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学时，学习归有光的《项脊轩志》，文中
说：“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
亭亭如盖矣。”老屋，庭院，枇杷树，见证生于
斯、长于斯、亡于斯的生命，也见证人生的悲
欢、生活的困苦、岁月的变迁。从那时起，我
开始关注枇杷树。但我生活的地方，看不到
枇杷树的踪影。然而，归有光《项脊轩志》中
的枇杷树，连同“明月半墙，桂影斑驳”，生长
在了我的脑海中。
读大学二年级时，我对国画忽然产生了兴趣，从图

书馆借阅了大量的国画书籍。在一本画册中看到宋徽
宗赵佶画的《枇杷山鸟图》。扇面之上，枇杷枝叶繁盛，
果实密密匝匝。经历了一千年的历史风霜，画面颜色
有点灰暗。一只山雀栖于枝上，翘首回望翩翩飞的凤
蝶，神情警惕，活灵活现。画面顿时有了动感。山雀、
凤蝶，枇杷叶、枇杷果，水墨勾染，气韵生动。细腻的韵
致，在繁盛的枇杷枝叶和果实之间回旋缠绕。
本幅款押“天下一人”。钤“御书”朱文葫芦形印一

方。裱边题签：“宋宣和枇杷山鸟”。枇杷，就这样与宋徽
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精通书画的宋徽宗，结果丢了江
山。“靖康之耻”成了这幅名画的底色。后来，这幅画传到
乾隆手中，乾隆御题诗一首：“结实圆而椭，枇杷因以名。
徒传象厥体，奚必问其声。鸟自讬形稳，蝶还翻影轻。宣
和工位置，何事失东京。”感慨宋徽宗如此精于绘画，工于
构图和经营位置，缘何却把江山社稷给丢了？
最大的痛，莫过于亡国之痛。徽钦二宗被金军俘

获，一路北上，流放于严寒蛮荒之地五国城。徽宗写下
《在北题壁》：“彻夜西风撼破扉，萧条孤馆一灯微。家
山回首三千里，目断天南无雁飞。”含泪遥望故国家园，
那宣纸之上的水墨绘就的枇杷，是宋徽宗心头一颗一

颗的哀伤，郁积在他的心头。
枇杷，之于宋徽宗，是亡国之痛，黍离之悲。枇杷，之

于归有光，是对往事的回味，对亡妻的哀悼。在我的人生
行旅之中，初次遇到枇杷，是在济宁，我父亲病重的日子。
2014年11月18日清晨，我从青岛乘车去济宁。经过

几个小时的颠簸之后，终于看到了躺在医院病床上的父
亲。父亲瘦削，我握住他的手，看到父亲浑浊的眼睛里满
溢出泪水，一颗一颗的眼泪溢出来。他承受着病痛的折
磨，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喉咙里断断续续冒出的“话”，不
容易辨别。我轻轻地擦拭他眼角的泪水，拉着他的手，难
受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种丧失之痛，在心头百感交集，无助感侵袭着我。

在父亲床边随伺，快到晚饭时，我出去为父亲打饭。走在
济宁第一人民医院的庭院之中，感觉就像个小公园，楼台
亭榭，小桥流水。庭院之中，遍植花木。杨柳依依傍水生，
万千枝条低垂着，快要拂到水面。虽是初冬，垂柳仍未凋
零，枝条上存留叶片青青。我从一个覆盖着琉璃瓦的小亭
子边缓缓走过，看到一株树，低矮的树干，分枝散叶，似乎
和路人很亲近。一团浓郁的青色，树叶大而长，一簇簇地
生长在一起。忽然，我瞥见树干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枇
杷”。顿时，我愣住了，凝视着这株枇杷树，仿佛偶遇失散
多年的亲人，彼此在这里重逢。刹那间，心头涌起无数细

密的感触，如同涓涓细流汇聚在一起，形成涌动
的浪潮，奔腾，澎湃……我呆呆地站在枇杷树
下，泪如泉涌，不住地往下流……

常见的枇杷树叶呈椭圆状，宛如琵琶。枇
杷，一年四季，经风雨，经霜雪，树叶青绿，有永
恒的风姿。而人之脆弱，易老，多病，着实无
奈。琵琶，一种古典的乐器。忽然想起琵琶名
曲《夕阳箫鼓》，其旋律雅致优美，令人心碎。华

