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满庭芳
在我的印象中，
江南的天空是透明的，
江
南的大地是翠绿的，
江南的河水是清澈的，
江
南的语调是温婉的，江南的风物是美不胜收
的。但是，
江南的人呢？
不讳言地讲，江南人在我及不少北方人
的印象里却没有江南的景色更令人心醉，哪
怕我的祖籍便在江南。其实，
也并非是我，
对
于土生土长的北方人而言，
对南方人或多或少
是有一些看法的。北方人总说南方人没有北
方人这样的气魄、
这样的豪爽、
这样的心胸，
甚
至是这样的酒量，
尤其是江南那方土地，
多小门小巷，多小桥流水，多小家碧玉，
待人处事仿佛也透着小里小气……以至
于连我的一位颇读过几本书的文友提起
江南也是轻飘飘一句：那地方有的是脂
粉味道跟商品气息，山水之外仿佛少了
些风骨。
对此，很长时间以来我是深以为然
的。直到突然有那么一天，当我一个人
再次走入江南的蒙蒙烟雨之中，
走进有“上海
之根”
之称的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松江，
当我的脚步再次在泛着青苔的石板路面上跫
然响起，当我的目光不只是停留在视野中高
楼林立的江南，而更是把探寻的目光投向幕
帏中的江南，投向史册中的江南，于是，我发
现了另外一个钢筋铁骨般的江南，我看到了
江南人的另一面，这一面足以让那些瞧不起
这一方水土的人感到震撼，感到由衷地抱
愧。或许我们不应把历史扯得太远，尽管这
块曾经由吴王夫差、越王勾践纵横驰骋的土
地的文明史的渊源与中原相差无几，尽管这
里的山水曾庇护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将相，
滋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墨客，这里更有用
不完的花粉胭脂，
数不尽的美女名媛，
但真正
打动我的却是发生在江南的那一桩桩可歌可
泣的往事。民性一向文静柔弱的江南人用他
们的血肉之躯在中国历史最暗淡的一页中抒
写出最亮泽的一笔。
明末是多事之秋，从吴三桂率领明王朝
的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向清军投诚，开山海关
城门之时起，
无论是李自成的西北农民军，
还
是华北、华中的明军残部都未能对清军进行
更有效的抵抗，几日前还在高唱誓与鞑虏决
一死战的将领们争先恐后地竖起降旗，有头
有脸的官僚士绅们也哭哭啼啼地改梳了辫
子。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顺治皇帝福临总
算是松了一口气，
对他来说，
紫禁城的龙床多
半算是坐稳了。
所以，当百战百胜的八旗官兵骑着马很
散漫地向江南进军的时候，
在他们看来，
这已
经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一次向尚未臣服但却
不堪一击的汉人炫耀武力的阅兵，是一次带
有操演性质的例行公事。尤其他们面对的是
一群群匆忙间拉起来的队伍，没有正规的训
练，
没有像样的武器，
许多士兵不久前还是广
有钱物的商人抑或是寒窗苦读的学生。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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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人在豫亲王多铎和摄政王多尔衮的眼里
是那样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以至于多铎率领
骑兵刚刚踏过高邮便开始盘算着要在苏州为
自己建一座具有江南风味的庄园了。
然而，大大地出乎了多铎和多尔衮的预
料，青山秀水的江南迎接他们的是他们所遇
到的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江南人抗敌决心
之坚定让所有来犯者无不骇然。先是古城扬
州，
数万清朝精兵遭数千军民迎头痛击，
小小
的扬州城成为清兵入关以来所经历的最为残

