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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漫谈

那时的书店，是有橱窗的。橱窗
飘溢出的浓浓书卷气，让我至今难
忘。说来已很难使人相信，那时的天
津市新华书店，拥有十余位才华横溢
的专业美工，他们负责全市各书店的
橱窗设计与制作。20世纪80年代初

期，因我供职的《天津书讯》报在哈尔滨道上的新华书店市
店（后来楼下改建成音像书店）办公楼内办公，于是在编报
之余，便受书店领导委托，承担起了这些美工的管理工作。
至今记得，和他们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1982年秋天。

那年9月15日，“法国250周年绘画展览”在北京中国
美术馆开幕，展出了卢浮宫和凡尔赛宫所藏1620年到1870
年间61位画家的78幅作品。当时正是国门开放之初，如此
重量级的欧洲画展也是首次举办，因此，一票难求。当年我
进编辑部时间不长，学生时代又常年学习油画，遂被领导委
派，提前进京找到票后，又负责组织美工们赴京观展。通过
交流我才知道，他们中除几位老先生外，其余都是1968年
毕业于天津工艺美术学校（今天津工艺美术职业学院）的高
才生。当时他们在各个区店和市店直属书店设有工作间，
专职负责所在区域的书店橱窗和店堂的布置与美化。这其
中，尤以和平区店的赵秉衡、徐崟、李松云三位值得一说。

他们的工作间，位于百货大楼对过和平路书店后面的办公
楼二楼，屋子很大，各种画具齐全，当年是我经常光顾的地
方，偶尔我还在此过过画瘾。

赵秉衡即是沽上著名书法家赵半知，当年他的名气
很大，天津市的很多楼盘、商店、酒店，都有他的书法题
名。我结婚时，他曾送我一幅墨宝，几十年来一直挂在我
的书房。那时报纸还是铅排，字体有限，为美化版面，我
常常请他题写重点文章的标题，制版后拼入版面。这些
题字，我至今还保存不少。徐崟以油画著称，高悬在和平
路新华书店内让津门几代读书人记忆深刻的马恩列斯的
油画像，便出自他手。他为我画过一幅风景油画，后因保
存不当画布开裂了。李松云是天津工艺美术学校毕业
生，画技高超，其兄李松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美术刊物
《美术》的主编，我去北京找法国画展的门票，便是得到了
他的帮助。他们三位除了负责和平路上几家新华书店
（科技书店和古籍书店除外）的橱窗布置与绘制外，还担
负着店堂内的装潢设计与美化。那时和平路书店的橱窗
是在高台阶两旁搭建的廊窗，很大很长，他们三位配合着
各种纪念日和重大活动，随时更换内容，不仅设计制作精
美，而且书卷气息浓郁。

为了进一步提高美工的技能，我们当时还搞了一系列
业务培训。如今能想起来的，便是请天津美术学院的张世
范、刘典和天津画院的张德育等名家，定期来书店，给他们
边讲授美术理论边做绘画示范。培训结束后，他们中擅长
油画和摄影的姜德君，还成了我们报纸的美编。当时百货
大楼的几位美工编写了一本商业橱窗设计的书稿，由天津
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我曾提议让他们也搞一部商业橱窗
设计集锦，并为之联系了出版社。他们也很有兴趣，并列出
了一批图录，但后来由于新华书店“一分为四”，此事便不了
了之了。
翻阅史料可知，新华书店自打落户天津之始，便十分重

视店堂外的橱窗布置。在我收藏的一批早期天津市新华书
店的照片中，便有许多20世纪50年代的书店橱窗实景照。
而最能反映那个时代特征的，便是中苏友好的主题。如
1955年底，《斯大林全集》第12卷由人民出版社付梓后，
1956年元旦和平路书店的橱窗便绘制了以苏联式奖状为
背景，上方嵌有斯大林头像的大型海报。在海报的下方，还
摆有两排12卷的样书。而在另一帧照片上，橱窗的左方，
是大幅的高尔基画像，右方则是他的名言：“爱护书籍吧，它
是知识的源泉。”此外，“祖国万岁”“和平万岁”“庆祝第一个
五年计划胜利实施”“向科学进军”“最受欢迎的文艺创作”
“向少年儿童介绍几本革命传统教育的书”等主题设计，以
及介绍《新儿女英雄传》《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文学新书
的广告画，都曾呈现在那时书店的橱窗里，至今看来，仍能
让人感受到那个火红年代激情燃烧的氛围。前两年我出版
的那本《文坛书苑忆往录》中，选用了部分此类照片，还受到
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的重视。

