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2019年上映的电影《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中，为了击败死敌灭霸，人气
角色钢铁侠最终牺牲了自己。这让无数漫威影迷心碎，也让很多观众好奇——没
有了钢铁侠的漫威电影，谁来接棒？他就是本周推介的佳片《蜘蛛侠：英雄远征》的
主角——由英国演员汤姆·赫兰德主演的蜘蛛侠。
《蜘蛛侠：英雄远征》紧接着《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上映，蜘蛛侠汤姆·赫兰德

是否成功接棒了钢铁侠小罗伯特·唐尼？漫威之父斯坦·李是这样评价的：赫兰德就
是当年他创作蜘蛛侠时所构想的人物。赫兰德从小就是蜘蛛侠的狂热爱好者，15岁
就初次试镜蜘蛛侠，他大方不怯场的性格非常讨人喜欢。在电影中，青涩的赫兰德用
丰富的肢体语言鲜活地塑造了一个话痨邻家小英雄。

新版蜘蛛侠体
现了高科技的不断
升级。除了之前非
常酷炫的蛛网滑翔
翼和钢铁蜘蛛衣，
在这一部影片中，
赫兰德又有了一套
全新的“暗影潜行”

战服，还配有可爱的翻转式蜘蛛护目镜。蛛丝这次可以更灵活地从战衣的多个位置
射出来。更重要的是，他得到了钢铁侠御用的黑科技眼镜“Edith”。
《蜘蛛侠：英雄远征》中一直在“进化”的不只是蜘蛛侠，还有他的一位老搭档。她

就是曾在系列第一部出现，而在本片中荣升女主角的演员赞达亚。荣升的理由很简
单，她俘获了蜘蛛侠的心。在参演《蜘蛛侠》系列之前，赞达亚只是个在迪士尼小有名
气的儿童剧演员。当时漫威招募《蜘蛛侠：英雄无归》演员的时候，没有公开太多电影
的信息。赞达亚也不知道试镜的电影和角色叫什么，她去参加只是觉得这个孤僻的
书呆子角色有自己的影子。结果试镜结束后，漫威就决定让赞达亚参演。

除了两位极具魅力的演员之外，本片另一个值得期待的是蜘蛛侠这次从纽约飞到
了充满异域风情的欧洲展开新的冒险。这可是蜘蛛侠系列电影首次改变
主战场。如果你已经看够了蜘蛛侠飞跃在纽约的高楼大厦之间，那么本
片中的蜘蛛侠一定会带给你全新的视觉体验！他将在意大利的水城威尼
斯，在布拉格查理大桥上，在英国伦敦塔桥上飞檐走壁！离开老家主场的
蜘蛛侠将如何化险为夷？让我们一起开启《蜘蛛侠：英雄远征》的冒险！

5月14日22:2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蜘蛛侠：英雄远

征》，5月15日15:05“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蜘蛛侠：英雄远征》：
超级英雄的异域冒险

潘宇

以《艳阳天》《金光大道》等长
篇小说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浩然
（1932—2008），其作品文笔朴实
流畅、乡土气息浓郁，塑造的人物
性格鲜明、语言生动传神，电台播
讲他的作品，连读书不多、文化较
浅的一些听众，也能听得津津有
味。有人说听他的小说简直就像
听评戏，明白如话且纯朴亲民。
浩然的写作是不是真的受到过
评剧的影响和熏陶？

浩然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
家庄（现属天津市），父亲为谋活
路到唐山开滦赵各庄煤矿做矿
工。1932年3月，浩然出生于父
母在煤矿旁大粪场子搭建的窝
棚里。臭气熏天、缺衣少食的苦
难岁月，小浩然唯一的乐趣就是
听父亲的工友李大个子哼唱。
这位叔叔见酒就馋，一喝准醉，
一醉就唱：“身铺草，头枕砖，喝凉水，嚼黄
连，酸辣苦甜咸，样样都齐全……”幼小的浩
然对他那悠然的神态和自在的腔调如醉如
痴，多年之后才知道他唱的是评戏，无形中受
到熏陶。7岁时，要强的母亲送浩然入赵各
庄教育馆（平民小学）读书，可巧临时借读的
同学小胖墩家是落子（评剧当时的称谓）戏班
儿的，小胖墩天天晚上带浩然去街里的燕春
楼戏院看蹭戏，第一出看的落子是《花园会》，
小丫环唱“有小红，细细地留神儿”，尚不识字
的浩然竟然听清了唱词，还明白了意思。

