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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是1991年的春天吧，那时天津日报
社还在鞍山道旧址办公，文艺部的两位离休
老主任黄人晓、李牧歌，得悉文艺副刊的老
朋友、工人作家崔椿蕃病重住院，急欲专程
赶往汉沽探望，当时的总编辑还特意安排好
车辆，打算陪同她们一同前往。我那时在
“文艺周刊”做编辑，知道此事后，对两位老
前辈的深情厚谊由衷钦佩，也准备随同前
去，并相机采写一篇新闻专访。可惜，由于
两位老人的身体状况不佳，最终未能成行。
黄人晓是方纪的夫人、李牧歌是邹明的夫
人，这两对夫妇不仅是《天津日报》的创办
者，还是党报文艺副刊的耕耘者。而崔椿蕃
则是汉沽盐场的工人作家，早在1958年，便
开始给《天津日报》副刊投稿，反映来自盐场
的火热生活，上世纪70年代初，出版了由他
执笔的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他的创作曾
经受到过方纪先生的鼓励和褒奖。
这件事就这样记在了我的心里，不曾被

忘却。1991年7月，崔椿蕃在相继赶写他的
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下）和《盐滩儿女》
两部书稿后，又终日忙于编审《长芦汉沽盐
场志》，终因积劳成疾而病逝。他为《天津
日报》副刊写稿二十多年，所有作品都以盐
场生活为素材，是自新中国成立后，卓有成
就的天津工人作家的代表。再后来，黄人
晓、李牧歌也年事渐高，先后因病离开了我
们，使得那次未能成行的探视，留下了永远
的遗憾。
25年之后，也即2016年，我应邀到汉沽

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散会时已是中午时分，
有一位中年人在会场门口等我，双手抱着一
大摞文稿，自称是崔椿蕃的儿子，专门来这
里等候，有事相托。我的内心立刻有一种亲
切感，看着他胸前的这一大摞文稿，以为这
是崔椿蕃的自传。我想起二十几年前的那
件往事，而且我刚刚还在会议上，提到了这
位我们副刊的老工人作家，只是没有想到他
的家属会来找我。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
作了简单的交谈，我当时答应，稿件的事日
后一定尽心相助，请家属放心。那段时间，
我已主持整个文化专副刊中心的工作，全部
身心都投入到报纸副刊编务之中，版面之外
的事真是难得顾及，可奇怪的是，那次会面
的仓促场景，竟也被我牢牢地记在心里，清
晰如昨。
又是5年过去了。这期间，我已经退休

离开报纸副刊。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天津日
报》与天津市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百年征
程 世纪辉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征文”活动，此时，我突然记起长篇
小说《盐民游击队》，这部反映天津汉沽盐
区军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英勇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作品，出版后曾引发强烈的社会反

响，发行量高达80万册，有关这部书的写作、出
版，肯定会有很感人的故事。于是，我将这个
征文线索作了重点推介，特别提到了崔椿蕃的
名字。接下来，我辗转联系到了崔祖育，也即
崔椿蕃的二儿子，就是他当年手抱文稿在会场
门口等我。
我在电话里提起几年前的那次见面，崔祖

育显然十分激动，没想到《天津日报》文艺副刊
还记着他的父亲，记着这份情义。他说，可否
将他父亲那两部长篇小说的电子版，传给宋老
师看看？我当即答应下来。这时候，我也才知
道，当年他双手抱在胸前的，竟是他父亲生病
前完成的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一部是36万字
的《盐民游击队》（书稿上标注：解放战争篇），

一部是26万字的《盐滩儿女》。我的心里一时
不知是什么滋味，难得有这样的儿女，对于父
辈的遗著如此珍视，犹如捧着一份沉甸甸的
“遗产”。我对崔祖育说，这次建党百年征文是
一个契机，可以写一篇回忆他父亲崔椿蕃的文
章，主题就围绕长篇小说《盐民游击队》来写：
父亲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书、采访和写作
遇到过什么样的困难、他有着怎样的意志与心
愿？这其实就是写父亲的人生。经过编辑几
次增删、修改，这篇饱含父子深情的文章《我的
父亲和〈盐民游击队〉》，刊发在2021年7月8日
“文艺周刊”征文栏目内。

