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樱花开了，葛饰的樱花真让人怀念，想
起二十年前，为了点不值得的小事和老爸大
吵了一架，头被老爸打破了，我一气之下离
家出走，发誓一辈子再也不回来，可是每逢
樱花盛开的时节，心底总是要想起自己的家
乡。啊对了，说起我的家乡，那就是东京都
葛饰区的柴又街，我生在柴又，长在柴又，姓
车，名寅次郎。人们都叫我疯疯癫癫的阿寅。
这段表演，出自本周推介的佳片《寅次郎

的故事1》。导演山田洋次是中国观众熟悉的
老朋友，而《寅次郎的故事》是他最著名也是
最重要的作品之一。从1969年到1995年，“寅
次郎”系列的48部作品陪伴观众走过了26年，
被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史上最长的系列电影。
很多人可能会说没有山田洋次，就没有

《寅次郎的故事》，但山田导演却在自己的书
中这样写道：“无论如何要拍这部作品的创
作冲动，完全来自渥美清这位演员。”
渥美清，1928年出生在日本东京，青年时

代在浅草的小戏院里度过，1951年进入影视
行业，曾在山田洋次导演的《过分的糊涂虫》
和《运气好的话》两部作品中出演配角。当时
有位电视台的制片人，想做一部由渥美清主

演的电视剧，就找到了山田洋次想让他写个剧本。
山田导演就和渥美清在家里畅聊了三天三夜，了
解到他自己和他身边许多有趣的人和事。于是，
渥美清在40岁时迎来自己的第一个男主角寅次郎，
并开始走红，1996年去世之前，出演了第48部《寅
次郎的故事》，用一生诠释了这个角色。
寅次郎这个人物，在电影里可以说是洋相百出，

到处惹是生非，和当时日本民众普遍严肃的氛围格
格不入。但谁也没想到，电视剧上线之后，收视率

一路看涨，以至播
放到26集，寅次郎
被眼镜蛇咬伤致
死的时候，电视台
收到了众多观众
的抗议信和电
话。寅次郎这个
人物就像观众情

同手足的兄弟一样，早已在他们心中扎下了根。
在寅次郎系列影片第50部的结尾，山田导演

特意用寅次郎外甥满男的回忆，串联了曾经系列
电影里和阿寅演对手戏的三十多位女演员。她们
都是日本非常出名的女艺人，包括中国观众熟悉
的栗原小卷、吉永小百合等。
东京都葛饰区的柴又街上，不光有寅次郎和

他妹妹的两座雕像，还有一座关于寅次郎的纪念
馆，馆内有等比例还原的拍摄场景和道具等。寅
次郎这个人物，寅次郎的故事，好像一直发生在
那里，从未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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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次郎的故事1》，6月5日15:43“佳片有约”周

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近两年，国潮汹涌。神州大地上的国潮
裹挟着14亿中国人，尤其是年青的一代，甚
至呈现排山倒海之势。舞剧有《只此青绿》，
再现了王希孟的青绿山水《千里江山图》；
京剧则戏歌对唱，《梨花颂》以梅派艺术加
唐明皇杨贵妃的眷眷之爱，演绎了华夏的
凄美传奇。打开月饼盒就能看到“豆腐块”
“大花脸”“靠背旗”；买件T恤，扑面而来的
是“三星堆”金属面具。“冰墩墩”火到一墩难求，
年轻人爱中国文化已到痴迷程度，谁能想到曾
几何时我们还在担心华夏文化传承乏人。
传媒专家认为，国潮在深层次上代表了一

种民族文化的再生产，表现为时间维度促进文
化传承和空间维度扩大传播影响力的双重过
程。当传统文化以国货为载体实现符号转译
和意义再造，就逐渐形成新的、被广泛认同的
融合性社会思潮，进而在一定程度上脱离原本
的商品属性获得建制性的文化影响力……当
然，这是理论层面的，如果我从服饰文化学的
角度放开来看，国潮的形成基础，主要是祖国
的强大。
翻阅服装发展史，很容易看到东服西渐

和西服东渐的社会背景，孰强孰弱，一目了
然。西汉武帝时国力强盛，派张骞西域凿空，
虽两次相隔20年，但二百多人的使团，带着
特有的丝绸，并派副将多走几国，打通了一条
政治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中国蚕吐的丝途
经拜占庭，到达地中海，曾以12倍于黄金的
价格在英伦三岛上被称为神奇之物。凯撒大
帝穿着中国丝绸长袍去看戏，使得全场人都