后，陈子龙与夏完淳一起在松江集众千余人
抗清，
军号“振武”，
联络友军两万余人进攻苏
州失败，陈子龙被捕。清军准备将其押解至
南京，
途经松江境内的一座跨塘桥时，
陈子龙
挣脱清军，迅速跳入水塘之中，溺水而亡，追
随他的挚友夏允彝而去。
陈子龙也是夏完淳的老师。夏完淳自幼
聪慧，
“五岁知五经，
七岁能诗文”
。夏完淳后
加入大文人吴易所率领的“白头军”，任参军
之职。
“白头军”
曾于太湖取得“分湖大捷”，
斩

江南的风骨
狄青
酷激烈的战场，史可法的威名一夜间令众多
清朝皇族胆寒；
接着是小城江阴，
这座长江边
上的县城，
面对数万常胜清兵誓死不屈，
在清
军车轮式的攻击下，江阴军民竟顽强抗击了
八十三天，
城破时无一人降，
被屠杀者达四万
余众；还有小城昆山，顽强守城达月余，全城
军民前仆后继，死者达三万余人；还有嘉定，
三次城破，三次屠城而不降；还有太仓，守城
官员虽降，但城内军民却在几位文人秀才的
率领下与清军以死相拼。还有镇江，还有丹
阳，还有湖州……还有活跃在江南河网丘陵
间以
“白头军”等为代表的数不胜数的群众性
反清武装力量，一个在北方人眼里只懂得风
花雪月和拨拉算盘珠子的江南显示出了其
特有的铮铮铁骨和阳刚血性。在众多抗清
武装的将领中，包括了许多根本没有拿过刀
枪更没有作战经验的文人墨客。像大文人
黄宗羲、顾炎武、吴易、归壮等。其实不用说
文人了，就连江南的烟花女子也足以令多少
须眉男儿无颜以对，像李香君，像董小宛，像
柳如是。当然，还有夏允彝、夏完淳父子，还
有陈子龙，
而此三人都出自江南古城松江。
1645 年 11 月 4 日，49 岁的夏允彝在领兵
抗清失利、联络四方力量无果的情况下，
决定
去死，他要以死来生殉大明。他告知亲眷自
己要以死殉国，谁阻拦他就与谁恩断义绝。
那是个清冷的早晨，
其兄、子、妻妾众家人，
皆
肃穆哀恸地立于水滨观视。家门口的水塘
浅，
只达夏允彝的腰部，
夏允彝于是生生将自
己埋头于水中，
终致呛水而死，
死时他背部的
衣衫都未沾湿。目睹父亲刚烈死状，尚不足
十五岁的夏完淳肝胆欲裂。与夏允彝同年进
士的江南大文人陈子龙原想与夏允彝同死，
但夏允彝以母妻托之，他本人又有九十岁祖
母需要赡养，故而忍死待变。在松江乃至整
个江南，陈子龙、夏允彝被并称为“陈夏”，夏
允彝沉稳宽厚，陈子龙性如烈火。夏允彝死

杀清兵三千余人，后遭清军重兵围剿而致全
军覆没。夏完淳欲出海投奔于舟山抗清的南
明军队，临行前回松江与母亲告别，结果遭
捕，被押至南京。洪承畴亲自讯问并劝降。
洪承畴道：
“童子何知，岂能称兵叛逆？误堕
贼中耳！归顺当不失官。”夏完淳挺立不跪，
装作不知审讯者就是洪承畴，高声答道：
“我
闻亨九先生本朝人杰，松山、杏山之战，血溅
章渠。先皇帝震悼褒恤，感动华夷。吾常慕
其忠烈，年虽少，杀身报国，岂可以让之！”当
左右差役告诉他堂上之人就是洪承畴时，夏
完淳更声色俱厉道：
“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
天下莫不闻之，曾经御祭七坛，天子亲临，泪
满龙颜，群臣呜咽。汝何等逆徒，敢伪托其
名，
以污忠魄！
”
洪承畴色沮气夺，
无言以对。
无独有偶，同样一幕也发生在与夏完淳
相熟的“白头军”将领孙兆奎身上。孙兆奎
被押到南京后，也是洪承畴来主审。面对扎
辫子的清朝“总督”，孙兆奎轻蔑地笑问堂上
洪承畴：
“ 我们大明朝也有个牺牲的先烈叫
做洪承畴，您不会是与那位大人同名吧？”令
洪承畴难堪至极。
夏完淳被捕后，在狱中谈笑自若。写诗
集《南冠草》，都是慨世、伤时、怀友和悼念死
者之作，慷慨悲凉，传诵千古；继其父所作之
政论集《续幸存录》，分析南明弘光政权覆灭
的原因，识见超卓。如谓“南都之政，幅员愈
小，则官愈大；郡县愈少，则官愈大；财赋愈
贫，
则官愈富。斯之谓三反。三反之政，
乌乎
不亡？”
实在想不出这些文字皆出自于一个十
七岁的少年笔下。
夏完淳的老师除陈子龙之外，还有史可
法、黄道周、陆鲲庭等人。就说这个不太为
后人所知的陆鲲庭吧，清兵入江南后，这个
崇祯年间的进士唯恐被拉出来做官受辱，决
心一死。无奈家人对他看管极严。有一天，
陆鲲庭趁妻子偶然离开时插上房门上吊自

杀。家人发觉后破窗而入救活了他。他却痛
苦万分，质问家人：
“ 奈何苦我！”最终还是自杀
身死。
事实上不止是在明末清初那段时间，