那期间，我在手机上陆续看完了那两部长
篇小说，相比之下，感觉还是这部解放战争篇
的《盐民游击队》更为可读，特别是与1973年出
版的《盐民游击队》有联系，在时间、人物、故事
上都有衔接，前部书的内容是以抗日战争为背
景，后面这部写的是同国民党军队浴血作战，
解放盐滩，迎接新中国的到来。两部小说场景
相同、故事接续、人物不变，似应作为续篇或下
部，这个题材的作品正适合建党百年期间在党
报连载。于是，我将书稿作为《盐民游击队》的
下部，力荐给负责连载稿件的编辑。自2021年
7月10日，《盐民游击队》（下部）开始在《天津日
报》连载，至12月11日止，共连载了155天，尽
管缩编的难度较大，需要压缩字数、删去枝蔓、
突出故事悬念，但整部小说自始至终充溢着的
饱满激情，浓厚的生活气息，众多鲜活的人物
形象，还是给读者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没有对

盐场生活的熟悉，没有强烈的爱与憎，是很难
写出这样极具画面感的作品的。
崔祖育快递给我一本家藏的初版《盐民游

击队》，那犹如海水般蓝色的封面，立刻将我
的思绪带回到49年前，这部当年曾两次印刷
的长篇小说，倾注了作者的全部心血，及至写
作下部时，几乎是以生命为代价。当我翻看
面前的书版《盐民游击队》和报纸正在连载的
下部《盐民游击队》时，心里突然有了一个想
法，报纸上的连载如果也能够成为书版，那将
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也是了却了作家
的一个遗愿。
就是被这样的想法所鼓动，我带着那本老

版《盐民游击队》，直接找到了天津人民出版

社，向他们回顾了这本书的不凡经历，介绍了
已故作者崔椿蕃。不知道是我的讲述富有感情
色彩，还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看重旧情，意识到这
部书的特殊价值，他们答应暂留下《盐民游击
队》（下部），让我等待审稿结果。一个多月后，选
题终于被批准下来，不仅如此，天津人民出版社
还决定，将老版、新著合为一套，以《盐民游击队》
上下两卷本的形式出版。这个新颖创意，给了
我及作者家属一个意外的惊喜，从中看出了天
津人民出版社的胆识与情义。
至此，崔椿蕃生前创作的前后两部《盐民

游击队》，可以合璧面世，这是之前谁也不曾想
到的事情。回想当年，为了崔椿蕃的这些心血
之作，亲属们四处奔走，烦请文朋笔友联系出
版事宜，所有相知相识的友人都竭力相帮，终
因当时环境及大气候的不适宜，出书的心愿一
直未能实现。后来，为了更完好地保存这些书
稿，亲属们商议把它们敲录在电脑里，就这样，
父亲在稿纸上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几十万
字的小说，由子女们在电脑键盘上，又一个字、
一个字地敲击出来，转存在硬盘里，这份沉甸
甸的怀念，也因此保存在亲情的记忆里，温润
着、保鲜着，没有让岁月的风寒冻僵、枯萎，始
终在亲人、友朋、知音的心中呵护着，盼望和等
待着问世的良机。
在作家去世三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小说

终于有了破土的机会，没有因年代久远而与世
隔绝、疏远、淹没，相反，却由于那些文字的乡
土情怀、炽热血脉而盐味醇厚。是的，这部作

品虽然完稿在三十多年前，但其蕴含的真挚情
感，却是历久弥新，它们在时间的沃壤中，日日
夜夜渴盼着破土，向家乡的亲人讲述前辈的英
勇与不屈，而故土的乡音、村舍、驳船、滩涂、盐
山、海腥……一切的一切，都在文字中保留下
来，这是历史真实而生动的遗存。
1993年，在崔椿蕃去世两年之后，百花文