不看戏而来看这长袍。汉代的中国人就特别
有自信，有气魄。无论是霍去病墓前不掏空
四蹄之间石材的石头跃马，还是东汉雷台那
风驰电掣的青铜奔马，均显示出中国人的力
量与速度，说到根本是底气。“向前敲瘦骨，犹
自带铜声”，那是什么气势？
大唐时的长安，住着三百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使臣、商人和留学生。“万国衣冠拜
冕旒”，大唐拥有非凡的影响力。中国人以
博大的胸怀广收博采，再将其吸收、消化，
融于中国文化之中。北魏时期的云冈大佛
还明显带着佛教发源地的犍陀罗风格，而
到了盛唐时期的龙门卢舍那大佛，已完全
是中国人的容貌和衣衫，这正是中国人的
本事和中国文化的实力表现。
沿着丝绸之路而来的各民族服
装都被我们引用、发展、拼接，
以至成了中华服饰的一种颇具
异邦色彩又不失本国情调的独
特风格，这就是大唐的气魄！
可是，清末开始直至20世纪上半叶，中

国积贫积弱，遭受西方军事和文化侵略，洋

枪、洋布、西装、烫发充斥了神州大地。我们
的传统工艺，大规模受到挤压。即使从明代
中叶就萌发的纺织业等，也被西方列强狠毒
扼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使我们的国界内
出现了多个国家的租界地。耻辱、贫穷，困
扰着我们。尽管爱国青年也曾发出来自心
底的呐喊：“提倡国货”，可是我们不能不承
认，在西方的现代文明加上殖民意识面前，
我们的小脚、大袄，男人梳辫子确实是太落
后了。那时，何谈国潮？
经过数十年的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可是，要想彻
底改变一穷二白的经济状况，还需要全民一点
一点地努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

定改革开放，刚一打开国门，我们
看到的西方文明令人眼花缭乱。
我是一个热衷于中华传统文化的
人，毕业后留校任教时在“外国美
术史”和“中国工艺美术史”中，毅

然选择了后者，当年好多人不理解。那时候的
年轻人多向往西方，纷纷去发达国家务工、留
学。一部分是真想提高自己，一部分是希望挣

大钱，还有相当多的是想去享受西方的奢侈
与现代时尚。是啊，当年一些人认为，那些国
家的月亮都比中国的月亮圆。记得有朋友从
香港给我带回一副全塑的大框太阳镜，我当
时爱不释手，也确实风光了好一阵。后来想
起来，那没包装盒，也没商标的眼镜不知是从
哪儿淘来的二三手货，更不知干净与否，但当
时不懂。我尚且如此，那些崇尚西方的人会

怎样？可想而知。这就是20世纪的后20年和21
世纪的前10来年。虽然很多民俗学者倡导挖掘
民间艺术，但青年人不以为然。
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中国人不仅富起

来，而且强起来了。这时的人们已与国际时尚
同步，看什么都不觉新鲜了，随着中国科技发
达，经济强盛，因而又不由自主地对老祖宗的
文化感兴趣了，动静最大的就是汉服热，紧跟
着古琴、京剧、水墨画，还有灯笼、剪纸、泥娃
娃。青年人不再觉得这些东西老朽，而是感到
祖国文化中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美，尤其是有一
种伟大的精神力量。看起来，仅靠文化人去挽
救国粹，去呼吁继承的推动力是微乎其微的，
只有国家强大了，让年轻人在世界面前挺起了
脊梁，才有真正的文化自信，才有可能由原本
的国粹发展成势不可挡的国潮！传媒界人士
说，这样的大背景给当代年轻人一种很强的时
代感召，年轻人愿意去建立属于这个时代的文
化归属感，彰显自己所在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
的不同……我们不禁感慨，国潮不仅是汉服，
不仅是国乐，关键在于伟大祖国的繁荣昌盛。

题图摄影：姜晓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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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
说：“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
《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
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
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
称于文人。”现代作家中不少人都
与《红楼梦》有或深或浅的缘分。
不同的人阅读《红楼梦》的感

