起了，我也不遗憾，我知道《散
文》的存在，也领略过它的风采，而我是一定
要离开它的，就像一个人，生长在故乡，但终
究，是要离开故乡的，离开未必不是一种另
外的阅读，以自身的成长、历练，以阅读文字
的眼和心，阅读社会，阅读他人，这与亲密无
间地阅读杂志，又有多大的区别呢？换一句
话说，没有对社会的阅历，又怎么能够悉心
体会文字的美感呢？不是说是“巅峰笔意”
吗？高山之上的高山，哪里是任何一个人都
能涉足于审美的？现在，我又回来了，像重新
回到故乡一样，回到了《散文》身边，泰戈尔说
过，出游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他说的是对的，完全表达了我的心声。
我回来了，那多年不见却时常想起的山河，闪烁着跟过去不一样，或
者是我过去压根就没有发现过的光芒，原来，《散文》就像一篇好的
散文一样，形散而神不散，就像故乡，早沉浸在我的血脉里，从来也
不会真正走散。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游子返乡，乐在其中？想来还
是安静的力量。这里的作者都不会大着嗓门说话的。句子与句子，
词语与词语，彼此间都是谦逊的，和气的，自然而然的。这就构成了
一种场，和善的、文明的、灵动的场。述说，表达，抒情；怀旧，放远，
伤感；乡下的事，亲人的事，边地的事，书上的事……不同的作者，奇
妙的文字，就像是漓江支流遇龙河的竹筏子，只能载两三个人，纯手
工撑篙，除了水声，就是快门声，心跳声，船上是作者和文章里的人，
眼里自然是水光潋滟，风光无限；岸上是看客，是读者，眼里的风光，
除了作者看到的，还多了一支竹筏，两三乘客，以及荡漾的水波，细
碎的纹理。遇龙河不像漓江，漓江景美，宛若天籁，大煞风景的是，
竹筏上安了马达，轰轰轰，自家的筏在轰鸣，更有身边的千筏万筏，万
马奔腾，万炮齐鸣，漓江的幽意，荡然无存。遇龙河的筏没有马达，人
工撑篙，悠然而行，搁浅的事时有发生，需要船工师傅涉水推舟。缓
慢的水上时光，幸福的阅读时光，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上，浅浅地行，默
默地看，这一池清波，居然载动了我们的神仙感觉，你说它的密码不
是安静，又是什么？
《散文》的文字，各有章法，各得其美，却都具有安静的气质，想来

想去，可能是刊物给灌注了特别的内在标准，那就是对节奏感的小心
轻放，精心呵护。不会有人来这里展示雄辩的口才，那种绝傲张狂，
在这里会被人当成笑话看的。也不会有人来表达强烈的愤慨，世事
诸多不平，一己颇多仇恨，愤愤不平质问天理何在，未尝不可，但来这
里不可以，因为仇恨源于天理缺位，而仇恨更加会遮蔽天理。这里也
没有刻骨的忧伤，忧伤刻骨，就会致癌，生命苦短，何苦来哉？所以最
多也就是一种淡淡的忧伤，氤氲流岚，若隐若现，是作者的愁，也是读
者的忧，纸上风雷，心中共鸣。在雄辩、愤慨、悲痛三种极端的感情被
剥离之后，人就心平气和了，和气得天真，高怀见物理，对事物也有了
理性的看法，语言的节奏感，也就趋于同一了。娓娓道来，不动声色，
可以算作是刊物文风的一种描述吧？

多年来，《散文》有个主题词，叫“表达你的发现”，看起来很平凡，
细细思之，意味深长，包含了许多道理，却一言以蔽之，不可谓不传
神。以之为圭臬，校验刊物中的文章，是非常贴切的。所以我有一个
很自我的看法，那就是全国最好的散文作品，一般都会荟萃到《散文》
上来；而《散文》的年度选本，基本可以代表国内当年散文创作的最高
峰。愿这样一种安静的力量，总是陪伴在读书人、爱书人身边。