节气到夏至，已经是第十个，两位数
了，这时候太阳黄经到达90°，每年大约
在公历的6月21和22日前后交节。夏至也是“四时八
节”中的一个，就叫夏节，过去还曾是官方假期。
夏至，不是“夏天来了”的意思，那是立夏。太阳光

一路北行，从夏至这天转折，开始“往回走”，从北回归线
向南转移。这一天，白花花的太阳光直射下来，北半球
日影最短，日照最长，因而白天最长。至者，极也，最长
的夏天，就是夏至。但从此，白天逐渐变短，黑夜从短变
长。唐人韦应物有诗句“昼晷已云极，宵漏自此长”。因
为太阳直射北回归线，夏至的正午，在北回归线附近的
地区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立竿无影”。

纬度越高，越往北昼越长。漠河在我国最北方，纬
度最高，能有北极光出现，夏至时候，有“白夜”的现象。

天津的夏至这天，晚上八点，天光还可能大亮，然后才慢
慢地暗淡下去。太阳光从夏至开始向南回归线移动，北
半球的白昼就跟着每天短一线，一天不觉得，两天也不
觉得，日积月累，从夏到秋，从秋入冬，人们忽然发现，下
午五点多的下班时间，天就已经全黑了，内心难免会惆
怅和伤感。

其实，惆怅从夏至当天可能就开始了。日子最长
时，反而觉得惶恐，就像幼童很快长成壮年，要独自面对
世界和渐渐老去，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夏天来得很
仓促，忽然之间花草繁盛，日头毒辣，雨水也多了。最热
的三伏天好像还很遥远，白昼就最长了，只觉得夏天的
很多程序和仪式还没有开始呢。夏至是夏天六个节气
里的第三个，正好过了一半儿。

很多人有疑问，夏至白昼最长，太阳最高，那为什
么还不是最热呢？有“夏至不过不热”的民谚，夏至过
了才热，这个道理就像每天的中午太阳最高，但最热的
时候其实是下午两三点钟，原因是热也有一个积聚传
导的过程。热，来自天空太阳照射吗？其实更多是大
地储存的热气蒸腾。日短夜长是缓慢的，接下来的夏
天，太阳的位置还是很高，日照依然很长。空气里，每
天接收的热量超过散失的，气温在不断升高之中，直到
三伏最热。

因为地面受热强，对流也旺盛，夏至时常有来得快
去得也快的雷阵雨。热辣的天气里，以为下了一场雨能
凉快一些，但雨很快就停了，落到地面的雨水被高温的
太阳晒了很快干了，好像雨就没有下过。雷阵雨也常伴

有太阳雨，太阳和雨两不相干，就是“东边
日出西边雨”的特殊情况。当然，夏至也不

总是下雷阵雨，那时南方还在梅雨季节里，潮湿气夹带着
土腥味儿的雨水忽然下起来，瓢泼大雨，没完没了，雨中
有很多故事。

夏至的三候，一候鹿角解，解，就是脱落的意思。到
了夏至，因为太阳转向，阳气始衰，阴气生。鹿的角都是
朝前的，属阳，所以阳性的鹿角就开始脱落。鹿角脱落也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像花谢花开或者剪羊毛一样，还能生
出来新的鹿茸，再骨化成新的鹿角。和鹿差不多的麋属
阴，所以在冬至时麋的角才会脱落。

二候蝉始鸣，比较起“鹿角解”只能到动物园里去观
察，“蝉始鸣”就太常见了，无处不在，是夏天的标配。人
们都知道蝉的别名也叫知了，其实蝉的名字不下几十种，
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种类。我幼年时叫蝉为“蛣
蟟”，也叫“马蛣蟟”，在这里“马”是大的意思。我们把马
读成“麻”，把“蟟”读成“溜”，所以叫做“麻蛣溜”，那时候
也当然不知道是哪几个字。记忆里的蝉也有不少种类，
种类不同，样子也略有不同，马蛣蟟其实只是一种蝉的叫
法，但也可以是蝉的统称。孩子们把树枝抹上沥青去粘
身形漆黑、有透明薄翼的马蛣蟟，有时会在树上和地上兴
奋地拿起一只不动的，才发现其实那只是蝉蜕，就是“金
蝉脱壳”的那个壳而已。蝉和壳都可以用油炸了吃，我记
忆里吃过炸蚂蚱，没有吃过蝉。雄蝉在夏至之后感阴鼓
翼而鸣，那个震动的样子很是骄傲。如果给夏天找一种
意象作代表，找夏天的最深记忆，我觉得是蝉鸣，起初觉
得蝉鸣是噪声，但越听越觉宁静，有时可能本没有蝉鸣，
好像有幻听。回想年少时的蝉鸣，让人满脸泪花。