史料记
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当英法联军企图侵
扰中国内地时，战斗最激烈的依然是在江南，在
吴淞、镇江、江阴一线，到处是刀光剑影，炮声隆
隆。据统计，在英法联军登陆的几日间，江南一
带因不愿落入敌兵之手而投井、
悬梁的节妇烈女
就达百余人。
来松江，
其实就是来看夏氏父子还有陈
子龙的。这里离江苏比离上海中心城区更
近，导游手册上说，这里是上海人文历史传
承最久的地方，
是
“上海之根”
。
夏允彝、夏完淳父子墓，坐落在松江区
小昆山镇荡湾村北开阔的田野中。石驳墓
基围成一块平台，
墓地呈半月形，
高约两米，
面宽约三十米，占地二亩余，由陈毅题写的
碑文“夏允彝夏完淳父子之墓”十个行楷大
字颇为醒目。柳亚子曾有诗赞夏完淳：
“悲歌慷
慨千秋血，文采风流一世宗。我亦年华垂二九，
头颅如许负英雄。”而陈子龙墓则位于松江区余
山镇的广富林村。原墓建于乾隆年间，后遭毁
坏，于上世纪 80 年代翻修。与远处高楼林立的
松江新市镇比较，
无论是夏氏父子墓还是陈子龙
墓，
都显得有些冷清，
却又是难得的一方净土。
在夫子庙吃江南的小吃，窗外便是缓缓流
动的秦淮河。在我的眼中，秦淮河总是幻化出
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把我带入历史与沉思。我
仿佛看到了明末的秦淮河中那一条条灯红酒绿
的客船，那一把把半遮粉面的桃花扇。我仿佛
听到了两岸喧嚣的叫卖，船娘吟唱的小曲，感受
到了俞平伯式的桨声灯影……可是，如今，叫卖
声依然，小曲早已变成了流行曲，秦淮河的河道
变得拥挤。朋友说，这河里已经多年没有鱼
了。当我置身于李香君故居陈列馆，这座晚明
建筑的对岸便是一家酒楼，隐隐能听到酒客的
嘈杂声，我忽然想，三百七十多年了，香君那一
抹香魂是否找到了安居之所？又蓦地想起了陈
子龙的那首《点绛唇·春闺》：
“满眼韶华，东风惯
是吹红去。几番烟雾，只有花难护。梦里相思，
芳草王孙路。春无语。杜鹃啼处，
泪染胭脂雨。
”
陈子龙与柳如是有过一段浪漫的恋情，
是柳如是
倒追陈子龙；李香君好像没有见过陈子龙，不知
道见后是否也会爱上英雄。
1647年10月16日，
夏完淳等四十多名抗清义
士在南京西市慷慨就义。清军那手提鬼头大刀的刽
子手，
面对在自己面前昂首站立的十七岁的粉面少
年英雄，
他那曾经砍掉无数人头的双手，
也不由自主
地在发抖……在那天共赴南京西市刑场的四十三名
江南抗清义士中，
夏完淳是年龄最小的一个。
江南的繁荣与富庶不是用酒水浇灌出来的，
江南人做事靠的是脚踏实地、靠的是思路缜密，
江南人懂得怎样做才是真正被人瞧得起，所以，
在历史的长河中，
江南的山水才会变得这样有分
量，
这样叫人怀念。

中国邮权从弱到强的见证者
——读《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

《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
（现代出版社
出版）是关于中国邮政人徐传贤的传记作品。著
名文史作家十年砍柴将徐传贤的人生放置在时
代背景和人际交往网络中去观察、
分析、
呈现，
通
过查阅与之有关的历史资料、书籍档案，包括其
所处行业的史料及与之交往的人物的史料，
并深
入历史现场如上海、重庆、湖南、北京、河南等地
如实地考察其生活、
工作的地方，
真实、
丰富而深刻地呈现了 20
世纪中国一代知识人传奇、精彩却又苦痛的一生。同时，
见证
了中国邮权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折射了一代知识人的人生轨
迹和时代命运，
旨在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一代在大历史中声名不
显却又兢兢业业、积极向上的城市人物。
这本书以徐传贤先生从上海到北京的活动为主线，以徐
传贤先生之父徐熙春先生（中国红十字会青浦分会创始人）的
活动为副线，借父子俩的人生经历来反映清末民初大变局中
传统家族的选择和作用，从而认识到家庭和家族在中国社会
转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同时，本书也反映了上海和北京过