去年，网上传出一段儿著名艺术家魏喜奎演唱的评剧
《珍珠衫》视频，魏喜奎演唱得声情并茂，评剧味儿十足。许
多观众纳闷，魏喜奎是奉调大鼓的创立者，也是北京曲剧
的创始人，她怎么还会唱评剧呢？这可得从天津说起。

魏喜奎出生在蓟州一个鼓曲艺人家庭，自幼随父兄
学弹唱，8岁时随家人到天津南市演出，父亲、
兄嫂在园子演唱赚钱，她在家里买菜做饭、洗
洗涮涮，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这一带戏园子、
电影院、杂耍场、落子馆很多，看门儿的叔叔、
大爷都知道她是唱大鼓艺人魏永富的女儿，
对她都很好。有一天小喜奎上街买菜，路过
群英戏院，评剧名角儿鲜灵霞正唱《打狗劝夫》，小喜奎进
去看了会儿，一下子被鲜灵霞的精彩唱、做吸引住了，敢
情这评剧可比一个人唱大鼓精彩多了。她从此迷上了评
剧，当时，鲜灵霞、刘翠霞、筱俊亭、喜彩莲等名角儿都在南
市各戏园子唱，魏喜奎天天追着她们看戏。

魏喜奎看鲜灵霞的戏最多，认识了后者戏班儿里一
位姓傅的琴师，傅师傅让她唱几句评戏，觉得够味儿，主

动教她唱法、换气。有一次傅师傅教她唱鲜灵霞的《珍珠
衫》，正巧被鲜灵霞听到，她对魏喜奎连连夸赞：“这孩子
是块材料，您快收她当徒弟吧！”这一说，把傅师傅的心眼
儿说活了，找到魏永富，主动要收魏喜奎为徒教评剧。打
那儿，魏喜奎就名正言顺学起了评剧，不光学唱，还学身
段，一晃两年多，着实学了不少评剧剧目。谁想，她哥哥
魏宝华看妹妹出落成大姑娘，考虑家里是鼓曲世家，把她
培养成大鼓名角儿，一定能有出息，坚决不允许她学评
剧，想方设法联系到北京方面，要带妹妹到北京发展。幼
小的魏喜奎拗不过哥哥，与傅师傅挥泪而别。

12岁的魏喜奎随父兄进京，果然以唐山大鼓一鸣惊
人，唱红了京城各园子和各大电台。曲艺界讲究名角儿

在北京唱红不算真红，要到天津得到认可才算
大角儿。三年多后，15岁的鼓曲新秀魏喜奎果
然收到天津庆云戏院的邀约抵津公演，一炮打
响。彼时的魏喜奎色艺双绝，引起庆云戏院的
把持者、大恶霸袁文会的注意，他不怀好意，设
下陷阱。魏喜奎陷入困境，后经同台演出的梅

花鼓王金万昌和教过她的评剧琴师傅师傅的倾力帮助，
她才得以化险为夷。

或许是因为自幼的喜爱，或许是因为这场劫难，魏喜
奎一直对评剧、对评剧演员，都怀有深挚的情感。她与北
京的小白玉霜、新凤霞、花月仙、李忆兰、袁凤霞，天津的
鲜灵霞、莲小君、孔广山，东北的韩少云、花淑兰、筱俊亭、
刘小楼等评剧名流，均保持了一生的友谊。

西装笔挺考究，油头一丝不苟，皮鞋锃
光瓦亮，谈吐尽显派头。当这样一位风度
翩翩的英伦绅士迎面走来时，你绝对不会
想到，他竟然是一位身手矫健的王牌特
工。在2015年上映的电影《王牌特工：特
工学院》里，科林·费斯在酒馆教训小混混
的打斗戏堪称经典，将风格和时装元素一
网打尽。影片在全球大获成功，以8000万
美元成本，收获超过 4亿美元的全球票
房。两年后，影迷们期待已久的电影续集上映。这就是
2017年英国动作冒险喜剧《王牌特工2：黄金圈》。
《王牌特工2：黄金圈》开场就是一场伦敦街头的飙车

