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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相思不能忘的林希兄
聂鑫森

幽谷群峰翠（中国画） 郑二岭

天津和平路得名于1953年，其北
起南马路，南至营口道，全长2139米，
在近现代史上，曾经是法、日两国租
界最为繁华的街道。据天津地名志
记载，以现锦州道为界，其以南地区
1897年沦为法租界，以北地区1898年
沦为日租界。1905年，一条简陋的马
路横跨于两租界间。日租界名旭街；
法租界称梨栈街，又称21号路，后改
称杜总领事路。1943年日军占领后，
整条马路统称兴亚三区21号路。抗
战胜利后1946年被国民政府收复命
名为罗斯福路，1953年改今名。

这条街道的骤然兴盛，始于20世
纪20年代。1923年法租界梨栈街南
端的国民饭店建成，1924与1926年，
相距不远的天祥市场和泰康商场又
在此街相向而现。随后，其标志性建
筑便接连落成，而且都和一条时称福
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街道有关。
1925 年，两街相交的十字路口东北
角，罗马柱支撑具有异国情调的浙江
兴业银行竣工。1928至 1930 年，另
外三个角又依次出现了摩天楼般的
劝业场、交通旅馆和惠中饭店。因
此，当时的人们提到梨栈街或杜总领
事路，必然包括福煦将军路，就像今
天的人们说起和平路，自然会想到滨
江道一样。同为1928年，当时天津最
高建筑中原公司（今百货大楼），也于
元旦那天在日租界旭街与福岛街（今
多伦道）相交处开业。至1930年，从
杜总领事路到旭街，其繁华程度已迅
即超过老城厢的估衣街、大胡同、东马路，一跃而为津门商业最
为隆盛之地。在各类洋行、商店、旅馆、饭庄、烟馆、赌场、舞厅、
影院、戏院、妓院间，也夹杂着众多的报馆、书肆和杂志社、出版
社及文化服务社。

1949年，万象更新。这条已易名为罗斯福路的繁华街道，旧貌
换新颜。据我的老领导、天津出版发行界前辈谭盛田讲，当年他们
东北书店一行随解放大军攻入津门后，军管会对他们在天津筹建新
华书店非常支持，军管会主任黄克诚亲自指示，将罗斯福路上宽敞
的国民党农民银行拨给他们开办书店。同时罗斯福路上多家旧时
的报馆、书肆、杂志社、出版社、文化服务社，也都成了新华书店的店
堂。而且还出现了新华书店、知识书店和新中国书局（后称三联书
店天津分店）三家不同名称的国营书店，并存于罗斯福路上的盛况。

当时光流转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斯福路早已易名为和平
路。和老天津人将和平路与滨江道视为一体的观念一样，在天津
市新华书店人们的意识中，也是将滨江道上的书店纳入到和平路
书店范围内的，通称为“和平路周边书店”。1984年，当时的书店
决策层针对和平路周边书店网点过于集中，而除了百货大楼对面
的和平路书店与光明电影院旁的滨江道书店外又都店堂窄小、图
书品种不全、缺少特色经营等状况，提出了打造门类分明、品种齐
全的专业书店一条街的设想。本着深入挖潜、合理布局的宗旨，他
们先是将滨江道上的解放桥书店、图片门市部改造成医药卫生书
店和美术书店，将长春道上的一处库房改建成生活用书书店，随后
又利用和平路上的店堂新建了大中专教材书店、教育书店和工具
书书店。再加上此前已在和平路周边存在的少年儿童书店、科技
书店，以及以文史哲类图书为主的和平路书店和以文艺图书为特
色的滨江道书店，新华书店系统在和平路及周边已建成了十家各
具特色的书店。

我当年供职的《天津书讯》报曾报道，1984年9月5日至25日，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这十家书店集体亮相，联合
举办了“和平路专业书店一条街图书展销”。20天内，共展出了四
十多家特约出版社的社科、文艺、文教、自然科学、科技、古籍、工具
书、少儿读物及大中专教材等各类图书两万余种。1986年，新华
书店在这十家书店的基础上，又在和平路及周边建成了法律书店、
高等教育书店和音像书店（当时的门牌为哈尔滨道115号）。如果
再将此前已由新华书店系统调整出去的滨江道外文书店与和平路
317号古籍书店包括在内，和平路及周边便已拥有了15家各具特
色的书店，称其为“书店一条街”，可谓名副其实。