艺出版社出版了由方纪题写书名、蒋子龙作序
的《崔椿蕃小说散文集》，书中选入了作者生前
发表的小说、散文作品48篇，约计18万字。在
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他是新中国第一个以
文艺形式反映盐工生活的作家。他喜欢盐滩和
工友，热爱生活，他在获得了各种各样的奖励、
有了很大名气以后，也从未想过要离开盐场，要
当专业作家。人品文品互为表里，质朴地表达
自己对生命的憬悟，不矫情作态，不追求大红大
紫，不追风赶潮，也不妄自菲薄，终身满足于当
个业余作者。人生最好的路正是正直，岁月更
迭，风云轮回，他能安稳如铸，堂堂正正地走过
来，言行背碑。”这是对作者及作品最为恰当、信
服的评价。
在崔椿蕃的写作生涯中，长芦汉沽盐场曾

给予过支持，提供了许多写作上的帮助，此次
出版《盐民游击队》（上、下），盐场也格外重
视，对盐场老作家出书表现出极大热忱。盐场
古盐田旅游区，目前正在筹建新的品牌项目，
重点修建“盐民支队故事馆”，包括征集盐场老
作家的手稿等，以丰富馆藏，扩充文物展橱、展
板，使之成为红色教育基地的特色展馆。馆名
专请蒋子龙先生题写：“盐民支队故事馆”，这
几个饱蘸浓情的墨笔大字，情深意长，熠熠生
辉。自此，这片鸥鸟翔飞、一望无际的银色盐
滩，将以自己的血脉传承与醇厚的盐文化底
蕴，矗立起汉沽盐业的革命史碑，面朝海天，迎
接渤海湾上的旭日东升。
此次新版《盐民游击队》（上、下），将崔祖

育撰写的《我的父亲和〈盐民游击队〉》，用作此
书的代后记（略有增补）。读者从中可以了解
作家写作的艰辛，一部好作品诞生的曲折过
程，感受小说带给我们的心灵震撼。滨海新区
作家协会主席李子胜，为此书的出版尽心出
力，并帮助家属做了很多文字上的工作，这是
要致以诚挚谢意的。
直到现在，我还在问着自己：《盐民游击队》

（上、下）真的是要出版了吗？眼前的事实告诉
我，这是千真万确的，装帧一新的书稿即将付
梓。想当初，我向天津人民出版社推荐这部书
稿的时候，心里并没有多大把握，我只是想尽自
己的一份心意。感谢天津人民出版社并张素梅
老师，接受了我的这份赤诚。在此，我替已故作
家崔椿蕃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敬意，是天津人民
出版社实现了他们父亲的遗愿，这是不能忘却
的大恩！
（此文系作者为《盐民游击队》（上、下）所作

序言。该书近日已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95年前后，在编报之余，我还受
天津市新闻出版局出版史志办公室所
聘，担任了《天津通志·出版志》的特约编
辑和部分章节执笔人。特约编辑中，任
希儒、余秋明、周祥初都是资深出版人，
编辑图书出版方面的稿件可谓当行出

色。来自社科院历史所的董振修本是党史专家，审看涉及民
国时期进步书刊的稿件也是驾轻就熟。而年纪最小的我，则
是在负责加工旧天津通俗文学方面稿件的同时，还承担了有
关1949年后天津新华书店那部分文稿的编校工作。因那时
我曾有过研究现当代书局与书店的想法，遂在阅读此类内容
时，便格外留心，特意做了摘抄。虽然最后这个研究没能落
实，但当时看到和记下的新华书店天津分店成立后，为推广书
刊而想出的征求“新华之友”等“点子”，却一直存留在记忆中。
那是在开国大典前后，刚刚