大战，一辆英国最普通的出租车，不但暗藏了许多精巧的
特工装备，还拥有超级跑车的速度和潜艇的性能，帮助男
主角摆脱追踪。

特工行动总是需要一些不寻常的装备，而各种隐蔽伪
装的装备库，也是特工电影的一大看点。《王牌特工》的装
备库，也是该系列影片引人热议的精彩看点，要成为一名
王牌特工，首要条件是“成为一名绅士”。文质彬彬的黑框
眼镜，脚踩标准牛津鞋，最重要的是一身萨维尔街出产的
定制西装，于优雅之间暗伏杀机。

历史悠久的手工裁缝店“皇家绅士”，是最适合王牌特

工身份伪装的装备库。这家裁缝店是《王牌特工》最具标
志性的场景，取景地是位于伦敦萨维尔街最昂贵的高级定
制店之一，创立于1846年，绝对是定制西装界的活化石，号
称“英国女王钦点的裁缝店”。店内陈列着各种奖杯，69年
前，电影《罗马假日》男主角饰演者格里高里·派克就穿着
这家店的西服收获了一众迷妹。

皇家手工高定西服，精巧绝伦的特工装备，谁能撑得
起这样一身绅士行头，成为王牌特工？答案就是特工哈利
的饰演者科林·费斯。他曾在电影《国王的演讲》中饰演英
国国王乔治六世，获得金球奖和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
奖，还是《傲慢与偏见》中迷倒万千少女的达西先生，也是
《BJ单身日记》中优雅内敛的金装律师。论演绎英伦绅士，
科林·费斯可是教科书级别的演员。

与科林·费斯组成搭档的新人特工的
饰演者塔伦·埃格顿，这个看起来稚气未脱
的威尔士男孩绝对是个幸运儿，24岁出演
第一部电影就担任主角，处女作影片正是
与科林·费斯合作的《王牌特工：特工学
院》，并凭此片获得《帝国》杂志电影奖年度
最佳男新人奖。在《王牌特工2：黄金圈》
中，他延续了这一份幸运，一共有4位奥斯
卡最佳演员获得者为他做绿叶。同时为他

助力的，还有另一位英国流行文化标志性人物——埃尔顿·约
翰，他坐拥5座格莱美奖杯，3亿张唱片销量，曾凭借《狮子王》
经典主题曲《今夜感觉我的爱》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奖，
是英国殿堂级的音乐艺术家，在本片中，他本色出演，和著名
演员朱丽安·摩尔有着精彩的对手戏。

去年年底，《王牌特工》系列电影的前传《王牌特工：缘起》
上映，制片方也是立志打造一个新的特工宇宙系列。在《王牌
特工2：黄金圈》中，英国王牌特工将前往美国，当西部牛仔与
英国绅士风格上产生碰撞，英伦复古与未来机械科幻混搭，加
上众多好莱坞演技派的加盟，呈现出来的是一部高度风格化
与动作创意十足的视效大片。

4月30日22:18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王牌特工

2：黄金圈》，5月1日14:1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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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钱君匋先生
曹积三

风声鹤唳（漫画） 刘二励

周末
文丛

对方有了态度，李桂林再往
下说，脸也就不如刚才绷得紧了：
以前教室没有构造柱，重建如你
所说，算得亡羊补牢。水管不一
样。无非你们管子粗些，但现在
水也不是不够用，没必要拴了一
根布腰带，又来一根皮的。

老李哈哈笑了：李老师说到腰带，我
拿它打个比方。原来一根，再拴一根，这
是“双保险”。就像那句话，嘴多不掉饭。

眼见笑意不断在老李脸上堆叠，
想着他也有他的难处，加上孙中华从
中调和，孙中华这个人做事情踏实认
真，对人又友善和气，虽然仍是如鲠在
喉，李桂林还是把挡住去路的身子往
边上挪了挪。那天，双方达成君子协
议，李桂林不干涉饮水工程，前提是，
不管项目如何实施，原来拉的水管原
样保留，秋毫无犯。