彦钧创作的《大浪淘沙》更契合我的心境，充满了对不平
人世的无限感慨。
一个多月后，父亲在老家病逝。都说，人生一世，草

木一秋。可是，草木、花木，却比人的生命更长久。
2015年6月的一天，我在青岛又一次邂逅枇杷树。我

从市南区图书馆出来，走在大尧三路上，在一段人行道的
转弯处，有一个小小的庭院，铁栅栏内，有两棵无花果树，
树叶浓密，一个一个的无花果长在树干和树叶之间。等
我走进这个庭院，发现两棵无花果树中间，还有一棵树。
我一抬头，看到树上结着累累的果实，果实一粒一粒，金
黄色，在绿荫之中，照亮我的望眼。
我又一次呆呆地驻足在枇杷树下。我不知道，失去

亲人，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平息内心的悲痛。那一刻，我恍
然大悟，枇杷树上一粒一粒的枇杷果，原来是一颗一颗金
黄色的眼泪。
我在枇杷树下伫立良久，才发觉，小院的铁栅栏上爬

满了各色的蔷薇，密密匝匝的花朵，在晴空下怒放，蜜蜂
在花丛里嗡嗡地飞。一阵清风吹来，蔷薇花瓣因风而起，
悠悠地落到地上。红色的蔷薇花瓣在地上微微飘动，忽
然，有一粒枇杷果落在我的脚下，滚动了几下，在几片散
落的蔷薇花瓣中，安静了下来。随后，又落下一粒，两粒
金黄色的枇杷果，就像温柔的眼睛望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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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有枇杷树
柳已青

花间絮语（五）

蓝亚麻：迎接未知的花开
谈瀛洲

今年年初，电视剧《人世间》在央视播出后好评如潮，收视率居高不下，被誉
为“现象级”大剧。
著名作家梁晓声是《人世间》的原创作者，呕心沥血五年多，写下115万字，

此书于2019年荣获中国文学界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
追剧和阅读双管齐下，让我产生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触景生情，不禁想起

我与梁晓声老师的一段美好交往。
1997年深秋，深圳某杂志社邀请我参加笔会。令人惊喜的是，梁晓声老师

也在受邀之列。这年他整48岁，恰是人生的茁壮之季。但他看上去身板瘦
弱，脸色憔悴，听文友说，他的颈椎和肠胃也不太好，显然，是长年累月的写作
勤苦造成的。
笔会安排我们参观了深圳的几个标志性景点，如世界之窗、中华民俗村、大

型书店，还有深圳周边先富裕起来的小渔村等。梁老师每天和我们一起出游参
观，彼此熟悉起来，不再有名作家和“菜鸟”之分。笔会的气氛和谐轻快。
我第一次阅读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佳

作，是在上世纪80年代。作品中荡漾着浓郁的平民气息，引起我的强烈共
鸣。但我不属于“自来熟”，即使面对自己崇拜的“偶像”，也不会主动搭讪。
可在梁老师面前，我却自如放松，所请教的问题
梁老师都微笑着逐一给予回答，语气中带着宽
厚和理解。
笔会结束，文友们恋恋不舍。我忘了梁老师

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也忘了是否和他说了“再见”。
1998年1月，我在天津的家里接到了武汉《知

音》杂志副总编关前先生的长途电话，关先生交
给我一个去北京采访的任务，被采访对象恰是梁
晓声老师！
如果没有“深圳笔会”，我是没有勇气接受

这个任务的。梁老师曾在一篇随笔里坦言，他
最喜欢的生活方式就是独处，最烦恼的就是没
有意义的社交；他是一位高产作家，著作等身，
所以时间对他而言，应该比金子还要宝贵。
在深圳时，梁老师就给我留了他北京家里的