由新华书店在津的第一和第二
门市部合并组成的新华书店天
津分店，承担了发行《新华月报》
《新观察》《文艺报》等期刊的任
务。面对发行业务尚未完全展
开、读者不固定而期刊到货又不
定时的状况，当时担任业务主任
的谭盛田非常着急。一天，有几
位佩戴某机关徽章的人来店里
选书，看到他们意气风发的样
子，谭盛田突然受到启发，急忙
召集业务人员开会琢磨。经过
集思广益，一个在全市范围征求
固定读者的活动展开了。他们
请人设计、制作了一批以中国版
图为背景，上面标有“新华之友”
字样的纪念章，分为红、黄、白三
种色别，按读者订阅期刊一年、
半年和一季度不等分别发放，并凭不同颜色纪念章可享受不
同折扣的优惠。此举一出，书店读者如云。刚刚迈入新时代
渴望接受新思想感受新天地的人们，都以能订到新期刊和成
为“新华之友”为荣。这项活动不仅使几种期刊的发行量猛
增，同时还激发了读者的购书热情，带动了其他图书也一路旺
销。据后来统计，当初“新华之友”纪念章的获得者，大都成为
天津市新华书店的首批基本读者。
20世纪50年代初，国营书店在天津网点少，边远地区的读

者购书十分困难。面对这种供需矛盾，天津分店的业务人员打
起了曾缴获来的一辆十轮大卡车的主意。他们将车厢的两边
固定上书架，摆上图书，喇叭一响，扯着“新华书店流动服务队”
布标的大卡车便直奔城郊的工矿企业和部队。这一做法此后
多年被沿用，在配合新婚姻法、抗美援朝、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的
宣传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至今，天津的许多老人都还能
清楚地忆起当年新华书店的流动“大篷车”。
继“走出去”之后，天津分店还创造性地搞起了“请进

来”。他们为满足不同读者的需求，从1954年起，相继举办了
“教师日”“医生日”“文学日”“工程师日”“鲁迅诞辰纪念日”等
不同类型的图书销售日活动。他们提前备货，专门集中陈列
展示相关专业书籍，届时请对口的读者一同进店选书，既为爱
好相同的读者提供了切磋交流的机会，又做到了销售的有的
放矢。如在“文学日”中，他们集中推荐的《青春之歌》《林海雪
原》《红旗谱》《苦菜花》《在烈火中永生》等书籍，便都创造了销
售佳绩。此举后来被推广到全国，成了当时各地新华书店的
固定业务，并成为以后各种不同类型专业书店的雏形。
如今天津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大多会忆起当年少年儿童

读物门市部对自己的影响。该门市部1953年由天津分店建
成后，立即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尤其是1955年9月16日《人
民日报》发表《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社论后，门
市部在团市委和市教育局的支持下，对少儿读物实行“凭卡购
书”，当年销售额比上一年便增长了近百分之二百。在此基础
上，1956年4月6日至5月13日，门市部又与团市委、市教育
局联合举办了“少年儿童读物展览会”。37天内，共接待少年
儿童八万多人。在此期间，还放映了各种知识性幻灯片310
场，并举办了五次座谈会和一次作家与儿童会面活动。随后
又在儿童节期间举行了“少年儿童读物宣传月”，印发了致家
长一封信和推荐书目五万份。最终的结果便是，门市部当年
6月一个月的销售量就接近1954年全年的销售量。

牡丹盛开的季节刚过，洛阳的大街小巷应该仍弥漫着牡
丹花香吧。在洛阳生活的二十多年里，一直对那里的美好熟
视无睹。离开之后，我才开始怀念那个地方，怀念曾经的幸
福生活。春风拂面时，最怀念的不是牡丹，却是街头那别具
一格的叫卖声。
洛阳不是大都市，生活节奏不快不慢，处处散发出平易

近人的气息。下班时分，随便一个小路口都会出现当街叫卖
的车子，车上装着水果、蔬菜，车顶通常会竖个大喇叭，里面
传出一个男人简洁而直白的吆喝：“来吧！便宜！”因为是录
音，这四个字就来回循环播放，不断“轰炸”着过路人的耳
朵。那声音往往又粗又硬，而且一定是洛阳土语。洛阳话里
的阳平都念成一声，发“来”时无须上扬，使得一句“来吧”比