三候半夏生，半夏，是一种喜阴的中草药，功效是化
痰止咳平喘。在沼泽、水田里生出。侯宝林先生的相声
《猜谜语》里有一谜猜中药材，“眼看来到五月中”，谜底就
是半夏。阳气最盛的时候，喜阴的动植物开始登场，阳性
的却反而渐渐退场，看着自然界的无穷变化，人们想着生
存规律，也能悟出很多处世的道理。

夏至的风俗，有“冬至饺子夏至面”一说，虽然北方的
重要日子不是吃饺子就是吃面，但夏至毕竟不同，因为这
时候收割的新麦子已经碾好，又可以品尝收获的滋味，面
条做法可繁可简，即使最简单的做法也让人回味无边。

冬至从一九开始“数九”到九九，那是“冬九九”。比
较起“冬九九”的几乎人人都会背，几种版本的“夏九九”
却都没有流传起来。在这里说一个吧。
“夏至入头九，羽扇握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

纱；三九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卷席露天宿；
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
六十三，床头摸被单；八九七十二，子夜寻棉被；九九八十
一，开柜拿棉衣。”

夏至的时候，小荷初露，莲花高洁。写着莲，却又忽
然想起蝉鸣。蝉餐风饮露，也是高洁的象征。蝉鸣好像
也有禅意，能让人安静下来。蝉高声地说着，知了，知了，
就好像世间事都知道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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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妻子从老家带来一把蒲
扇，香蒲编的，圆形，非常精致。看
到它，我尘封的记忆顿时被打开，
思绪飞到了童年时代。

对于蒲扇的印象，应该是在6
岁左右的光景。那时我们小孩总
喜爱凑热闹，每次村里开群众大
会，我们总是跑到会场寻找父母的
身影。打谷场上坐着上千人，都头
戴草帽、斗笠等五颜六色的遮阳工
具，身材矮小的我们在这么多的人
中，怎么能够分辨得出谁是父亲，
哪是母亲？望眼欲穿的我自有办
法，他们手中摇动的蒲扇就是最好
的参照物——因为我家的蒲扇都
是母亲自己编的，其最大的亮点就
是蒲扇边沿是用蓝布条缝的花边，
蒲扇左上角绣有很好看的荷花。
站在人群中用双目四下一扫，父母
参会的身影很快就被我找到了，沿
着人行道直奔到父母身边。这时
母亲会把我揽到怀里，手摇蒲扇，
给我扇风，父亲也会递给我一个装
开水的瓶子，让我喝点凉开水。此
刻，我才发现人们手中摇动的各式
蒲扇，是那么的好看，那么的美！
“吃了端午粽，扇子才能用。”

每到端午时节，母亲就会坐在院子
的柳树下，编织蒲扇。母亲选择编
蒲扇的材料要求可高呢，必须是自
己亲自到荡里挑选的蒲草。晾晒

时还不能遭雨，这样的蒲草青绿色，
有光泽，编织的扇子也好看，扇风时，
还带有蒲草的清香。遭过雨的蒲草
发黄，有斑点，用这样的蒲草编织的
扇子，色沉，扇风时，还有一点儿霉
味。晒干的蒲草整齐地摆放在矮凳
的旁边，母亲静静地端坐其上，十指
开始灵巧而又曼妙地扭动起来，几根
长长的蒲草随着那无声的旋律而上
下翻腾，不一会儿，带着青绿光泽的
蒲扇底子就编好了，随后一圈圈地蒲
草从母亲手中向外延伸，很快一个完
整圆形的扇面就在母亲手中成型
了。接着她用刀把竹片上端劈开，将
扇面夹于其中并留出手柄，这样，一
把蒲扇就制作完成了。然后，母亲会
用碎的布条给扇子边沿缝上美丽的
花边，再在蒲扇左或右上角用彩色丝
线绣上荷花。蒲扇拿在手中，轻轻一
摇，凉风徐来，好不惬意。