受是不一样的。即使同一个人，
在不同的时期读《红楼梦》，也会
有不同的感受。冰心十二三岁读
《红楼梦》时，“对它的兴趣并不
大”，因为“贾宝玉的女声女气，林
黛玉的哭哭啼啼”都使她厌烦，直
到中年以后再读时，“才尝到‘满
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个朝
代和家庭的兴亡盛衰的滋味”。
季羡林小时候也看不下去《红楼
梦》，“黛玉整天价哭哭啼啼，为我
所不喜”，但他晚年却说《红楼梦》
是他最喜欢的书之一，“在古今中
外众多的长篇小说中，《红楼梦》
是一颗璀璨的明珠，是状元”。
周瘦鹃读《红楼梦》如痴如醉，

还能背其回目，他自言：“尝自谓数
十年来，自少而壮而老，于书无所不窥，而独
嗜《石头记》，把诵数十百次，下泪亦数百次，
迄于今遂能背其回目不爽累黍。”茅盾比周
瘦鹃技高一筹，能背诵整部《红楼梦》。郑振
铎不相信茅盾有这本领，为此他和章锡琛还
打过一次赌。钱君匋回忆：“有一天郑振铎
来开明找章锡琛，在言谈间，涉及沈雁冰，锡
琛对振铎说雁冰会背诵整部《红楼梦》，振铎
听了不信，章老就挑动振铎说可以赌一席酒。”
到了酒席上，章锡琛让茅盾背一段《红楼梦》，
“振铎从书架上取出早备好的那本《红楼梦》，
随便指定一回请沈雁冰背诵，振铎自己两眼
盯着那一回书，看是否背得对。章老板则说：
‘大家仔细听着，看雁冰背得有没有漏句漏
字，若有漏句漏字，还要罚酒。’大家鸦雀无
声，都竖起双耳听他背了好长一段时间，章
老向郑振铎附耳说：‘你看怎样，随点随背，
他都不慌不忙背出来，不错一字一句，你可
服帖了吧？要他背完这一回还是停背了？’
振铎非常惊异地说：‘我倒不知雁冰有这一
手，背得实在好，一字不错，你问我要不要把

这一回背完，我看可以停止了。我已
经认输，今天这席酒由我请客出钱。’
到这时章老板对沈雁冰说：‘雁冰，背
得真漂亮，我和振铎赌你能否背《红
楼梦》，今晚你帮我胜了振铎，请停止
背吧，谢谢你！’”
朱湘像周瘦鹃、茅盾一样嗜

好《红楼梦》，续写了《红楼梦》，题
目为《想入非非——贾宝玉在出
家一年以后去寻求藐姑射山的仙
人》：“自从宝玉出了家以来，到如
今已是一个整年了。从前的脂粉
队，如今的袈裟服；从前的立社吟
诗，如今的奉佛诵经……黛玉之
死，使得他勘破了世情，到如今，
这一个整年以后，在他的心上，已
经不像当初那么一想到便是痛如
刀割了……虽然如此，黛玉的形
象，在他的心目之前，仍旧是存留
着。或许不像当时那样显明，不
过依然是清晰的。并且，她的形
象每一次涌现于他的心坎底层的
时候，在他的心头所泛起的温柔
便增加了一分。”赵毅衡点评《想
入非非》：“以贾宝玉自述爱情心

理，写得不瘟不火，细腻动人，没有一个人
的‘现代红楼’，写得如此灵秀。”
欧阳予倩、白薇、顾仲彝、石华父、端木蕻

良、孔令境等作家还对《红楼梦》进行了再创
造，把《红楼梦》小说改编为其他文艺形式的
戏剧或说唱。冰心劝赵清阁“把红楼梦人物
搬上话剧舞台”，赵清阁反复阅读《红楼梦》，
“从戏剧角度琢磨，探索，进行改编”，上世纪
40年代先后创作了四部话剧：《诗魂冷月》
《血剑鸳鸯》《流水飞花》《禅林归鸟》。赵清阁
格外偏爱晴雯，以宝玉悼晴雯的祭文《芙蓉女
儿诔》中的“鬼蜮花殃”四字为题，创作了话剧
《鬼蜮花殃》，后改名《晴雯赞》。1985年，四
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赵清阁的《红楼梦话剧
集》，傅光明称赞她是“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成
规模、有系统地改编‘红楼’话剧的第一人”。
端木蕻良不但将《红楼梦》改编成话剧，晚年
还出版了长篇历史小说《曹雪芹》和论文集
《说不完的红楼梦》。

《红楼梦》是一部“经得起反复阅读，再读
仍有魅力”（王朝闻）的文学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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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次郎的故事1》：
世界最长系列电影的开始