早些日子，应天津报纸编辑之邀，写了篇随笔《休将白发
唱黄鸡》。此中写道：“天津老友林希兄，就是我很敬佩的一
位。他年长我13岁，前半生饱经磨难，一旦重操文翰，便名震
文坛，‘津味小说’《蛐蛐四爷》《丑末寅初》《高买》《相士无非
子》《天津闲人》等代表作可说是洛阳纸贵。这几年老两口居
于海外，与儿孙朝夕相处。可他闲中取乐，到图书馆寻书，在
家中静读，尤对《红楼梦》的版本、研究成果兴趣盎然。他多次
从微信中发来各种资料，叙说他的见解，令我茅塞顿开。年
前，他从网上看到我的小说集《书鱼馆主》出版的书讯，嘱我发
电子文本过去，不到两天他就读完了，为勉励后学又写一评文
《聆听聂鑫森》，让我深感他的宽厚与博识。”

林希兄八十有七，津门友人都称他为“林爷”。
我一直厮守于湖南的株洲，从过去到现在，与林希兄在空

间上都相距遥遥，“水远山长处处同”，但在心理空间上却是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蓦然相见也罢，长久离别也罢，
好像从来就是朝夕相处在一起，随便说点儿什么，彼此都觉得
兴趣悠长。相见是促膝晤谈，别后有电话、短信和微信代劳，
其喜何如！

几十年来，我们真正碰面也就寥寥数次，是真正的见少别
多。我最早知道他的大名，是十年动乱后，读到他发表在《诗
刊》上的新诗《无名河》，写一个时代一场动乱一个国家的不
幸。其实是那个年代的最好注释。后来，天津文友告诉我关
于林希兄的苦难经历，便明白他要表述的是什么情感，浴血而
生，是一个何其瑰丽的文化符号。他17岁成为“胡风分子”，
22岁成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十年动乱，寒霜加冷雪，受过多
少非人的折磨。但他顽强地从容地存活下来，迎来了平反昭
雪的朝霞晨光。

后来，我又不断地读到他的小说佳作，有长篇、中篇和短

篇。他写得最多的是中篇小说，如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小的
儿”》。这些小说中人物的活动舞台都是天津，时间背景多是
清末和民国，人物身份从上层到底层，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各
见其风采与魅力。写的是已成“过去时”的故事和人物，是“记
忆”，是历史，但细想来，无不对现实生活作一种亲近的观照，
凸显着天津乡邦文化的浑厚和奇特，别有系人心处。我很喜
欢读这种小说，正如野莽兄所言，林希兄的《“小的儿”》与汪曾
祺的《受戒》，可比肩而立。我喜欢林希兄的小说语言，语感和
语态都十分到位，从从容容，又俏皮奇诡，繁处不嫌其多，简处
不厌其少，正如清人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所说的“染”与
“点”，各尽其妙。林希兄极重视小说中的闲话艺术，见性灵，
见学识，见思辨，同时又是推动故事情节行进和塑造人物的手
段，真是好功夫。我因为喜欢林希兄的作品，也就与他有了联
系，为的是可便捷地向他请教。

记得1998年秋，供职于一家文学出版社的野莽兄，构思
出版一套写五个古代奇女子的长篇小说，邀约林希、阿成、
阎连科、星竹四兄及我各写一本，每本十二万字上下，三个
月交稿。林希兄写陈圆圆，书名为《清风明月》。五书于年
底前出版。接着，野莽又邀约大家齐聚北京，参加新闻发布
会，与读者见面、为书签名。我是1999年1月8日中午到京
的，查日记：林希、阿成、阎连科三兄上午已到，星竹兄因出
差外地，请假了。这次活动野莽兄安排得很周到，参观出版
社、开会、聊天、会见友人，前后达四天。这是我与林希兄相
处时间较长的一次。林希兄面相如佛，脸上带着亲和的笑，
谈笑风生，还不时地问我习不习惯北地的气候。三年后的
2002年，野莽兄为新世界出版社筹划“中国作家系列书系”，
先出十本，林希兄的小说集当然入选。野莽兄又让作者进
京参加活动。我是5月22日晚上到京的，林希兄于第二天