去一个半世纪以来的城市关系，特别是上海这座城市在中国
近现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从这个角度说，本书亦可看作徐
传贤先生的上海——北京“双城记”，而上海和北京的文化差

16 《栩庄漫记》的作者
有一次，叶先生向陈先生请
教是否知道《栩庄漫记》和著者的
时候，陈夫人在一旁告诉她说：
“那是我父亲写的。
”
我只记得陈先生的夫人姓
李，陈先生一直在别人面前称呼
她为“李大夫”
。我于是拜托叶先生之
得意女弟子曾庆雨帮忙查找，因为她
现在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工作。曾老
师给我回信写道：

谢惠
异及两座城市的关系都投射在徐传贤先生的一生中。
徐传贤先生的一生跨过了三个时代，他出生在清末的
1908 年，大半生生活在纷乱的民国年代，而后又走进了共和
国时代，精通三门外语（英语、法语、俄语），一生游历过诸多
国家，为中国邮政事业贡献丰厚。自徐传贤先生 1924 年从中
法国立工学院大学一年级肄业考入上海邮政局始，直到他
1972 年在北京去世，他的职业生涯一直没有离开中国邮政事
业。不管是最初的上海邮政局邮务生，
还是驻越南、缅甸中华
邮政办事处代表，
中华邮政总局课长，
以及后来的上海邮政局
股长，
中华邮政总局副邮务长、处长，
华东邮政总局科长，
万国
邮联会议中方代表，再后来的邮电部国际关系处副处长兼邮
政总局联邮处处长并第一次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身份出席
国际会议，
最后的北京邮电学院（今北京邮电大学）教师，
于他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 著
人民出版社

1938年冬，经友人袁芸雪介绍，去中央军
校武冈第二分校任上校教官。民国二十
八年7月，奉调赴重庆中央训练团受训，途
经宜昌乘船，船翻落水旋即得病，8月下旬
叶老师，我先是查了陈贻焮先生的 抵重庆，终因病重不治，于9月5日在重庆
夫人，知其姓李。然后查叶先生论温庭 逝世，年仅40岁，安葬于重庆浮屠关刘姓
筠的文章，里面多次提到《栩庄漫记》。 宅旁。李冰若一生研究古典文学，著作甚
最后查得该书作者为民国学者李冰若， 多，遗稿大多散失。出版的有《花间集评
其生平如下：李冰若（1899—1939），原 注》《长楚轩贻》《闲庐余事》《栩庄诗集》
名锡炯，自号栩庄主人，飞仙桥杨柳冲 《绿梦庵词》等。
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幼聪颖
本书（案：即指《栩庄漫记》一书）为
好学，母陈氏亲授唐诗。12岁随表兄 民国学者李冰若对《花间集》所作的笺
刘敦桢（著名建筑学家）赴长沙楚怡小 注、汇评。虽为简注，但极为精当。其
学就读，民国九年（1920），毕业于长沙 中，作者以《栩庄漫记》的名义，作196条
明德初中。1923年，李冰若从湖滨高 评语，对《花间集》中18家词人和170多
中毕业后，考入江苏苏州东吴大学中文 首词作了精辟分析和评点，多为后世论
系，师承词曲泰斗吴梅、著名学者陈中 词者引用，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圭
凡，攻读古典文学，学业日进。民国十 璋、叶嘉莹等著名词学研究者都甚为重
四年（1925），陈中凡教授任教广州中山 视《栩庄漫记》的评语。本书1935年由
大学，李随去学习。在中山大学，李先 上海开明书店初版。本社此次出版以开
后任该校两湖同乡会会长、新社会研究 明书店本为底本，重新标点整理。并于
会理事，并积极参加进步活动，与著名 民国期刊中辑录李冰若词15首，附于书
共产党人毕磊交往甚密。北伐战争期 后，以便文学爱好者及研究者阅读。
根据曾老师提供的线索，我又通过
间，加入国民革命军，任总政治部教训
员。民国二十六年（1937），抗日战争爆 北京大学张少康教授向葛晓音教授求