刘燕凌

周末
文丛

华说华服

一

今年的年过得比较早，
2月1日就是大年初一。春节
前后，我所在的城市天气阴

冷，气温在0-10摄氏度之间徘徊，还不时下点小
雨和雨夹雪。这时我去凄风冷雨的露台上看看，
却发现看似柔嫩的春兰的花箭已开始拔长，准备
开花。也许，这就是江浙人看重春兰的原因吧。
从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来的墨兰在上海

也是冬天开花，但怕冷的墨兰必须放在有暖气
的室内，在室外就会被冻坏，和在自然气温下就
能开花的春兰不同。
养在花盆里的春兰，不能耐受零下3-4摄氏

度以下的温度。今年冬天虽冷，但好在没有对春
兰来说太低的气温，我就把它们留在露台上挨寒
受冻了。春兰在每年冬天要经过一个月以上零摄
氏度左右的低温“锻炼”（这个术语叫做“春化”），
它的花才会开出比较好的状态。为什么呢？我的
理解是在这段时间里，春兰看似不生长或生长得
很慢，但它在缓慢地积累养料和能量。那么最后
它在开花时，花会比较肥壮，形态也比较到位了。
用养兰人的话来说，就是“开品”比较好。

二

许多兰家说兰花冬天不用施肥，我就不信。
既然春兰在冬天还在缓慢生长，那么它肯定还
在缓慢吸收养料。所以我在入冬之前，就在兰
盆表面加施了奥绿牌催花用颗粒缓释肥，这个
是化肥。养兰人用好康多比较多，但有一次我
好康多用完了就临时用了奥绿来代替，发现效果也很好，后来就一直
用奥绿了。另外还加施了古早牌金标国兰洋兰用颗粒缓释有机肥。
这两种肥在浇水和下雨的时候会缓慢地溶解，渗透到盆土里面去。
这期间，我还浇了三四次自己用猫粪腐熟半年以上的液肥。为什

么用有机肥？因为冬天兰花吸收缓慢，而有机肥也是缓慢分解的肥料，
所以我觉得比较适合。
去年冬天有零下3-4摄氏度的天气。因为怕春兰被冻坏，我早早把

它们搬进了有地暖的室内，结果去年就开得早，开品也没有今年的好。
查了下手机里的照片。去年1月24日春兰“汪字”已开。其他几种

江浙春兰的照片没找到，大致也是这个时间。今年春兰“宋梅”开于2
月8日，“汪字”开于2月19日，“西神梅”开于2月20日。“汪字”开放的
日期，比去年晚了26天。
今年的“宋梅”和“汪字”，都比去年开得肥壮、标准、端正。尤其是

“西神梅”，去年仅开一箭花，今年有两箭，而且其中一箭是一杆双花。
江浙春兰一般只开一杆一花，只有力量特足时才开一箭双花，今年显
见得是力量比去年充足多了。

三

在这篇文章里我想专门写一下“西神梅”。它常常被养兰人简称
为“西神”，是无锡艺兰名家荣文卿先生在民国初年选育出来的。1923
年出版的《兰蕙小史》有载：“西神梅，无锡荣文卿植。三瓣短圆，平边，
蒲扇式浅兜捧心……虽称为梅，实则水仙门之无上品也。”
老兰家丁永康先生在《中国兰艺三百问》一书中写得更详细。他说：

“春兰‘西神梅’又名‘喜晨梅’。原产于浙江奉化，1911年无锡荣文卿所得。”
从清朝初年到民国年间养兰人士赏玩的春兰，多产于江浙地区，

瓣型理论也产生于这一地区。江浙地区所产春兰多为绿色、黄绿色，
讲究的是瓣型，有“梅瓣”“水仙瓣”“荷瓣”等说法。按瓣型理论选出的
兰花，水仙瓣清秀端正，梅瓣温柔可爱，荷瓣敦厚大气，反映了中国传
统文化中讲究“温柔敦厚”的君子之风的审美标准。
《兰蕙小史》里“虽称为梅，实则水仙门之无上品”这句，说的就是

“西神梅”的名字里虽然有个“梅”字，却不是梅瓣花。因为它的外三瓣
短圆，已经满足了梅瓣花的标准，但它的捧瓣是“蒲扇式浅兜捧心”，也
就是说捧瓣虽然起兜了，但前端的白头还不够厚重，达不到梅瓣的标
准，所以只能算水仙瓣了，但是水仙瓣里品级最高的。
我把今年“西神”开的一杆双花的照片发给养兰多年的方圆师兄