下午到达，都住在京岭饭店。几年不见，林希兄风采依旧，
问我短篇小说集《生死一局》写的可是湘潭的老故事旧人
物，我说“是的”，他笑着说：“多写，多写。”这次在京，前后又
是四天。记得还有一次，是《小说月报》组织的一次活动，来
的多是中青年作家，只林希兄和我是老年，白天开会，晚上
的娱乐活动我们就请假了，呆在宿舍里聊天、喝茶，直到子
夜后。他笑着说：“他们有他们的乐子，我们有我们的乐子，
两不相碍。”我说：“兄之言，善哉！”

许多年过去了。林希兄曾说过的几件事，我至今难忘。
他在十年动乱时，下放在一个工厂干苦力活，还常被拉去

开批斗会。有一次，那些造反派拳脚加棒棍，把林希兄打得昏
死过去，就丢在一个破棚里。他的家人见林希没回家，就找上
门去，正气凛然地说“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让那些家伙心怯
气短，不敢阻拦，只好让家人把林希背回了家。那段日子常有
些不明事理的人，来林希家找麻烦，或拉去批斗，或来抄家，总
是把门野蛮地擂响。以致林希兄的夫人，在此后的岁月里，一
听见敲门声就会不由自主地浑身战栗……

记得有一次，我们因参加文学活动聚首，白天得闲在住
处聊天。林希兄忽然接到夫人的电话，说一个水龙头不知
怎么关不住，哗哗地流水。林希兄马上安慰夫人不要着急，
随即打电话给好友肖克凡，请他找个工人去修理一下。克
凡兄立马就去办理好了，再打电话回复林希兄。林希兄说：
“我如出差在外，家里有事就麻烦克凡，这份情我都记在心
里，忘不了！”

如今，林希兄老两口因年事已高，离开天津去了儿孙定居
的地方，但他依旧忘不了故乡忘不了朋友。而朋友也忘不了
他，长长的相思便是一条通衢大道。如后学的我，仍得到他的
关心和爱护，何其有幸。去年秋，我在微信里偶然提及读过他
小说的印象和体会，他马上回复：“我请天津人民出版社的朋
友，代我寄来新出版的自选集一套十余本。”几天后，厚厚的一
摞书快递而来。林希兄知我喜欢读野史类的闲书，今春于网
上发来已出版面世的清代、民国名人史乘丛书，一套十册的电
子文本。

案头有林希兄的大著，手机里有林希兄发来的史乘丛书，
手触书页，目游字行，书香萦绕于室，情谊浇注于心。

长相思不能忘的林希兄！

近来，我有幸整理了胡峻门先生的《随轺日记》，见到其中
存录着龚筱珊先生所作的几则联语，很值得玩味。龚氏是沽上
名士，但诗文存世甚少，我曾在整理他的日记《起居注》时见过
一些诗文遗存，虽为数不多，但十分宝贵。此次所见联语，亦可
称吉光片羽，不可不记。

龚秉珍先生，号晓山（又作晓珊、筱珊），以号行，生于
1860 年，卒于 1921 年。清廪膳生，授修职郎。其人博通经
史，道德文章称于乡里，为知名学者和画家，是龚望先生
祖父。

胡峻门先生，名祖尧，虽亦津门名士，但生平资料甚少。
曾见前人零散记述，知其
与华世奎为亲家，曾在崇
化学会讲《资治通鉴》，并
一度主持学会工作。今
年，我在整理樊小舫先生
遗作时，考知其生年为清
同治五年，而胡氏与其同
年，乃知胡氏生年在 1866
年；又见樊氏自书题同年好友九人合影的一张诗笺，并附九
人名录，有胡氏在内，题曰辛巳十月之作，则知胡氏1941年尚
在世。