发，李同家人回县，任教县乡村师范。 证，得知李冰若先生是陈先生的岳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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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无论时代风云如何变幻，没有变的是他服务
中国邮政事业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精神。
作者十年砍柴从公共史学的视角写作了徐
传贤先生的传记，
但这本书不只是一个人的传记，
而是一代如徐传贤一样的知识人“共同”的传记。
因此，
这部传记
“读来让人对那一代知识人有比以
往更多的理解和更大的敬意，他们以惊人的坚韧
与毅力学习、
生存、
工作并做出卓越的成就，
虽然多数身后湮没
无闻，
但他们在身处逆境时没有放弃道德品行的自律，
也没有
放弃对这个民族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希望，
以高度的专业能力和
职业精神认认真真地做好本职工作”
。所以，
这样的一代知识
人应该被看见、
被尊重，
他们是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
也是时代
前进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
《寻找徐传贤：从上海到北京》不只是在寻找一个邮政人
的故事，
也是在寻找一代知识人的人生轨迹，
“从上海到北京，
这不是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代知识人从旧时代通向新世界
的道路。他们是小时代的精英，
却与大时代命运相连……”
如
此，这部传记从一开始就不是私人的，也不应该是私人的，亦
如学者李天纲老师在本书序言中所说：
“这既是他史，又是我
史，
也是一部公众史。
”

兴之所至作诗词

张伯驹先生辞世后，潘素仍
然在继续着他的事业。2017 年 2
月 8 日，
“张伯驹潘素文化发展基
金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
隆重的揭牌仪式。
张伯驹曾说过：
“我这个人要
学什么，
非要学到精通不可！
”
他对酷爱
的古典诗词就达到非常精通的程度。
他自幼记忆力就特别好，
朝诵夕读，
过
目不忘。有一次去朋友家，
随便翻阅主
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
再去时竟然还
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
而那主人
却什么都记不起来了。长时间的积累，
使他谙熟掌故，
精通格律，
又对生活充
满诗心，
因而他写诗词就像蜜随时从蜂
巢里流出来一样。
张伯驹创作的诗词不求发表，
是兴
之所至，
是习惯使然。一段时间下来，
他就自掏腰包，把这些新作油印成册。
这些灰蓝封面、
薄薄软软的小册子朴素
无华，
一摞一摞地码放在客厅沿壁而立
的竹质书架上，
让前来家中叩访的文化人
都觉得它们酷似一个身着素色长衫的文
人，
长久静立，
沉默无语。只在有人一不
小心碰及书架，
那老竹竿发出的吱吱声，
才仿佛在提醒人们：
这里还有诗。
张伯驹先生一生酷爱诗
词，谈文论艺，随兴创作，从
无懈怠。晚年患白内障，仍
通过回忆自七岁以来所观之
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逸闻，
写下七绝句 177 首，集为《红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毹记梦诗注》。流入民间后，即获赞誉，
香港中华书局于 1978 年出版。他去世
后，
北京宝文堂书店予以再版。许多人所
以欣赏张伯驹先生的诗，
不仅因为他的诗
词很有情趣，
艺术造诣很高，
还因为它有着
一些更可宝贵的东西：
现在不少人，
最大的
生活目标不外乎自我价值的实现。继之而
来的事，
便是如何经营推销自己，
实现目
标。而所谓经营推销，
就意味着一个持久
又复杂的运作方式。如此经营人生，
一些
属于人性的、审美的东西或许都要摈弃。
而这些恰恰是中国传统诗歌的感性基石，