电话。我鼓起勇气，拨通了电话。运气真好，是
梁老师本人接的电话。
“梁老师，您好！我是天津的刘晓鸥，想去北

京采访您……”
“哦，是晓鸥呀！你还好吧？”
一听到梁老师熟悉的声音，我差点语无伦次。
“可以的，欢迎你来北京，就到我家来吧，你

记一下我家的地址……”
我没料到，梁老师这么痛快就答应了。
第二天，我从天津乘火车去了北京。按照梁老师给的地址，乘地铁，打出租，

一路向东四环方向奔去。从出租车上一下来，远远地就看见梁老师单薄的身影
站在路边，瞬间，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
梁老师的家有几十平方米，一点都不奢华，没有高档家具和摆设，客厅里摆

放着写字台，堆满了书籍和写作资料。梁老师没有单独的书房，客厅就是书房，
靠墙有一张单人床，他每天都要熬夜写作，写累了就在小床上休息。虽然整个布
置都很朴素，但很整洁，很温馨。不言而喻，梁老师的家庭生活非常幸福。
梁老师请我坐在写字台对面的椅子上，又端来一杯热茶摆在我面前，访谈开始。
梁晓声原名梁绍生，1949年9月22日出生在哈尔滨市，祖籍山东威海。1968

年高中毕业的他，成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一名兵团战士，在北大荒度过了7年
的知青岁月。由于他擅长写作，被批准参加了全兵团的文学创作培训班。其间，
创作了小说《向导》，发表在《兵团战士报》上。1974年，复旦大学一名老师到兵
团招生，梁晓声凭借《向导》得到力荐，随后就读于复旦大学中文系。
1977年从复旦毕业后，梁晓声被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从事文学编辑工

作，正式开始文学创作。知青生活的经历，是他文学创作的灵感和源泉，相继创
作了北大荒知青题材的系列小说《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
《师恩难忘》《年轮》等。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
任。1997年出版《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
梁老师的语速有点慢，一字一句，抑扬顿挫，颇有感染力。自然将我带入他

的“人世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衣衫破旧的男孩跑进教室，女老师一脸愠怒
地责问；兵团的知青岁月，他着一身军绿棉衣，在树林里伐木劳动；上海复旦大学
校园里，教室、图书馆，都有他勤奋学习的身影。
梁老师提到，大哥是最令他牵肠挂肚的人。少年时的大哥，是一名标准“学

霸”，在上世纪60年代考上大学，却被恶劣的生存环境压垮，患上精神病，不得已
终止学业。以后几十年，大哥基本都是住在医院里疗养，这给梁晓声带来极大的
经济压力，从参加工作开始，他每月都拿出一半的工资寄回哈尔滨的老家。由于
家庭负担重，他到了三十岁还没有结婚，面对爱慕他的几个姑娘，他如实讲出家
庭状况，她们都吓跑了。
只有焦丹是一个例外。梁晓声的妻子焦丹比他小六岁，家庭条件优越，工作

很不错，容貌和气质也很出众。结婚后，在孝敬公婆、照顾大哥、接济下岗失业的
弟弟妹妹的问题上，焦丹都是梁晓声的贤内助，好帮手。这让梁晓声对焦丹充满
了感激之情。
我屏声静气地倾听，很少再提问题。梁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整理一下，就

是一篇最感人的亲情散文。
采访结束后，梁老师一直把我送到小区外的大街上，一直看着我坐进出租

车，才转身回去。以后的岁月，我没再和梁晓声老师有更多的联系。可每当在
网上或是屏幕上看见他时，都会感到格外亲切，从心底产生一种由衷的仰慕和
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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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就开始闯荡好莱坞的成龙，留下了许多经典的
银幕形象，与此同时，他也在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本周推介的
佳片《燕尾服》就是这样一部影片。
《燕尾服》被很多影迷视为成龙的第一部科幻片，该片大