普通话听上去更加短促有力，甚至有点不容拒绝的强硬。每每
听到，总让人精神一振，心里还会默默地回应说：“不来不来，我
今天不需要。”或者——“那就来点呗！”
在几个南北城市生活过，也听过各地不同的叫卖声，我仍

然觉得唯有洛阳这一种，最是特别。如果赶上十天一次的盛
大集市——谷水会，徜徉在那些高高低低的叫卖大合唱之
中，你会发现在共同的简洁直白之外，洛阳的叫卖声还有
更多有趣的差异，值得细细品味。著名的谷水会，设在城
乡接合部谷水西，每逢农历初四、十四、二十四开张，摊位
绵延几条街道，日用百货，宠物花草，大铁门和小木勺，煎
饼馃子浆面条，南北货物一应俱全，吸引着周边无数男女老
幼，甚至常有八十多岁的老奶奶不远数里坐公交从新区赶
来赴会，又颤巍巍喜滋滋地提着大包小包满意而归。按照
惯例，每个谷水会的上午，公交线路都会临时更改，躲避汹
涌的人潮。人气兴旺至此，到底因为什么呢？很简单，叫卖
声已经回答了我们：便宜！无论简易小棚还是临时地摊，贩
卖的是何种商品，报出的价格都让过往行人自感财力十
足。特别是那一袋袋、一筐筐，农民直接从地里运来的粮食
和蔬菜，散发着浓重的乡土味道，更是主妇“煮夫”们可遇不
可求的珍宝。货真价实，再辅以原汁原味的吆喝，谷水会的
繁荣自然势不可挡。

还是听听那叫卖声吧！这边的香蕉摊儿喊：香（降）蕉（嚼），
两——块！两块！两块！这位老板不说自己东西便宜，却把重
点放在“两块”上，一唱三叹，一声紧似一声，最后一个“两块”戛
然而止，带着七分焦急，简直就像在埋怨人们：“我都这么便宜
了，你们还不赶紧掏钱？”当然也不都是这种粗豪型的，有个
苹果摊儿上传出的声音罕见的温柔：“苹果，老（烙）甜（天）老
甜……”吆喝的人拖着腔，但对货物品质的强调仍然是简洁
的，仍然不超过四个字。众声喧哗中，最常见的显然还是“来
吧”体，单刀直入，再无二话，尽显河南老乡大道至简的语言风
格。侯宝林曾经在相声《戏剧与方言》里对比北京人和河南人
截然相反的对话风格，半夜如厕一个简单的情节，北京人用了
三百多字，河南人只需要四个字。今天的洛阳叫卖声再次有
力地证明了他老人家的观察。只要四个字！四个字尽显我们
洛阳人的直截了当，直率简单，质朴粗豪！
走在拥挤的人群中，耳边轰鸣着“黄瓜！一块！”“全场

三块！”“西瓜！脆甜！”的四字交响，总是会让你的喜悦油
然而生，唤起你无穷的生活热情，让你禁不住想和着那些
叫卖，对天空、对大地、对全世界大喊三声：“来——吧！来
吧！来吧！”
冲天一吼，畅快淋漓，仿佛回到了温暖的故乡。
题图摄影：赵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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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查到北京大学教授杜晓
勤先生的《诗人型学者 性灵派诗
人——论陈贻焮先生的中国古典
诗歌研究与创作》一文（《社会科学
评论》2004年第1期），得知：李冰
若先生乃是陈先生的表叔。杜晓
勤先生曾是陈先生和葛晓音老师指导
的博士生。