也是张伯驹的创作基石。张伯驹先生酷爱
戏曲，
他在戏曲界有不少知己，如著名京
剧表演艺术家余叔岩等。他们情趣相
投，其关系远远超过一般公子和名票与
名伶之关系。张伯驹先生不仅爱看戏曲，
而且爱亲自演出。他最为得意的，
就是名
伶傍他唱戏的事了。诸如，梅兰芳饰褚
彪、
他饰黄天霸的《蜡庙》等。特别是余叔
岩饰王平、
杨小楼饰马谡、
王凤卿
饰赵云、
程继仙饰马岱、
陈香雪饰
司马懿、
钱宝森饰张郃、
他饰诸葛
亮的《空城计》。这出戏是1937年
张伯驹四十寿辰，
余叔岩倡议为
河南旱灾募捐的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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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中老年读书人心中，
“新华
书店”
曾是个金字招牌。回想当年，
有
多少人在这里得到启蒙，有多少人在
这里获得新知，又有多少人的心灵在
（
这里得到了净化。然而，对于新华书
店在天津的创办过程，人们却是知之
）
不详；对于当年津城新华书店的创建
者们，今日的人们更是颇为陌生。其
实，
作为有文化的城市，
我们不应忘记
这些人和事。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我被天津市出版局抽调，参与中宣部
出版局“发行家列传”
系列图书的撰写
工作，在为天津新华书店创建人之一
谭盛田写传的过程中，曾多次听到并
记下了他和他的战友们所讲述的当年
天津的建店往事。
“天津的新华书店是由华北和东
北两地图书发行人员共同创建的，他
们都是冒着战火硝烟随解放大军一起
进入天津这个大城市的。
”
这是采访首
日，谭老对我说出的第一句话。后来
随着他和部分当事人的回忆，以及查
阅尘封多年的档案，当年天津建店时
的情景渐渐地在我的脑中鲜活起来。
据史料记载，
早在平津战役开始时，
中
共中央宣传部便分别致电华北局和东
北局，要求各派一批政治坚定业务熟
练的图书发行人员，随华北和东北解
放军进军津城，在接管国民党出版发
行机构的基础上，创建新天津的红色
宣传阵地新华书店。接此任务后，华
北局迅即从晋察冀、冀中、冀南新华书店挑选干部 13 人，于 1948 年
年底到达胜芳镇，
参加军管会接管天津的集训。当时确定，
李长彬
为天津军管会文教部出版发行系统军代表，
苏光、张正路为业务部
门负责人，进城后的图书货源由冀中新华书店负责筹备。与此同
时，
东北局也从已是解放区的东北各地书店火速抽调史修德、谭盛
田等 14 名干部，在东北书店总店副总经理卢鸣谷的带领下，携带
三十多万册书籍跟随东北解放军紧急入关赶往天津。
1949 年 1 月 15 日晨，随着解放军攻破津门，已抵达杨柳青镇
的华北新华书店一行迅速行动，于中午通过西营门进城。按照既
定任务，他们的接收目标是国民党的正中书局和中国文化服务社
天津分社。但他们赶到罗斯福路（今和平路）上中原公司（今百
货大楼）斜对面的正中书局时，却发现其已被炮火击中无法使
用。随即他们便顺着大街南行，在四面钟对过找到了中国文化
服务社天津分社。当夜 12 时，军代表李长彬宣布该社被接管后，
苏光率队立即进驻连夜清理。翌日，
“ 新华书店”的布标便挂在
了大门右侧。随后他们又相继接收了新时报社、独立出版社、商
务日报社、工商日报社。经过一天的筹备，1949 年 1 月 17 日一早，
苏光任经理的“新华书店第一门市部”，便在原国民党中国文化服
务社天津分社旧址（即后来和平路教育书店）率先开业了。这是天
津历史上第一家新华书店，也是新天津首家国营书店。据后来的
店史描述，门市开业读者踊跃，第三天所备图书便面临售罄，店里
在派人回华北解放区紧急调运的同时，又将新时报社改为新华印
刷厂，
组织力量赶印新书。
几乎与华北新华书店入津时间相同，由卢鸣谷带队的东北书
店一行也随着东北解放军从民权门攻入了天津。据谭盛田后来回
忆，
当他们将所带图书安置好后向军管会报到时，
华北新华书店的
第一门市部已将开业。后在军管会的指派下，他们接收了罗斯福
路 191 号国民党中国农民银行天津分行旧址（今和平路百货大楼
对面书店）。因银行店堂超大，
改造需要时间，