从《随轺日记》的内容可知胡、龚二人过从甚密。其中记录
龚氏所作对联，是在壬寅年（1902）十月二十三日，乃龚氏为学堂
所拟对联六副。

其一为：“居唐尧虞舜之旧都，培三晋人材，起佐熙朝景运；
鉴东亚西瓯以兴学，合五洲风气，恪导盛世车书。”这副联的内
容彰显了当时学贯中外以利世运的思想，也体现了龚氏开明的
治学理念。

其二为：“使命重文衡，深虞视学三年，采干求珠，或遗佳
器；人材维国脉，惟愿此邦多士，明体达用，共济时艰。”这副
联的内容体现了学官为社稷选拔贤才的志愿，以及唯恐职守
有所遗漏的警示。下联末四字语气深沉，流露艰虞之情，忧患
之思。

其三为：“罗浮括苍，神仙所宅；石渠金马，著作之林。”罗浮
山在广东，晋人葛洪曾在此修道，道教称为“第七洞天”；括苍山
在浙江，南朝人陶弘景曾在此炼丹著书。这里形容读书境地如
神仙洞府，是古人美言励学的一种修辞。石渠、金马皆为汉代
国家藏书之所，这里形容古今著述之盛，以庄重、充盈的感觉鼓
舞士子读书著述的志气。这几句都是古文中常见的句子，算是
集句联，但很切合题旨。

其四为：“麟凤室堂，和气所舍；桃李华实，颂声以兴。”这也是
集句联，上下联共四句都出自《易林》。古人用《易林》中句子集成
联语的有很多，这一联集得很好，“麟凤”本有人才之意，“桃李”也
合教育之喻，不但适合学堂悬挂，其中“和气”“颂声”所传达的中正
恢宏的气质也非常典雅。

其五为：“小窗多明，使我久坐；入门有喜，与君话言。”这也是
一副集句联，但《易林》原句是“与君笑言”。“话言”与“久坐”对偶，
略显不合。《易林》为常见之书，该句为常见之句，此处或为胡氏误
记。此联清人梁同书已集过。

其六为：“迁地近数仞宫墙，愧及肩尚阻贤关，未获得门窥美
富；校士遍二十州郡，喜驻足
仍邻使馆，益思访善备驰
驱。”上联用《论语·子张》的
典故，孔子弟子子贡曾以宫
墙为喻，说自己“墙也及肩，
窥见室家之好”，而孔子则是
“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
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所

言盛赞孔子道德高明，且从孔子治学实为不易。上联是从学生
的角度来说，用典造句非常巧妙，“迁地”就是“迁移接近”的意
思，“贤关”就是“贤士所由”，指的是进入仕途的门径，《汉书·董
仲舒传》：“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下联是从学
官的角度来讲，而且是即事成辞，“校士”就是考评士子的意思，
表达了选贤任能的愿景。

以上对联乃龚氏一时为学堂所拟，主题虽一，但词句各异，
皆可称佳作。除此之外，胡氏在同年三月二十四日仍有一次相
关记录。当天同人行至阳明堡，“席间龚筱珊兄谈对联一副：高
折柳圈太极，细分梅瓣点河图。切花园甚典雅。”这里既然是
“谈对联”，就不敢断言一定是龚氏所作，但看前后语气，应该是
出自龚氏之手，可惜胡氏少写了上联一个字，我觉得就习惯而言
这里应该是“柳条”，宋人有句云：“晴空雪片飘梅瓣，冷地春光
上柳条。”

所谓“切花园”，就是说此联所言梅柳意象切景怡情，所谓“典
雅”是说此联点染文思，用典巧妙，太极与河图都与《易经》有关，河
图是易卦的来源，而古人又有“梅花易数”的理论，况且，折柳枝圈
作太极，分梅瓣点就河图，又十分形象，能引发联想，故而颇得同人
会心。