燕春楼戏院经常从天津卫和唐山接名角
儿，朱宝霞、筱俊亭、郭砚芳、花月仙、花淑兰
等轮番献艺，浩然从夏看到秋，成了地地道道
的小戏迷，记住了各个角色的唱词，学会了许
多唱段。后来，小胖墩一家到别的地方演出，
浩然又和新来的小名角儿曹芙蓉成了好友。
舞台上曹芙蓉是主演，舞台下也不过是个十
四五岁的孩子，天天和浩然打打逗逗，演戏之

余，还给他分析剧情戏理，像教
徒弟一样教他唱腔和身段。浩
然下决心好好学戏，唱红了去大
城市，住洋楼，让爸妈跟着享
福。这美好愿望，随着曹芙蓉为
躲避宪兵队长的纠缠举家逃离
赵各庄戛然而止。成为作家后，
浩然时常感叹：“评戏，是我文学
启蒙的导师。”50岁生日前，浩然
要动笔写自传体回忆录《乐土》，
还专程到燕春楼戏院故地重游，
寻忆往事，并在戏院前留影，《乐
土》出版时，浩然特意将此照片
印在书中，可见，他是何等珍视
那段看戏生涯。
1964年9月，浩然发表了描

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艳阳
天》，在全国文学界和农村引起
强烈反响，中国评剧院决定移植
为评剧搬上舞台。有着深深评

剧情结的浩然积极响应并大力支持，他和评
剧院的主创人员一起到顺义焦庄户体验生
活，改编剧本，评剧院也选定了著名演员新凤
霞、杜宝宇、张德福、李忆兰等担当主要角色，
艺术家们调动起自身几十年的艺术积累投入
紧张创作。张德福出演反面人物马之悦，他
塑造人物向来讲究“书文戏理”，强调“悟”与
“度”，支部会上讨论生产一场，村民们或站、
或蹲、或坐，陷入沉思，舞台上鸦雀无声，张德
福没有话白没有唱，不要音乐衬托，拿着一把
破蒲扇绕会场走一圈儿，竟扇出“吧嗒吧、吧
嗒吧、吧嗒吧嗒嗒”响亮、急促如同“锣鼓经”
的节奏，很好地表达出马之悦要破坏村里生
产的阴暗、煎熬心情，大家都夸这蒲扇扇得真
是“神来之笔”。《艳阳天》终于彩排了，但囿于
当时演出界一些人士思想的局限性，认为这
样一出好戏，怎么能“让反派人物唱了呢”？
意思是张德福塑造的反派人物太有光彩，这
出戏最终没能和观众见面。把自己的作品搬

上评剧舞台，成了浩然的未了心愿。
1987年，浩然又发表了反映变革

中的农村现实和新时期农村巨大变
化的长篇小说《苍生》，在社会上引起
反响，1989年河北省影视制作中心将
其拍成了电视剧播放，浩然的宝坻老
乡、中国评剧院的彩旦名家赵丽蓉主
动请缨出演田大妈并得到观众认可，
也算了却了浩然的评剧心结。

天津是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公布的第二批历史文化名城。这张璀
璨的名片是对一座城市的褒奖，我们怎能不引以为豪，不去热爱她？有了
解才有热爱，因为热爱，才要去记录、去讲述。近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了何玉新的新著《城事·天津》，便呈现出这样一种热爱家乡的情怀。