再查又得知：李冰若先生的夫人翟
涤尘女士原有“新宁才女”之称，1889年
端午节出生于湖南湘西新宁县的“翟
公馆”，父亲曾任广东水师提督，是民国
时期新宁县第一个赴省城学习的女学
生，就读于长沙稻田女子师范，1928年
在新宁创办女子职业学校，自任校长，
38岁才结婚，长李先生十岁。李先生去
世后，51岁的她——一个小脚女人独自
抚养三个子女，其中两个儿子考入北京
大学，女儿考入长沙医科学校。1968
年，翟涤尘女士逝世。1997年李冰若先
生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夫妇得以合葬南
京雨花台陵园。翟涤尘女士有《碧琅玕
诗词集》传世，且被收录于《中国当代才
女代表作》。其与李冰若先生所生之女
李庆粤女士便是陈先生的夫人。陈先
生曾有叹岳母之诗作《随庆粤、庆苏率南
星往雨花台花神庙，为先岳母翟涤尘女
士扫墓》：

清明时节杏花天，路畔山家卖吊

钱。买得几枝插坟上，相看无语泪如泉。

冯其庸先生也是出生于 1924
年，但日期是 2月3日，为农历癸亥

“猪年”。冯先生是江苏省无锡人，幼年
因家贫失学，在家种地，小学、中学均未
能毕业。抗战胜利后考入苏州美专，两
月后又因贫失学。1943年毕业于私立无
锡前洲青城中学。1943年下半年，冯其
庸考上了省立无锡工业专科学校，其间
曾得无锡著名画家褚健秋赏识。1944年
7月因贫失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考入
苏州美专，两月后又因贫失学。1948年
毕业于无锡国专。冯先生虽未上过正式
大学，但勤奋好学，多才多艺，以红学家、
史学家、书法家、画家等多种成就著称于
世，曾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2005年出任中国人民大学
国学院首任院长，2015年2月受聘为中央
文史馆馆员。古稀以后，仍然不顾高龄，
经常去新疆考察丝绸之路。年近九十的
时候，还去行走了一遍两千多年前项羽
的逃亡路线，证明太史公在《史记》中所
记载的“乌江自刎”地点有误。

每次见到叶先生时，他都会兴致勃
勃地讲述新的见闻与心得。比如2001年
左右，我和姑母到冯先生家时，他刚从新
疆回来不久，兴冲冲地拿出一摞刚刚洗
印好的彩色照片，说：“这些都是我在新
疆时拍的。”

17 冯其庸先生

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
谡、张伯驹饰诸葛亮的《空城计》，报
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
谓极一时之盛。演出后，有人以杜
甫“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
回闻”誉之。文化名人章士钊也曾
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
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
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正是因为爱得深，琢磨得透，自己又
有亲身体验，张伯驹对戏曲有着自己独
到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戏曲靠的就是
角儿”，艺术精粹在于表演，表演的艺术
精粹在于技术、技法和技巧。许多老戏，
内容早就熟得不能再熟了，但戏迷们还
是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欣赏。单是一出
《玉堂春》，梅派的，程派的，或是张君秋唱
的，或是赵燕侠演的，都让人击节叹赏。
这些不同流派的角儿能以各自的艺术处
理与舞台细节，共同传递出一个含冤负
屈的青楼女子的内心情感，而又各有千
秋。正是这些角儿，让中国戏曲有着特
殊的艺术魅力。因而，当余叔岩、杨小楼
等名角撒手人寰时，张伯驹便会叹息：
“所谓京剧至此下了一坡又一坡。”

新中国成立后提出中国传统戏曲
的改革方针“百花齐放，推陈
出新”，文化部划出二十六个
禁演剧目。眼看着《马思远》
等一些含有高超绝技的传统
剧目，因内容落后，思想不合
时宜，或被查禁，或被淘汰，

张伯驹忧心如焚。张伯驹对戏曲艺术的
高度执著和深度痴迷，使他成为一个极有
影响的专家和名票，同时也使他当上了戏
曲界头号保守派——“保守派里的顽固
派”。有人这样理解：最优秀的人，往往是最
固执的。也有人把这件事和他向国家捐献
文物的事联系起来评判：张伯驹绝非如今
天某些人所评价的——仅仅是个把《平复
帖》《游春图》捐了出去的有爱国心的大收藏
家。他的一生，比捐献的文物生动得多；他
的为人，更比国宝珍贵。1982年，张伯驹因
得感冒转成肺炎病逝。追悼会在八宝山革
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
就这样，张伯驹带着一腔浓得化不开