乡贤遗迹存世不多，往往得来不易，龚氏联语因其好友日记存
世，真是雅缘。而今年也正是壬寅年，距胡氏日记竟恰好一百二十
年，可谓读之可喜，赏之可喜。

龚筱珊联语拾遗
魏暑临

延安地区原来是世界上最穷、

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但边区政府经

过几年切实的努力，在这里建设了

有文化和繁荣的社会生活。实行

了免费义务的小学教育，建立了中

学、中专和高等院校，包括一所女

子大学。成千上万的青年经过敌

占区徒步几百英里来到延安求学。建

立了公共卫生系统和几家医院。那里

有许多工业合作社，也有一些国营工

业，但是私营工商业也很兴旺。陕甘宁

边区的农民开垦了六十万英亩的生荒

地；在政府的帮助下，有几万名敌占区

的难民在那里安了家。鸦片根绝了。

在我参观过的地区，有效地禁止了卖淫

和对儿童的奴役，而且也没有乞丐。闲

散的人都组织起来劳动。每一个村子

和县都有选举成立的行政委员会。边

区政府是由普选出来的代表选举产生

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之后，
斯诺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大声为新
四军疾呼，指责国民党恶意攻击新四
军，因此他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与
迫害，采访权被无理取消，被迫于1941
年2月返回美国。临行前他表达了对中
国的热爱：“亚洲看起来的确好像是我
实际的家，而美国则是一个未知的世
界。此刻我的躯体和精神好像呈分裂
状态，我的躯体是在飞机上，但我的精
神却留在中国。”

返回美国之后，斯诺并没有停止

他的记者生涯。他依旧在海外为中国大
声疾呼，让世界了解当时中国的真实情
况。1942年，他加入了《星期六晚邮报》，
以记者身份前往印度、苏联和中国等第
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东方战线”（英国首相
丘吉尔语）进行采访，他在印度停留的时
候，曾搭乘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运输机前
往重庆。在重庆，他用锋利的笔触揭露
了蒋介石政府内里贪污腐败的面目。他
认为蒋介石政府即便有来自美国的外来
援助，也无法增强中国的抵抗活动，在报
道中他写道：这是因为“通货膨胀及其派
生的囤积居奇，毁灭了国民党控制的地
区”，蒋介石“按兵不动”就是为了达到“孤
立共产党人”的目的！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新中国成立这
段时间里，埃德加·斯诺陆陆续续出版了
一系列著作、进行了一系列公共活动，这
些著述和活动大多结合了他自身在世界
各地，尤其是在中国的采访经历，向世界
展示了真正的中国，尤其是中国共产党
人的面貌。20世纪50年代美国“麦卡锡
主义”开始盛行，美国国内一切疑似与共
产党有所关联和同情共产党人的人士，
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监视与迫害。埃德
加·斯诺也未能幸免。

8 为中国大声疾呼

早年洪业先生在苦苦寻觅“另
一个埋藏在历史地表下的燕园”时
就曾推测，此石屏风可能与和珅昔
日石舫上的旧建筑有关。侯仁之
先生1988年再版的《燕园史话》也
谈道：“这四条石屏，原来被弃置在
民主楼西北的草丛中，几年以前才被搬
到这里，用来点缀湖上风光。读罢以上
刻石，自然会使人联想到未名湖中、小
岛东岸的石舫。从石船上雕琢的痕迹
来看，它原应是一个画舫似的建筑。如
果设想石屏风所描写的正是这只石舫
附近的旧日景物，岂不是倒也很恰当的
吗？可惜，对于这一点，我们提不出任
何有力的证据。”侯先生那时很慎重。
1989年，侯先生见到了英国马戛尔尼使
团随团画家威廉·亚历山大（William
Alexander）在弘雅园所作的一幅画舫的
写生画后，看法变得坚定了：“正是从这
幅插图中，我们才得以看到这只船上原
来确曾有类似画舫的建筑……为今日
北大校园中幸存的石船，显示了她原有
的画舫面貌。”（《燕园一粹——记北大
未名湖中的小石船》）让人错愕的是，
《燕园史话》（2008年版）有关石舫的图
注中却确言：“这四扇青石屏风为圆明
园‘夹镜鸣琴’的遗物。”

杨承运、肖东发主编《古园
纵横：北京大学校园文化景观》则
采用了更明确的说法：“石屏四条
是淑春园的遗物”“所描绘的景色
大约就是淑春园当时的情景”。

这石屏风究竟来自何处，看来还需继续
探究。但是，对于众多燕园景观的欣赏者来
说，他们已经很感欣慰了。王伟《乾隆石屏
风》一文就有这样的描写：“石屏风位于未名
湖畔，衬着垂柳、伴着波光塔影与石舫相呼
应，似乎也恰当地体现了‘画舫平临苹岸阔’
的意境，真是天作之合”“如今，四座石屏面
湖而立，每日朝阳初升，未名湖碧波荡漾，柔
和的阳光穿过茂密的枝叶，投射在斑斓的青
石屏上，透出金属的质感，伴着鸟鸣声声，映
着垂柳小径，投射出历史的沧桑”。