看。他说：“西神这色彩真的漂亮，好糯呀。”“糯”原来是用来形容糯米
或糯米粉制品的细腻和有弹性的口感，养兰人用这个字来形容兰花花
瓣的肥厚、颜色纯粹、看不出或几乎看不出筋脉给人的那种感觉。
春化时间充足的兰花开得真好！看来做啥事都不能急，等花开

也是如此啊！

叶先生称自己与海教授的
相识是一次“机缘”。她在《中英
参照迦陵诗词论稿》一书序言中
写道：

我与海先生初识于1966年

之夏，当时我是被台湾大学推荐

将赴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作为交换教

授的一个候选人，而海先生则是作为

美国弗尔布来特委员会的代表来举行

面谈的一个甄选人。谁想到只因此一

次晤面，我与海先生竟然结下了三十

多年合作的机缘。

据叶先生说，在协助海教授翻
译陶渊明诗和海教授翻译叶先生的
文章时，他们主要是用英文进行讨
论……所以叶先生曾说：我很感激
海陶玮先生，因为在讨论的过程中，
海先生经常会提出一些问题与看
法，也让我重新思考和反省了自己
所写的内容，从而将文章修改得更
好更完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
讲，可以说是海先生训练了我用英
文讲解中国古典文学的。

海教授就是以上述方式将叶先
生所著 13 篇论文翻译成了英文，
1998年由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出版了
一本题为《中国诗歌论集（Studies in
Chinese Poetry）》的论文集，此书为
全英文版，共收录了叶先生和海教
授所著论文17篇，其中叶先生撰著
的有13篇。

后来，为了便于读者、学者对于

中文文稿和英文译稿的了解和把握，
2013 年从上述论文集中摘选出了叶
先生的 6篇文稿，由南开大学出版社
刊行了《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
2014 年再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刊行了
全13篇的《中英参照迦陵诗词论稿》；
据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副所
长张静老师介绍，2019 年，“全 13 篇”
版因与南开大学出版社之间的“5年合
同”到期，又转由外研社刊行，分上下
两册。

叶先生在“序文”还写道：
美国耶鲁大学的孙康宜教授曾经

写了一篇题为《北美二十年来的词学研

究——兼记缅因州国际词学会议》的文

稿，文中曾提到“论词的观点与方法之

东西合璧，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学者非

叶嘉莹教授不作他想”，又说叶氏“论词

概以其艺术精神为主。既重感性之欣

赏，又重理性之解说，对词学研究者无

疑是一大鼓舞”。孙教授的过誉，使我

愧不敢当，而这一切若非由于海先生之

协助把我的论著译成英文，则我以一个

既没有西方学位又不擅英语表述的华

人，在西方学术界是极难获致大家之承

认的。

27 结下三十多年合作的机缘

西校门仿照颐和园东宫门设
计、建造，所以，它的形制为院门中
最高级别的王府大门，端庄华贵，
气势恢宏。根据侯仁之先生《燕园
史话》考证，西校门所在地原是勺
园故址。门外迤南大约七八十步
就是明代著名景观“篓斗桥”（娄兜桥），
曾有不少名人留下吟咏的诗篇。

当年篓斗桥曾为勺园借景，在院内就
可看见它美丽的身姿。后来，随着勺园的
荒芜，篓斗桥也淹废无存了。桥虽不存，
桥名却变作地名沿用至今。西校门原有
个门牌就是“篓斗桥一号”。在今西校门
往南50米处围墙之内，尚有旧日篓斗桥
渠道旧址——虎皮墙下的青砖拱形建筑。

作为校门和办公教学区过渡的，
是一座三孔圆券石拱桥。此桥亦由燕
大校友于1926年捐建，故名校友桥。
据唐克扬《从废园到燕园》一书记载，
该桥是翟伯从圆明园零碎运来，又在
现场用混凝土拼装在一起的。

校友桥长15米，宽4米，石桥三孔
相连，桥拱弧形，优美玲珑而又秀气。
石桥雕镂十分精美，栏板为清式做法，
望柱断面为正方形，柱头方形，阴刻如
意纹，桥端以抱鼓石收束，中券券门上
还有石雕，雕有龙九子之一、
名为“蚣蝮”的镇水兽。