本书始终贯穿了“从历史走向现代”的大视角，作者以亲和通俗的写
作方式，大量运用情景化、故事化的手段，从“历史变迁”“城市性格”“人物
故事”“烟火人间”等方面，多角度、多维度地翻开了天津这座城市的历史
画卷，可谓精彩纷呈。书中还穿插了水粉画家田同芬精心创作的上百幅
天津风景画，为流淌在文字中的历史构建出一片温情空间，不禁让本地读
者感叹——我的家乡就是这种感觉！

天津的城市性格，在天津人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本书深入解读了
天津人性格形成的原因。天津曾是军事要塞，宋朝时为抵御辽兵南下，在
海河南岸设“寨”“铺”，军兵戍边屯垦，寨名有独
流、沙窝、当城、双港、泥沽、小南河……绵亘至
今。明成祖朱棣于永乐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1404年 12月 23日）赐名“天津”，设卫筑城。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座城市之名沿用六百多
年，已是宝贵的地名文化遗产。

明清两代屯田的士兵、漕运的水手，以及长
期驻扎天津的李鸿章的淮军、袁世凯的北洋新
军，都留下了行伍气魄，客观上造就了本地尚武
的民风。九河下梢天津卫，四通八达的运河与海
河又缔造了城市工商业的大繁荣，使得天津人有
眼界有口才，吃过见过。天津人古道热肠，心直
口快，抑强扶弱，得理不饶人，有事儿互相照应，
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但有时又爱耍胳膊根
儿，侠义混杂着市井之气，形成了坚韧而不失通
达的性格，也是只有在天津才能感受到的气息。
《城事·天津》的精彩还在于将城、事、人融

入叙述中，大处思考，小处着笔。天津是一座
“文武双全”的城市，人文底蕴同样厚重。明正
统元年（1436）起，天津左卫指挥使朱胜在家办
“卫学”，正是今天文庙所在地，是天津崇文和
教育的根脉。有清一代，私家园林大兴，亭台
楼榭中的文化沙龙与悲欢离合，让《红楼梦》
《桃花扇》等名著都留下了天津足迹。严复在
北洋水师学堂任职时翻译《天演论》，梁启超在
饮冰室著书立说，曹禺以天津为背景创作《雷
雨》《日出》。弘一法师李叔同，京剧名角儿“老
乡亲”孙菊仙，专攻殷墟甲骨的王襄，戏剧家焦
菊隐、黄佐临，电影界的沈浮、谢添、石挥，红学
家周汝昌……这些人都是标准的“老天津卫”；
范文澜、田汉、老舍、何其芳以及袁家骝、竺可
桢、马寅初、茅以升、梁思礼、陈省身……都在天
津度过了难忘的岁月。他们如同一颗颗星辰，
成为镶嵌在天津历史上的一个个闪光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本书“沽上滋味”一章。
天津城市的丰富多彩离不开美食，天津曾有八
大成，各色饭庄更是琳琅满目，以鲁菜为基础，形成了注重时令、善用河海
两鲜、口味酥烂淳厚的天津菜。包子、捞面、锅巴菜、煎饼馃子、炸糕、茶汤
之类的平民小吃，也是在饭庄大师傅手艺的影响下，逐步确立了口味。九
国租界里，既有法式、俄式的大餐，也有火腿肠、面包、甜点这类简餐。经
年累月的积淀与更新，始终没断了老味儿，让人欲罢不能。

而《城事·天津》书中谈到的滋味，并不局限于美食、小吃的味道，也包
括戏曲、曲艺的韵味。戏曲、曲艺的兴盛，从侧面反映了近代天津的繁华，
所有的京剧名角儿都得来天津闯码头，当时有一句俗话，“北京学艺，天津
唱红，上海赚包银”，想红必须过天津观众这一关。早年的南市“三不管”
有许多茶园、剧场，长年累月有上千名艺人在此献艺，另外还有河北鸟市、
河东地道外、河西谦德庄，也都是规模比较大的杂耍场子。相声大师张寿
臣、马三立、侯宝林、常宝堃，“金嗓歌王”骆玉笙，评书大家陈士和，都是从
天津走出来、由天津人捧出来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九河下梢五方杂
处，天津人的幽默感别具一格。清末开埠以来，天津老百姓在九国租界与
老城区的夹缝中求生存，顺理成章形成了戏谑自嘲、乐观豁达的生活态
度。翻译家李霁野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任教时说过，老师授课要言之有物，
为活跃课堂教学气氛，不妨向相声演员学习抖包袱的技巧。可见相声在
天津深入人心，每个人都喜欢“逗你玩儿”。