现今燕园的校景亭，原名翼然亭，为
鸣鹤园之遗物。

翼然亭坐落于德斋（红一楼）与考古文
博学院新楼之间。其形制为重檐攒尖顶四
角方亭，亭式既古朴大方，又雄伟秀丽，为昔
日鸣鹤园中最大的也是仅存的一座亭子。

亭在中国园林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人们爱在山水中设置空亭一所：“群山郁
苍，群木荟蔚，空亭翼然，吐纳云气。”历代

名亭，不胜枚举：浙江山阴之兰
亭，因王羲之《兰亭集序》而扬名
千古；安徽滁州之醉翁亭，因欧阳
修《醉翁亭记》而为天下名胜；苏
州沧浪亭怡人性情：“清风明月本
无价，近水远山皆是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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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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张月霞不理睬自己，那个女
人喊得更凶了：“哎呀，疼死我啦！国
民党反动派对我们共产党是真下狠
手啊！”不管那个女人怎么折腾，张月
霞就是不理不睬。那个女人终于忍
不住了，凑到张月霞身边，用手推着
她的肩膀说：“你醒醒，别睡了。看到你的
同志让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怎么无动于衷
呢？这不是咱们共产党人的风格啊？”张
月霞睁开眼睛，看着那个女人说：“你说的
啥我听不明白，回你的地方待着去，我要
睡觉。”那个女人小声说：“王少凤，你跟我
装啥呀？咱们俩都是谌涛的部下，我是负
责联络纱厂那几个党支部的联络员，有一
次开会，我还见过你，你可能忘了。”又是
一句露出破绽的话。

张月霞想：谌涛和他分管下的人都
是单线联系，根本不会召集在一起开
会，也不允许大家互相认识。这个人对
我党的工作纪律不了解，在这胡乱表
演，是想糊弄我。“你这个不要脸的东
西，老缠着我干什么？给我滚！”张月霞
突然大声喊起来。那个女人被张月霞
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得一哆嗦，用茫然的
目光看了她一会儿，说：“王少凤，你怎
么了？怎么会用这种粗暴的态度和语
言对待自己的同志？”张月霞说：“我叫
杜晓霞，不叫王少凤。你说的什么我根
本就听不懂！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再来
缠我，你要是再敢靠近我半步，我就掐
死你！”张月霞对那个女人狠狠地说。

听完张月霞的话，那个女人也急

了，她指着张月霞横眉怒目地喊：“我告
诉你，老娘是为了帮你，才配合他们演这
出戏，既然你不识好歹，那你就等着他们
要你的命吧！”喊完，她对着狱警大嚷着
要出去。狱警走过来，打开监室的门，把
她领了出去。靠着那张字条的提示和自
己的机智，张月霞识破了敌人的阴谋，但
她换来的是敌人对她的又一顿毒打。

经过试探和多次用刑，敌人始终没有
搞清楚张月霞的真实身份。于是，就决定
把她作为落实不了身份的共产党嫌疑分
子，押往江苏苏州反省院进行反省改造。
反省院是蒋介石政府一种特殊的监狱制
度，为了推行“司法党化”，国民党改变了过
去专一的大屠杀政策，施以教育反省的办
法。他们将共产党人和一些左派人士，作
为反对者关进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操纵的
反省院，进行反省改造。又是那个女警察
来押送张月霞上汽车。在走往汽车的途
中，她告诉张月霞，说她死不承认自己是共
产党员，也否认自己的名字叫王少凤，叛徒
谌涛已死，警察局又查不到实证，所以把她
的名字定为杜晓霞，划到共产党嫌疑犯的
队伍中，送往江苏苏州反省院接受训育，并
嘱咐她到苏州反省院后，一定要好自为之，
争取早日出去，继续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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