因此直到 2 月 19 日，
这个由东北书店开办的“新华书店第二门市部”
方才开业。因此前
卢鸣谷已随军赴北平参加接管工作，
门市部经理由史修德担任。
1949 年 6 月，遵照中央出版委员会指示，在津的华北、东北两
支发行队伍合并组成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其开设的网点除和平
路大门市外，尚有四面钟、北马路、小白楼门市部和灰堆、塘沽支
店，同时还兼管沧州、泊镇、杨柳青支店。因当时史修德已奉令
出任北平分店经理，天津分店经理由苏光担任。对于苏光这位
英年早逝的老领导，后来与之成为儿女亲家的谭盛田非常怀念，
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讲，由于工作劳累，1960 年 1 月他死于脑溢
血，
年仅 42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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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家路窄

稷世恒的举动让唐明安觉得
奇怪，
问他怎么回事？稷世恒悄声
说，
在卡口带人检查的那个国民党
军排长，名叫甄二牛，曾经是自己
的部下，
任过连长。由于在战场上
贪生怕死，
他差一点被当作逃兵枪
毙，
后经人说情才保下一条命。这小子
从此对我怀恨在心，
就在何应钦的部队
和日军夹击我们的时候，
他投靠了中央
军，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上了，
真是冤家路
窄。唐明安一听，
想掉转马头往回走，
稷
世恒立即制止了。他说，
已经离卡口那
么近，
要是此时掉头回转，
一定会引起甄
二牛和国民党兵的注意，
还是继续往前
走，
到卡口时出现情况再随机应变。唐
明安赶着马车随着人流儿继续往前
走。稷世恒躺在车上，
心中盘算着万一
要是被甄二牛认出来怎么对付。
唐明安赶着马车来到卡口处。一
个国民党兵迎上来，
看看一身农民打扮
的唐明安，
问他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唐
明安把想好的话说了一遍，
那个国民党
兵刚挥手让他们过卡，
不想，
甄二牛这时
走过来把车拦住，
说这一带有好多座寺
庙，
为什么非要去盘山天成寺？唐明安
告诉他，
天成寺名气大，
还灵验，
而且与
方丈说好要给舅舅做道场。听完唐明
安的话，
甄二牛走到马车旁，
伸手拍拍侧
身躺着的稷世恒，
口中喊道：
“老爷子，
睁
开眼睛让我看看。
”
稷世恒把眼睛睁开一
条缝儿，
装成沙哑的嗓音，
有气无力地
说：
“长官，
我一个快入土的老帮壳儿，
又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有着一身的病，
有什么看的呀？
”
甄二牛说：
“一身的什么病啊？说说我听听。
”
稷世恒
说：
“我浑身没劲儿，
还哪儿都疼，
总咳嗽，
有时候咳嗽吐痰还带血，
郎中说我是肺痨
啊！长官哪，活不起了！”稷世恒说着，假
装咳嗽起来。甄二牛让稷世恒翻过身来
平躺着。稷世恒在慢慢翻过身来的同时，
已经在夹被的遮掩下，把匕首握在了手
中，
唐明安也做好了随时出手的准备。就
在这时，
甄二牛狡猾地一笑，
对稷世恒说：
“老爷子，
先不要去天成寺了，
在我这儿住
几天，你这病我就能给你治好。”说完，他
对士兵们喊了一嗓子：
“来人！把这辆马
车和人带到西院去！”几个士兵立刻端着
枪跑过来。唐明安拉住马不让走：
“长官，
你不能不让我们走啊！我们和天成寺的
方丈说好了，今天下午要是不到达那里，
就耽误事了！
”
就听稷世恒慢声慢气地说：
“跟他们走吧。既然长官说能治好我的
病，
咱们不能辜负长官的一片好心啊。
”
此时的稷世恒，已经猜到甄二牛认
出了自己。他喊过来那些荷枪实弹的士
兵，就是为了防止自己和唐明安反抗，到
时可以一起上手。稷世恒心想，既然甄
二牛认出了自己，却又不同那些士兵们
说，
这里面肯定有他的打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