何玉新是一名记者，在多年的采访工作中接触到许许多多天津人，搜
集、积累了大量关于天津的历史信息及个人记忆。他之前出版过《天津往
事》一书，作为姊妹篇，《城事·天津》更注重历史的细节，叙事方法也愈发
朴实自然。这本书的插图作者、画家田同芬自小生活在五大道，对当年那
里幽静惬意的洋房、树阴遮蔽的街道念念不忘。这种念想促成她陆续创
作了百余幅天津小洋楼系列绘画作品，每一幅画面都呈现出温暖、美好的
色调，直抵人的内心深处。

在《城事·天津》中，天津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那么的亲切、可爱
而又瑰丽多彩，让人为之动容。无论是否了解天津，是不是天津人，相信
这本书里的老故事，都会带给读者一些对天津的新印象、新认知。或许有
人会根据本书提供的线索穿街走巷，碰撞出更多新的视角和新的记录，发
现并展示一个更美好的天津。城与人永远在一起，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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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时尚青年喜爱养花，据调研是
因为竞争压力大，生态意识强，再加上几
年疫情，于是“Z世代”的年轻人热衷于用
鲜花装点自己的工作间和居室，如果得闲
去景点，也爱戴上花冠自拍留张照。花与
人确实分不开。即使在今日，无论是尚属
未开化民族的头饰、项饰，还是发达国家
人民的节日盛装，都少不了鲜花。

在中国，汉代陶俑有满头的花朵饰，
唐代仕女顶上有硕大的整朵鲜花。不仅
仅视觉资料在显示，诗人还留下了大量吟
咏花与人的诗句。尤其是给自己簪花那
简直如醉如痴。设想，满腹经纶的文人头
上插一朵或几朵鲜花，想起来也是蛮有意
味的，他们一定沉浸在那种与天地交融的
美好时空。陆游诗中就留下了许多自己
戴花的诗句，读起来分外感人。陆游赏梅
花时写“乱簪桐帽花如雪，斜挂驴鞍酒满
壶”，诗人把如雪的梅花插戴在一种桐布
做的便帽上，驴鞍上斜挂着满满的一壶
酒。潇洒、浪漫、无羁的诗人醉酒形象，借
此抒发出当时因仕途不如意而生发的郁
闷。他在另一首诗中还写道：“老子舞时
不须拍，梅花乱插乌巾香。”还有“野艇幽
寻惊岁晚，纱巾乱插醉更阑”“老子人间自
在身，插梅不惜损乌巾”，甚至直接说出借
以抒怀：“放翁年来百事惰，唯见梅花愁欲
破。金壶列置春满屋，宝髻斜簪光照坐。”

诗人爱花是全方位，既摆室内也簪头上，
如：“插瓶直欲连全树，簪帽凭谁拣好枝？”

由花及人，诗人容易借此引发出切
身的感受和思绪。诗人的思绪，常常是
由花而及，然后延伸，最终落在服饰上。
如南朝梁鲍泉在《咏梅花》中写“乍随纤
手去，还因插鬓来”。唐李商隐曾写“谢
郎衣袖初翻雪，荀令熏炉更换香。何处
拂胸资蝶粉，几时涂额藉蜂黄。维摩一
室虽多病，亦要天花作道场”。诗人徜
徉于梅花丛中，想到唐代的宫妆“蝶粉”
与“蜂黄”，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天然宫妆
可以享用，难道不比人为的宫妆美上百
倍吗？再如宋代卢祖皋的《水龙吟·赋
芍药》。词中写道：“向尊前笑折，一枝
红玉，帽檐斜戴”，这里既有一种与友人
的临别纪念之意，又有一种试图留住春
光的无奈的努力，写得很有生活，也很
含蓄。相比这首词，唐代杜
牧的《山石榴》就写得很泼
辣了——“似火山榴映小山，