空气里的花草香隐约可闻，画眉的
叫声稀零了似的，让天地间显出清疏淡
远。李桂林和陆建芬走在弯弯曲曲的
小路上，他们被秋阳投在地上的影子，
一会儿很高，一会儿很矮。不久前，政
府投资，木梯置换成了钢梯。梯步不再
竖直高陡，陆建芬心里也平顺不少。休
息一会儿再走吧，天梯在望，她喘着粗
气对李桂林说，这身体真是一年不如一
年了，打着空手气还喘不匀净。背着行
李走在前面的李桂林没有停住脚步也
没有回头：不想你的想儿吗？

他们刚刚从北京载誉归来。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经中央
批准，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
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
室、民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全
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
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评选
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
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
动中国人物。李桂林和陆建芬入选“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

李桂林和陆建芬是进京受奖，并应邀
在天安门前观看国庆阅兵后返回二坪。
爬过最后一步钢梯，走过一段小路，寨子
已在不远处等候他们，静默的，坦诚的，温
情款款的。每一次回来都是如此温暖亲
切，但是这一次，比起以往任何一次来，李
桂林都想流泪，而陆建芬的泪早就包不住
了：北京和二坪，多么遥远，多么近！

刚进村陆建芬就消失了，李想寄住
老乡家，她迫不及待想见到儿子。李桂
林最牵挂的还是学校重建进度。一家三
口已在印有“救灾”字样的蓝色帐篷里住
了几个月，学生上课也在帐篷里，他担心
春节前工程不能完工，下学期学校还像
“灾区”。远远看见孙中华立在校门口，李
桂林张口就问，这几天施工可还顺利？

108 从北京载誉归来

敬老尊贤，是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也是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数千年
来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清王
朝定鼎初期能有所作为，后来日渐衰
落，至晚清则惨遭西方列强蹂躏宰
割，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对传统
的漠视，肯定也是腐朽没落的一个重要文
化原因。恩佑寺、恩慕寺两座山门，要告
诉我们的，或许也是同样的道理。

肃穆庄严的恩佑寺建于雍正元年
（1723），是雍正皇帝为供奉其父康熙
的遗像而建，正殿供奉三世佛。乾隆
八年（1743），康熙像移奉于新建的圆
明园安佑宫；今存山门“敕建恩佑寺”
额，为雍正帝书。乾隆四十二年
（1777），乾隆的母亲病逝。乾隆为纪
念其母，在恩佑寺南侧建恩慕寺，正殿
供奉药师佛，其规模与恩佑寺相同。
此前，康熙帝曾在南苑建永慕寺，供其
母礼佛。恩慕寺即兼取恩佑寺和永慕
寺二寺寺名。今遗存的恩慕寺山门
“敕建恩慕寺”额，为乾隆帝书。这两
座山门于1984年被列为北京市海淀区
文物保护单位。

在与北大相关的古园林中，和珅的
淑春园应该是最重要的了，因为当年燕
京大学开辟的燕园主要就是
淑春园的旧址。如今作为北
大校园象征的未名湖，以及湖
中的小岛、石舫都是淑春园的
遗留。淑春园的主人和珅，也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人物。他从

一个孤儿，竟然能进到皇宫给乾隆皇帝抬轿
子，在乾隆身边十多年又竟然像火箭一般
上升，成为位极人臣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以
至于嘉庆初年，乾隆上朝时命他站在金龙
宝座旁充当“翻译”，如同摄政的“二皇
帝”。然而，乾隆驾崩五天后和珅即被嘉
庆逮捕下狱，十天后赐死狱中。“其兴也勃
焉，其败也忽焉”，历史给后人留下什么教训？
和珅（1750—1799），钮祜禄氏，原名