桥下为一个方形小湖，别
看湖不大，却很不简单，据说是
当年参照紫禁城金水河设计
的。所以，方拥主编《藏山蕴海：

北大建筑与园林》一书有这样的说法：经小
桥“从此岸走向彼岸，不由得让人产生朝圣
之感”。侯仁之先生也在《燕园史话》一书中
说，以前海淀水源充足，校友桥下常年有泉
水冒出，所以湖中水清如镜，宛如深潭秋
水。桥身和岸柳倒映在水中，十分清晰美
丽，这就更使人走过时不由自主地精神为之
一振。1931年他入学时，一进校门，看到“半
亩方塘”，就想起朱熹那首富有哲理的名诗：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这种难得的
体验，他在八十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
有趣的是，侯先生入学时对“半亩方

塘”的感受是精神层面的，后来他在《未名
湖上新景象》一文中又考证出，这个小湖
在燕园中还真是“源头活水”呢：它的上游
与校园北部鸣鹤园中的小池相通。“它的
下游向南方汇为一片荷塘之后，又绕过档
案馆和办公楼东侧的地下沟渠，流注未名
湖，终于形成校园内最重要的风景中心。”

走过校友桥即进入三座大楼
围合成的方形广场，前方面对的便
是学校最主要的建筑办公楼。

这里的空间处理是颇具匠心
的。广场设计为半敞开空间，使办
公楼前面的空间尽可能开阔。

56 天光云影共徘徊 74 留在天津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第二天吃过早饭，稷世恒和唐
明安穿上日本浪人的衣服，挎上腰
刀，考虑头上的发型不对，就一人
买了一顶草帽扣在头上，大摇大摆
地走到潮白河渡口，拦住了一艘往
天津运粮的船只，便跳了上去。以
后几天的路程，再也没有人拦阻盘查，
连警察局在水上的巡逻艇，见了他们都
避开走。两个人顺顺当当地到达天
津。临下船时，唐明安把几块银元放在
船头的粮袋上，作为他们坐船的费用留
给了船夫。

在僻静处换下日本浪人的服装，唐
明安带着稷世恒来到法租界南汝箕的住
处。看到两个战友风尘仆仆地归来，南
汝箕非常高兴。稷世恒向南汝箕详细
介绍了他们一路上闯关卡、战土匪、消灭
日军侦绘队员，以及唐明安只身一人击
杀两名日本浪人的经过。南汝箕听后，
指着唐明安对稷世恒夸赞说：“明安同志
头脑清醒，对党忠诚，遇事果断坚定，对
敌毫不留情，是我党的一名好党员、好战
士！”稷世恒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想
法：“那就把小唐留在我身边，一起谋划
大事吧！”南汝箕不禁呵呵笑了：“这才
一个月的相处，世恒同志就喜欢上明安
了？这件事情得和江苏省委商量才
行。不过，明安同志虽然完成了接你回
津的任务，但暂时还不能回上海，需等到
我们的会议开完后才能离开。”听了南汝
箕的话，稷世恒就说：“您抽时间和江苏
省委联系，如果下一步我们的计划能实

现，我确实需要小唐这样一位助手。”南汝
箕说：“好吧，一会儿吃过午饭，我与明安
同志谈一下。”

午饭后，南汝箕把唐明安叫到办公室，
对他说：“稷世恒同志建议把你留下来一起
谋划大事，这件事是按照上级安排部署，由
我和稷世恒同志召集华北地区有关人员参
会，研究建立‘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军’的
问题。这支队伍一旦建立，就要集中训练，
择期奔赴抗日前线。稷世恒同志考虑你是
学习军事的，又是一名对党忠诚的好党员，
与敌战斗不惧色的好战士，他想把你留下来
做他的助手，与他一起带领这支部队抗击日
本侵略者。”唐明安说：“南大哥，您原来就是
我的领导。我的原则是凡事都听从党的安
排，只是……”说到这里，他顿住了。“只是什
么？”南汝箕问。唐明安本来想说自己离开
上海时，已经和张月霞给江苏省委写了申请
结婚的报告，并约定一旦批准，马上举行婚
礼。自己如果留在天津，和张月霞的婚便结
不成了。但他又考虑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
就要以党的事业为重，组织上需要自己做什
么，就要坚决服从，不能因个人的私事而影
响党的事业。于是，他转口说：“只是考虑自
己年轻，又没有在正面战场上与日本侵略者
作战的经验，这个助手恐怕当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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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姑母叶嘉莹

叶言材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