繁中能薄艳中闲。一朵佳人玉钗上，只疑
烧却翠云鬟！”这里表现的完全是纯朴的人
与自然的关系，诗人置于天地之间，服饰也
显得极富生命力。

南朝梁时期文学家吴均曾写《采莲》，诗
中有“锦带杂花钿，罗衣垂绿川。问子今何
去，出采江南莲”，这里虽然也是将人融于大
自然，但是心情却与以上那“山石榴”不同，
诗人通过“锦带”“花钿”“罗衣”“绿川”（绿色
的女裙，带有细密下垂的褶皱）勾勒出一个
秀美的女子形象，但诗人暗用“莲”与“怜”的
谐音双关，巧妙地将诗歌从采莲转向思妇的
怀人。唐代王勃也写过类似的《采莲曲》，其
中，“采莲归，绿水芙蓉衣，秋风起浪凫雁
飞。桂棹兰桡下长浦，罗裙玉腕轻摇橹……
莲花复莲花，花叶何稠叠。叶翠本羞眉，花
红强如颊。佳人不在兹，怅望别离时。牵花
怜共蒂，折藕爱连丝……”

诗中反映出的，很明显是人
们无论心情境遇如何，都喜欢以
花来装饰自己，看来这是人的天

性，更说明青山绿水的魅力。如宋代杨巽斋
写《茉莉》：“谁家浴罢临妆女，爱把闲花插满
头。”中国古代有插茉莉花的习俗。《南越纪
行》中记载，南方女子“用彩绦穿花心以为首
饰”，华北一带不分穷富人家，都爱在发髻或
上衣前襟处簪几朵茉莉，一是在黑发上白色
的花儿显得明快，二是茉莉花清香怡人，确实
能给人带来一种淡雅的嗅觉享受。茉莉的素
洁高雅，香远益清，不恰恰是最具天然之美的
佩饰吗？宋代许棐写出“情味于人最浓处，梦
回犹觉鬓边香”，婉转地写出情人之间的缱绻
多情。

玉簪花由于花未开时形如首饰玉簪，又
名玉簪，故而极易引起诗人的遐想。唐代罗
隐写“若非月姊黄金钏，难买天孙白玉簪”。
宋代王安石写道：“瑶池仙子宴流霞，醉里遗
簪幻作花。”这里设想仙女将玉簪和玉簪花
比较一下，再和珠钿比较一下，然后抚弄手
臂上的宝钏，看一看这等打扮是否与人间的
女子打扮不一样。诗人对此赋予了极为浪
漫的想象。

诗词本身就是蕴含无限的，它囊括了天、
地、人，既有现实的观察，又有大胆的畅想；既
有具象的写真，又有抽象的摹状；既有对客观
事物的描述，又有对主观心绪的抒发。“若得
山花插满头”，这就是智能时代人们在水泥加
电网的现代生活环境中，对于回归大自然的
一种强烈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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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的事情，叶先生曾多
有记述，不用我再多说了。那一年
叶先生在南开讲学的时间并不太
长，而能够在结束时收到这一纪念
品，真可说是宁老师的功劳！况且
宁老师那时还是在经历了“中年丧
子”之痛（长子病逝于1978年9月）不久。

宁老师比叶先生年少七岁。据宁
老师回忆，他曾陪叶先生去看过一场
电影——王文娟主演的越剧戏曲片
《红楼梦》，影片放映到中间的时候，宁
老师流泪了，叶先生也流泪了，因为叶
先生在1976年也经历了一场“中年丧
女”之痛，借用宁老师的原话形容，“当
时两人都以泪洗面”。虽然已过三个
寒暑，但是可见叶先生那时还没有从
阴影中完全走出来。