胆地将科幻与功夫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而其中最大的科幻
元素，就是燕尾服。这件装备不仅能赋予穿戴者战斗技能，还
可以选择多种模式，比如秒变百步穿杨的狙击手，又或者是一
个顶仨的搏斗专家。朴素的外观更可以让穿戴者大隐于市。
虽然装备看上去非常先进，但21世纪初拍摄的此片，并不像
现在一个特效就能搞定，很多打斗场面需要靠成龙自己的力
量完成。因此，剧组斥巨资给成龙定制了上百套同一款式、不
同尺码的高级定制燕尾服。在拍摄对话场景时，成龙身穿合
身的48码；打斗时，选择宽松一点的50码；而在成龙表演高空
坠落的戏份儿时，为了在戏服里面穿戴好护具，52码的燕尾
服就派上了用场。

很多演员的尝试与突破，来源于自己的发展瓶颈。但成龙
恰恰相反，《燕尾服》是他在达到事业高峰后的一次尝试。
1998年《尖峰时刻》上映，取得全球2.44亿美元的超高票

房，让成龙真正在好莱坞声名鹊起。2001年，系列续作《尖峰
时刻2》，收获3.47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龙力压布拉德·皮
特，一跃成为当时好莱坞片酬排名第三的男星。但成龙本人
对这个系列却并不满意，他不想接二连三地重复拍摄同一类
型的片子。就在这时，拍摄了诸多科幻片的史蒂文·斯皮尔伯
格导演给了他一次尝试的机会，邀成龙参演他的公司——梦
工厂工作室制作的一部科幻题材影片，这就是《燕尾服》。
除了招牌式的炫酷武打动作，在《燕尾服》中还可以看到成

龙难得一见的大秀舞技。拍摄舞蹈戏份儿可让他没少头疼。
您可能想象不到，连高难度打斗都“洒洒水”的成龙，却不会跳
舞。连他本人都承认，自己可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害怕跳舞，
而不怕从120米高的竖井上跳下的人。为了把舞蹈戏份儿表
演好，成龙私下还进行了两个月的舞蹈特训。
那么这部让成龙在动作之外，尝试了许多

新的可能性的《燕尾服》，究竟是否真的那么神
奇？就让我们一起去片中一探究竟！

6月25日22:17CCTV—6电影频道与您

相约《燕尾服》，6月26日15:47“佳片有约”周

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燕尾服》：
科幻与功夫完美结合

曹宇田

周末
文丛

一

有学生跟我读了硕士，然后去爱尔兰读博，钻
研她心爱的英语中古文学。假期从都柏林回来，给
我带来一包混合草花种子，是让人在花园里随意一
撒，就能长出一个草花组合的那种。我和学生的来
往就是这样，他们如果对种花有兴趣的，我会送他
们植物和种子；他们有时也会回赠我。是所谓“投
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也。
爱尔兰比上海纬度高很多，是个凉爽的国度，

那里养的草花想必也和上海的不同，能适应冷凉气
候。我没有花园，于是就在秋天，挑了两个大盆，在
里面撒下种子。大大小小的都有，没有我认识的。
后来长出来了蓝亚麻、矢车菊、麦仙翁等草花，果然
都是喜欢冷凉气候的植物。
这蓝亚麻刚长出来时我并不认识。一些从小

就养熟的草花，如罗勒（给我这种香草种子的舅婆
叫它“佩兰”）、凤仙、牵牛（小时候叫它“喇叭花”）、
紫茉莉（上海人叫“夜饭花”）、太阳花等，我一看它
们带子叶的幼苗就知道这是什么（大多数情况下，
子叶和后来长出来的叶片形状不同），但从未养过
的就不认识了。即便去互联网上查某种植物带子
叶的幼苗图片，多数时候也查不到。如果你连自己
种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那更是无从查起了。所
以，播种一种以前从未养过的植物，有点像去一个
陌生的地方旅行。

二

播种的泥土或其他基质里，难免会有其他杂草
的种子在内。如果是常见的杂草，如蒲公英、野荠
菜、通泉草之类的还好，萌发之后很快就会被
辨认出来并且拔掉。但有时也会有不认识的
杂草，因为杂草的种类也是很多，就会发生把
自己播种的植物误当杂草拔去的情况。
曾经买过国外一家小种子店的种子，店