人们都说济公的蒲扇是神奇的，
我们手中的蒲扇也很神奇，蒲扇可扇
风纳凉，烈日下行走时把它举过头顶
还可做伞遮阳。蒲扇在大人手中还
能当风箱用，过去家里烧的是柴草，
如果遇上连续下雨天，柴草受潮，就
烧不着了。这时，大人拿着一把蒲
扇，坐在灶膛前轻轻摇动蒲扇，灶膛
里的火苗就会呼呼地燃起来。同样，
蒲扇在孩子们的手中还有最大的乐
事，上学途中，我们把蒲扇拿在手上，
朝半空中飞去，蒲扇像飞碟似的在半
空中旋转，最后快要落地时用再手接
住。也可以平飞，把蒲扇用力甩出，
对方伸手接住，再甩过来。蒲扇给我
们带来了童年的快乐，这份快乐定格
在我的记忆之中。

此刻，我伸手从妻子手中接过蒲
扇，轻轻一摇，凉风中带有故乡的蒲
草香味、池塘的清水味、肥沃的河泥
味，还有鱼腥味，恍惚间，我仿佛又回
到了童年，回到了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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橱窗里的书卷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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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芬芳的6月，花团锦簇，浅夏嫣然。和
暖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展示出动人的笑靥。美
好的时光让我与众多文友不期然地想起 80年
前在陕北延安召开的那次名垂史册的文艺座
谈会……
1942年5月，历时22天的延安文艺座谈会隆

重举行，在开幕与闭幕的两次讲话中，毛泽东同志
开宗明义地指出当时文艺界应该解决的几个问
题。余生也晚，但是在上世纪60年代读高中时，
在教科书中研习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以下简称《讲话》）丰富深邃的内涵。记忆的底
片中，仍清晰如初地留存着当年语文老师在课堂上讲授《讲
话》时的情景。记得也是初夏时节的课堂上，老师在对延安
文艺座谈会召开及《讲话》发表的时代背景作了翔实介绍之
后，逐段落分析《讲话》的内容，“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
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其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
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
题，原则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为
“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
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
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是一
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些既
铿锵有力，又和蔼可亲的话语，经过老师联系实际的细心讲
授，润物无声般印在我的脑际，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竟然
还能背诵如初。

尽管自己在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生活中，属于一个喜欢读
书、热爱文学的“文青”，但毕竟尚未进入“创作”阶段，因此当时
对《讲话》的理解还是粗浅的。幸运的是，命运又安排我于上世
纪70年代末有过几年在师范院校中文系担任教师的经历，此间
曾几次为学生讲解、辅导《讲话》这一经典文献。备课过程中，
通过阅读大量相关图书资料了解了，当年《讲话》发表之后，极
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广大革命和进步的作家艺术家，许多反映时
代风云、激励人民斗志的文艺作品应运而生，在中国现代文艺
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如《讲话》发表后，丁玲、杨朔、贺敬
之、陈明等作家、艺术家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拟前往东北，后
来在张家口、晋察冀根据地等地停留，参加土改，从事写作，其
间丁玲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杨朔写下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诗歌、散文，1944年冬还曾在延
安写下七绝《雪夜遣怀》：“四山风雪夜凄迷，夜色浓中唱晓

鸡。自有诗心如火烈，献身不惜作尘泥。”贺敬之与
革命根据地劳动群众打成一片，在民间传说基础上，
和丁毅等同志集体创作了我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
新歌剧《白毛女》，深刻表达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革命主题……

光阴荏苒，岁月不居，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
开始步入文学的殿堂，从蹒跚学步，到砥砺前行。
随着知识的积累，视野的开阔，创作成果的日渐显
现，我对《讲话》有了较深层次的理解。我选择散文
这一文学体裁进入文学殿堂，是因为相对其他文
体，散文离生活与人生更近，更具现实感、真实性以

及时代特色。多年来，我把生活当成重要的课堂，怀着平常
心，始终用寻找的目光，去发现生活中的亮点，于小见大，于平
凡中见不平凡。在不断丰富生活积累的同时，也促进了自己
的情感积累，这也是从客观生活现实向作家主观感受深化的
重要过程。待到自我感觉有了较为充分的生活底蕴与情感积
累之后，方进入书写的阶段，力求自己的作品不论是对丰富生
活的描写，还是真情实感的表达，抑或是人生点滴经验及心智
的映照，都能给读者留下些许的回味，这也是诸多老一辈散文
作家经过不断实践所取得的重要经验。
心中装满人民，笔下的文字才会散发出夺目的光彩。遥想