可是叶先生讲课时却丝毫没有显
露出内心的悲痛，站在讲坛上的风采
潇洒依然。宁老师说，自己因做助教
时受到恩师的严格训练，练就了认真
写讲稿、拿着讲稿上课的习惯，成为一
个必须拿着讲稿才能讲课的人，而叶
先生是一个不拿讲稿上课的人，“完全
脱稿，大开大合，挥洒自如”。

宁老师专攻元明清戏曲小说，因
性格爽朗，直率健谈，而且善与年轻人
交友，所以家中常似文艺沙龙。

2003年 4月至2004年 3月，我曾
邀请宁老师到日本北九州大学任客座
教授一年。在上述的三位老师中，郝
老师已于 2013年1月病故，鲁老师现

也极少露面，只有宁老师还常常出现在
与姑母叶先生有关的活动场合，而且依
然精神矍铄，英姿勃勃。

其实在南开园里，我原还有一位可
说是“忘年交”的好友——原南开大学外
事处长逄诵丰先生。逄处长是中文系张
菊香老师的夫婿，也是鲁德才老师、郝世
峰老师、宁宗一老师等诸位师长的挚
友。他对南开大学的国际交流有非常大
的贡献，特别是在“引进”叶先生的事情
上，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他，南开大
学就不会有叶先生和今天的中华古典文
化研究所！

我依然喜欢称呼他为“逄处长”，他
是一名老党员，忠于党的事业，热爱南
开，思想相当活跃，并且很是超前，做事
不拘一格，但原则性极强，对于外事政策
把握得十分有度和到位……他酒量好，
而且善美食，在他的领导与严格要求下，
当时南开大学专家楼餐厅的佳肴，物美
价廉，享誉天津。他做事非常有魄力，大
胆地以专家楼作为抵押，从银行贷款建
设了南开大学的第二座接待用楼——
“谊园”，一半是留学生宿舍，一半是国内
研究生宿舍，而且房间内都设装有浴缸、
淋浴的卫生间。

6 “忘年交”好友

咸丰帝在赏赐朗润园的同
时，还“特发帑金”，让奕修缮旧
园。奕在朗润园的经营完全不
同于城里恭王府的豪华与排场，
在这里他追求的是自然与清新。

据他在《朗润园记》中自述，
他没有大动土木，只是“缮完补阙，是
葺是营，肯堂肯构，薙榛莽，剔瓦砾，无
丹雘之饰，无雕甍之靡，不尚其华尚其
朴，不称其富称其幽，而轩墀亭榭，凸
山凹地，悉仍其旧，越明年壬子而园
成，非创也，盖因也”。

新修整的园子仍以水景见长：“曲
榭回廊绕涧幽，大都为水也风流”（奕
《秋日偶成叠韵四律》）；“山水丹青杂，
崎岖碧涧幽”（奕《幽赏轩即事》）。园
名“朗润”，正是形容其水景之清朗润
泽。由于北枕万泉河，活水自西北入
园，绕岛蜿蜒盘绕之后由东北角流出，
其间忽宽忽窄，或溪或湖、与两侧重重
土山、垂柳、水榭、亭台相映照，使得全
园笼罩着一种淋漓的烟水之气。园中
水系悠长，可乘小舟游遍全园。他还在
一首诗的注中说：“园中小舟曩年弟
赠”，即是说小船是其弟蔚秀园主醇亲
王赠送给他的。晚清大学士宝鋆亦有
诗注称朗润园中“水亭泊舟
二，曰盟鸥舫，曰载月航，放乎
中流，大有江乡之趣”。因此，
泛舟成了奕园居的最大享
受：“池塘垂柳密，摇舸出闲
汀。苔色侵衣桁，荷香入水

亭。业篁低地碧，甘露淡山青。赏洽情方
远，清心豁窅冥。”（《雨后泛舟》）

从谢凝高等《燕园景观》所绘《朗润园
平面图》看，朗润园中的建筑都在中央岛
上。据国家图书馆藏《样式雷图籍》，朗润
园早期共有大小房屋153间，游廊57间，
垂花门一座，石桥三座，四方亭一座。经
奕修缮增建，房屋达到237间，新建游
廊31间，三孔石平桥一座，四方亭一座。