的文化情结谢幕了。然而，张伯驹曾经的
承泽园还在，他献给国家的珍宝还在，他的
精神还在。
祖国和人民没有忘记他。1998年4月

16日，“张伯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
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鲁

丽等一百多人出席了会议。2011
年6月19日，位于北京什刹海后海
南沿26号张伯驹故居内的张伯驹
潘素故居纪念馆正式揭牌。

北大和这样的人结缘，应该
是一种荣幸。

46 坐在头排看空城 64 识破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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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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二牛打的是什么算盘呢？
他认出了稷世恒后，就在心里想：
这个人是蒋介石和日本人都出了
高价悬赏的，抓住他这件事得保
密，如果让上司知道了，他们会抢
功夺财，自己啥也捞不到，所以他
不挑明稷世恒身份，是为了不走漏消息。

甄二牛带领士兵在卡口不远处，强
占了三家民院。东院和中间院落驻有
士兵，西院大一些，除了驻有士兵外，还
盖有一个马厩。那是甄二牛的上级考
虑这里是交通要道，一旦有紧急情况需
要应对，骑马比人跑步行动要快，所以
他们虽然是步兵排，却临时配备了十几
匹战马。由于战马是临时配备，士兵里
没有懂得伺候马的人，一个月前，上级
给他们从骑兵队调过来一个马夫，但他
们不知道，这个马夫是隐蔽在国民党部
队的中共地下党员老程。老程看到甄
二牛和几个士兵绑着两个人，又赶着一
辆马车进入院中，就迎上去问道：“长
官，又抓住人了？”甄二牛没有回答老程
的问话，而是阴沉着脸向他下达命令：
“少啰唆！快把西厢房的门打开，把这
两个人关进去！”老程答应着：“是！”便
拿钥匙打开了房门。

西厢房是库房，里面存着守卡士兵
吃的米、面和蔬菜，还有喂马的精饲
料。甄二牛让士兵把反绑着双手的稷
世恒和唐明安关进屋中，临走时，他一
把扯掉稷世恒的假胡子，奸笑着说：“装
老的家伙，给我规规矩矩地在这里待

着，等我忙完了，腾出时间再问问你的病
情，好给你对症下药！”说完，又叮嘱老程：
“往屋里勤看着点，别让他们俩捣鬼！”老
程答应得嘎嘣溜脆：“是，长官！”甄二牛拍
了拍老程的肩膀，表示赞赏后，便领着士
兵们走了。

老程回到马厩，添了些草料，喂了喂
水，又牵出两匹马在院子里遛了两圈，见
院外面人流不断，没有人注意到他，就把
厢房的门打开，闪身进去。稷世恒和唐明
安正在商量如何找机会从这间屋子里逃
出去，听见开门的声音，两个人立刻停止
交谈，四只眼睛齐刷刷地盯着门口。一见
是刚才甄二牛让拿钥匙打开这间屋门的国
民党兵，稷世恒立刻给唐明安使了个眼
色。唐明安从炕沿儿上站了起来，几步跑
到屋门旁，用后背一撞，把门关上了。此
刻，稷世恒也站了起来，两人一前一后把老
程夹在了中间。“你们被反绑着还想弄死
我，那可能吗？”老程笑着问。“可能不可能，
我们也得拼一下，不能在这里等死。”唐明
安说。“好样的！不愧为姥姥家的人！”老程
挑起了大拇指。“你说什么？”稷世恒看着老
程问。老程收敛了笑容，严肃地回答：“我
说我找我舅舅。”唐明安立刻问：“你姥爷家
姓什么？”老程说：“我姥爷家复姓谷神。”

人民出版社

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