当年初夏时的陕北延安，林木挺秀，花海鲜红，宝塔巍峨，延水澹
荡……华夏大地上无数文艺工作者思念着延安这片热土，思念着
杨家岭、杜甫川、柳林铺……心中禁不住吟诵起当年贺敬之写下
的诗句：“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王本道

FBI上门要求他本人坦白一
切共产主义活动，斯诺并没有因
此屈服，反倒是认为当时的美国
充满了“偏见、保守和反共情
绪”。正因为如此，这间接导致斯
诺于1959年迁居瑞士，尽管麦卡
锡已经在1954年被“拿下”。

1960年，斯诺在阔别中国多年后
重访了新中国，他在《红星照耀中国》
中所记录的毛泽东的预言已经成为现
实：“中国的现代化应该由共产党领导
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
动员全体人民和他们强大的劳动力去
完成。”只不过，斯诺此次访华和1936
年访华时一样，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依旧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锁，而且于
斯诺而言，“麦卡锡主义”的阴影仍然
若隐若现——他仍旧使用了“找老朋
友”的“老办法”，致信毛泽东等领导人
以及路易·艾黎等国际友人，最终实现
了重访中国大地的愿望。

1960年10月22日，毛泽东会见了
斯诺，双方谈论了台湾问题、新中国进
入联合国、突破经济封锁、世界和平等
问题，可谓无所不谈。这些内容正如学
者张红提出的那样：“其一是以自信的、
独立的、人民的观点和信念探讨超越时

代和所有国家的发展途径和治理方式；

其二是以和平、平等、解放为号召和对

外政策话语解释中国共产党的道义使

命和对外行为。”

斯诺1960年的这次为期数月的

采访别具意义：这是1949年以来毛泽东
第一次接受美国籍记者采访；除了采访
毛泽东，斯诺还重新踏足了延安，成为第
一个返回延安的外国人；毛泽东等领导
人还特别允许他在军事设施内部进行拍
摄记录，这样的“特权”绝无仅有。因此，
斯诺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诸
多的忠实且客观的记录，包括基础设施
建设、教育、医疗卫生、文学艺术等多个
方面，最终凝结成了1962年出版的著名
的《大河彼岸》（又名《今日的红色中国》）
一书。而斯诺回国后，还在美国多地辗
转发表了50多次演讲，重新建立了外界
对于新中国的印象——他试图以身作
则，击破中美之间的隔绝敌对状态。

1964年10月，斯诺以法国《新直言》
周刊记者的身份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
地，和往常一样走访了多地。斯诺拜访
了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的国家领导
人。毛泽东与斯诺进行会谈时涉及了中
美关系、美国在越南、原子弹、联合国、第
三世界国家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在这次
采访期间，斯诺还独家获得了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劲爆消息”，周恩
来亲手将多张原子弹爆炸的绝密照片交
给斯诺。

9 阔别多年重访中国

“有亭翼然”，古人常用此语形
容亭子的飞檐如仙鹤展翅一般。
用“翼然”来命名，把亭和鹤联系在
一起，就具有了更深的意义。古往
今来，除了杭州孤山高士林和靖
（林逋）梅妻鹤子的故事千古传颂
以外，其他不少放鹤亭的故事也颇令人
回味。如宋代隐士张天骥在江苏彭城
（今徐州）隐居，“修真养性”，自号“云龙
山人”。他在山上盖了个草亭，养了两
只仙鹤，每天清晨就在亭中放飞仙鹤。
大文豪苏轼时任徐州知州，与山人结为
好友，为其写了脍炙人口的《放鹤亭
记》，使得放鹤亭与云龙山闻名于世。

鸣鹤园的翼然亭建于一座假山之
上，很空旷，展现飞来之势，有着八面来
风。登亭西望，可见西山秀岚。乾隆皇
帝当年就注意到了这片风景的魅力，他
曾于1747年登临并赋《翼然亭》一首：
“峰有飞来亭岂无，天然距此不南图。藉
松为幄阴偏秀，依石成章兴迥殊。茶鼎烟
飞云半野，棋枰声杂瀑千珠。寄言纵目搜
吟客，莫认琅邪岩畔途。”

他在诗引中说：“出西轩面横岭，
亭中设便坐，近纳岚翠，远望野绿，仿
佛香山来青（即来青轩）景色。”