又据金勋先生《北京西郊成府村志》
载，朗润园全盛时有东西两门，东门斜对今
成府路西口，西门北临万泉河，出门有石平
桥，过桥向西，便是直通万寿山的大道。光
绪末年在蔚秀园向慈禧太后奏事的诸大臣
前来朗润园参加会议，就是经由这个西门出
入的。当时园中建筑分为中、东、西三所。
东所共三进，以游廊相连。大门三间，左右
为云片石所叠八字墙，今天仍有东面的一
撇。门上原有“春和别业”匾额，后改悬恭亲
王所书“壶天小境”。一进院正房五间，原名

“恩辉余庆”；二进院正房五间，前
出三间抱厦，原名“澄怀撷秀”；再
北为后罩房。中所初期建筑不
多，只有一座蝠形假山和前出抱
厦的堂屋“致福轩”，庭院十分宽
敞。但改赐奕时已坍塌。

35 朗润园中分三所 53 突发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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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国民党排长又问：“你这
是去哪里？”稷世恒说：“我回家。”
排长说：“家住什么地方？”稷世恒
说：“兴寿。”稷世恒边回答问话，
边把颤巍巍的手伸向排长。排长
见他手里放着几块大洋，就一把
拿了过去，转头对唐明安说：“老家伙
都病成这样了，还不赶快走！再耽误，
一会儿人死在路上了。”唐明安说了声
“谢谢”，赶起马车就进了山口。

山里路上的行人不多，偶尔能看
到几个下地干活儿的庄稼人，也都是
来去匆匆，没有人注意唐明安和稷世
恒的马车。稷世恒在车上躺不住，跳
下马车走了起来，唐明安也陪着他一
起步行。路两边的庄稼地延伸到山坡
下，便与树林画了一道自然的分隔
线。线上的树木继续往山坡上攀行，
直至嶙峋裸露的山岩崖壁。崖壁上，
一座砖砌的敌楼挺立，如一位永不躺
倒的战士昂首挺立，监视着进犯的敌
人。敌楼的一侧，一段明朝时期留下
的古长城顺山而下，隐没在树林中。

稷世恒望着古长城说：“长城是中
国古代修筑的军事防御工事，是保卫国
家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屏障，没想到到了
老蒋的国民政府，竟然成了虚设，短短
一个月时间，就让日本鬼子占领了。而
且还接受日本侵略者的条件，把军队从
长城沿线撤走，使冀东成为非武装区，
帮助日本人巩固了在中国攫取的利
益。这种卖国行为，每一个有血性的中

国人都感到怒不可遏！”唐明安接着稷世恒
的话说：“是啊，老蒋的政府就是一个卖国
政府，让这样的政府统治中国，中国没有希
望。因此，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要推翻它！
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又要同国民党蒋介
石进行斗争，担子可重啊！”两个人边说
话，边赶着马车向前走，在经过一片高粱
地时，突然，从地里跑出来一个小男孩儿，
他跑到马车近前，急急地哀求着说：“大
伯、大叔，求求你们救救我哥哥吧。”说完
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孩子，别哭。快
说你哥怎么了？”唐明安问。小男孩儿哽
咽着说：“我和哥哥在山坡上放羊，走到长
城墙下的时候，从城墙上跳下来一个人要
抓我们，我哥哥拦住他，让我跑，我就跑
了，现在我哥哥可能已经让那人给抓住
了。”唐明安心想：“这是什么人，要抓两个
放羊的穷孩子？”他对稷世恒说：“将军，咱
们去看看。”稷世恒说：“好，带上武器。”他
们取出手枪，拿好匕首，拴好马车，让小男
孩儿在前面引路，三个人一起向山坡上跑
去。跑着跑着，就听前面灌木丛中传来喊
声：“小孩的，你给我站住！再不站住，开枪
地干活儿！”稷世恒说了一句：“是日本人。”
唐明安说：“没错。”稷世恒说：“这肯定是在
追这个小男孩儿的哥哥，咱们快迎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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