善保，字致斋，自号嘉乐堂、十笏园、绿野
亭主人，满族正红旗人，后改隶正黄旗。
由于《宰相刘罗锅》等影视剧的流

播，人们对和珅已经不陌生了。不过，和
珅其实相貌“俊秀可观”，并不是“戏说历
史”中矮矮胖胖、丑陋奸猾的形象。他也
颇有才学，甚至那位对中国抱怨甚多的
英国使臣马戛尔尼，也对和珅颇有好感。
乾隆十五年（1750），和珅出生在福建副

都统常保家中。三岁时母亲因难产而去世，
临终时产下弟弟和琳。父亲常保在和珅九岁

时亦因病去世，幸得一位老家丁和
父亲一位偏房保护，和珅、和琳两兄
弟才能免于被赶出家门。后来和珅
考上咸安宫，他学习刻苦，得到老师
吴省钦、吴省兰的喜爱。成年后，又
得到直隶总督冯英廉的赏识。

21 恩佑寺与恩慕寺 39 叛变投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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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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身材和面相，中年男人断
定，这个人就是那天在寡妇家遇到
的带枪的男人。他立刻赶往力行
社，向特务作了汇报。特务们马上
集合，在中年男人的带领下，迅速
包围了寡妇住的那栋楼。谌涛正
在屋里和寡妇调情，听到楼道里有杂乱
的脚步声，他迅速推开寡妇，拿起手枪走
向门口。可刚到门前，房门就被踹开了，
几把手枪同时对准了他的胸膛。紧接
着，几个特务急速进到屋中，对他形成包
围。谌涛一见逃跑无望，只好把枪扔在
地上，特务趁机上来用手铐将他铐住。

谌涛和寡妇一起被带到了力行
社。在审讯室，特务们先是对寡妇一顿
暴打，寡妇吓酥了筋，把她和谌涛相识的
过程，详细地对特务们说了一遍。但她
说，她只知道谌涛是在一家公司做事，具
体干什么她不清楚。特务们知道在寡
妇口里问不出什么，就把她关起来，再
对谌涛进行审讯。几番用刑，谌涛倒是
都扛了过去。特务们见棒打鞭抽的对
谌涛不管用，就给他上了电刑。开关一
按，一股电流马上通到谌涛体内，他觉得
自己的五脏六腑和身体上的每一块肌
肉、每一个细胞、每一根神经，都像在灼灼
燃烧，那种难挨的滋味比死掉还难受。他
先是咬牙挺过了一次，但第二次却没有挺
过去，把自己所知道的省委的秘密，全部
告诉了特务机关，谌涛叛变投敌了。

谌涛晚上私自外出，直到后半夜
也没有回到省委办公地点，领导们觉

得事情有些蹊跷。为了安全起见，大家马
上带着重要文件转移。凌晨，隐藏在省委
办公地点外面的同志，果然看到谌涛领着
特务们前来抓人，便及时向领导们作了汇
报。领导们见谌涛已经叛变投敌，立刻安
排人通知谌涛分管的交通联络员和联络
站的同志，马上转往安全地点。

但事情没有想的那么简单，当时的上
海，在蒋介石“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
个”的训令下，国民党宪兵、特务、警察，到处
抓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左派人士。为了安
全，我党制定了非常严格的保密纪律，连党
的领导之间分工主管的工作对象，相互间
都不能交流和过问，而且上级对下级的联
系都是单线，并预先规定了联系时间和地
点。现在情况这么紧急，要想不在规定时
间和地点找到交通联络员，再让他们去通
知所联络的同志转移，根本来不及。这就
给特务们留下了抓捕时间。特务们紧急抓
捕，我党要通知同志们急速转移，双方都在
抢时间。谌涛把他所分管的人员名单，都
提供给了特务机关，而且还把他所认识的
人的身材、长相，向特务们作了描述。张月
霞就在谌涛的描述当中。特务们如鱼得
水，按照谌涛提供的人员信息，到处搜捕抓
人。一时间，又掀起了血雨腥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