咸丰十年（1860），鸣鹤园
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园中建筑
多被损毁，唯独翼然亭奇迹般
地保存了下来，后来又侥幸地
逃过了庚子之乱与徐世昌的
偷拆，终于在燕大开辟燕园时

获得了“新生”。1928年燕大对亭进行了
修葺，并于亭内绘制校园风景十二幅：第
一体育馆、校景亭、博雅塔、荷花池、钟亭、
校友桥、湖心岛亭、办公楼、化学北楼、俄
文楼、南北阁、西校门。作为燕园重要景
观的“校景亭”之名即由此而得。1984年
北大又对该亭做了修整，于此亭内顶绘36
幅展翅飞翔的仙鹤，似乎是有意唤起历史
的记忆，赓续燕园的文脉。
作为中国皇家园林巅峰之作的圆明

园，享有了皇家园林空前的繁盛辉煌，也经
受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崩塌的惨烈
苦难。近代帝国主义侵略者两次罪恶的大
火，将这个“万园之园”烧得面目全非。其
后又是荒唐的“木劫”“石劫”和“土劫”，使残
存的文物流散京城各处。由于毗邻圆明
园，又处于新校园的开辟建设之中，所以，
燕园成了保存其遗物较多的地方。
在燕园落户的圆明园遗物有安佑宫的

华表、石麒麟和丹陛石，“谐奇趣”的翻尾石
鱼，茜园的梅石碑、“断桥残雪”和
“柳浪闻莺”石牌坊遗存，以及西
校门内南行路边的引水槽、湖心
岛北侧的方外观西式平桥等。

燕园办公楼前的华表、石
麒麟均来自圆明园安佑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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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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在拘押受刑期间，押解自
己的女警察的言谈举止，张月霞分
析，她一定是我党潜伏在国民党警
察局内的同志，或者起码也是同情
共产党，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步
人士。但她究竟是什么身份不能
探问，只能以从内心发出的由衷的感激
的目光，冲着叮嘱自己的这位同志，轻
轻地点了点头，算作告别。张月霞被押
解到了苏州反省院，这里是苏州盘门的
铜元局旧址，原是清朝光绪年间的铜钱
铸币厂，经国民党改造后，变成了称为
反省院的监狱。一进门，便可看到墙壁
上涂写的“认真反省，改过自新”“只有
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等标语，还设有
一个宣传橱窗，橱窗里全是一些党的叛
变者的污蔑文章。

押解的警察让张月霞等一些刚进
院人员，先要记下墙上涂写的标语，再
让他们看宣传橱窗内的文章。张月霞
边看边在心中骂道：“该死的叛徒们！
待我出狱后，一个个地找到你们，把你
们全部铲除掉！”根据反省院的规定，新
押来的政治嫌疑犯，都被关入隔离室内
训导一个星期，让他们写自述，交代清
楚姓名、籍贯、学历、职业、通讯地址、家
庭环境及亲属关系，自身经历和社会关
系，还有政治身份，被捕经过及个人感
想，等等。拿到登记表后，张月霞只在
姓名一栏内，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填上
了杜晓霞三个字，其他都留为空白。狱
警问她为什么不填写，她说自己不识

字，不知道怎么填写。狱警认为她态度不
老实，把她用绳子在隔离室的房梁上吊了
两个多小时，看她仍然死咬住自己的说法
不变，才把她放下来，并告诉她说，对不识
字的反省人员登记表，可以找人代填，但
问什么你必须老实回答，不能说谎。张月
霞忍受着手、肩、臂、肋、脊椎骨等多处被
吊拉的断裂般的剧痛，依着狱警的问话，
按照在上海警察局时对警官的说法，回答
了登记表中的各项问题。

反省院相信了张月霞没文化、不识字的
说法，把她从隔离室内放出来，编入了训育
丙班。这个班都是没有文化或是文化不高
的所谓政治犯，对他们的安排是政治训育与
劳动改造相结合。张月霞住的监舍里有十
多个人，窄小的房间，还是上下床铺，门上只
有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人一进到里面，就像
钻入了囚笼，又憋又闷，连喘气都不痛快。

第一天上训育课，训育主任先给大家
讲了一通国民政府颁布的《反省院条例》，
然后就讲苏州反省院的院规和对反省人
员的要求。待他讲得口干舌燥离开讲台
时，训育教官开始讲课。训育教官先看了
看座位上的反省人员，用教鞭使劲儿敲了
两下黑板，大声说：“我今天要给大家讲三
民主义，谁知道三民主义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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