主会贴心地在包装上印上种子萌发出来的幼
苗图片，就是为了防止发生这种状况。但多
数卖种子的店家服务就没那么周到了。

三

这袋混合种子撒下去以后，花盆里长出了许多种
幼苗。有些是我认识的杂草，被我拔去了。还有几种
不认识的，我都留着静观其变。其中一种后来长得细
细高高，茎秆光溜细长，互生的叶片也光溜细长。和常
常在花盆里长出来的杂草钻叶紫菀有点像，但钻叶紫
菀的叶片似比它更大、更长，质地也薄一些。要不要拔
掉呢？犹豫数次，最终觉得它细细长长的样子还是有
点仙风道骨，就把它留着了。
等长出花苞来，就知道不是钻叶紫菀了，我庆幸自

己没有把它拔掉：花苞温柔下垂，尖端露出美丽的蓝紫
色。花开放的时候就竖起来了：开出的小花是五瓣的，
有点像个小碟子，颜色是像天空一样的浅蓝色，带一点
点紫，上面还有放射状的深蓝紫色纹路。真是一种漂
亮的小花啊！
开出花来，就容易查了，这时候才知道它是蓝亚麻。
蓝亚麻一朵花只能开一天，但花量大，每天都开

新的，可以开一到两个月。如果能大片种植，那一定
很壮观。
蓝亚麻其实是宿根植物。它原产欧洲，耐寒力

强，但就不怎么耐热了。所以在夏季炎热的地方，
还是把它当作一年生植物种植为好。亚麻的话其
实有好几种，除了蓝亚麻外，还有黄亚麻和大花亚
麻，蓝亚麻还有个白色的变种。但我觉得这些都没
有蓝亚麻有特色：它的花色，真的是已经很接近纯
正的蓝色了。
很庆幸我没有把蓝亚麻当杂草拔掉。养花人，也

是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准备接受一些未知的事物，它们
会带给你像蓝亚麻一样的惊喜。

爱泼斯坦从孙夫人的故事和
几幅照片中，感受到了宋庆龄独特
的人格魅力，让他记住了宋庆龄和
孙中山先生的故事：如为寻求统一
中国的道路，孙中山偕孙夫人一同
北上；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向国际
社会宣告了孙中山的遗嘱；1927年，
宋庆龄公开反对汪精卫和蒋介石背弃孙
中山的行为。这一系列铿锵的伟迹，使
爱泼斯坦认识到了宋庆龄独特的风采，
也对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真正见到宋庆龄本人，是
在1938年的广州。当时的爱泼斯坦是
美国合众社的记者。在抗战全面爆发
后南京沦陷，广州和武汉也随之受到
了严重的威胁，当时的爱泼斯坦正在
广州前线报道。爱泼斯坦每天看到日
本人狂轰滥炸这座城市，但这里的人
民并没有屈服。在这样的危急时刻，
宋庆龄亲自来到了广州，加入了浩浩
荡荡的游行队伍，并走在了队伍的前
列。爱泼斯坦清晰地记得，那天是9月
18日，七年前，是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
省的日子。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广州民
众涌向街道，打着火把呼喊着口号，宋
庆龄神态镇定地走在了游行队伍的最
前端。正是这样的画面，给爱泼斯坦
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随后，宋庆龄召集了爱泼斯坦等一
批重要的中外人士，共同商量成立“保卫
中国同盟”（以下简称“保盟”）广州分会。
宋庆龄告诉爱泼斯坦，在此之前她没有见

过他，但早在《中国呼声》《民主》等杂志上看
过爱泼斯坦所写的文章，对他的视角、看法
和观点有着基本的了解。不久后，广州沦陷
了，爱泼斯坦被宋庆龄邀请到香港，积极参
加“保盟”的中央委员会，负责编辑机关报《保
盟通讯》。从此刻起，爱泼斯坦和中国的革命
事业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
《保盟通讯》的负责人是俞鸿钧，曾担

任国民政府上海市市长。因为是孙夫人
推荐的人，爱泼斯坦应聘时，俞鸿钧对他
还是很满意的，尤其是爱泼斯坦在广州时
的新闻工作经历使他十分满意。随后不
久，爱泼斯坦便担任了报纸编辑部的负责
人。因为当时在“保盟”的工作基本上是
尽义务，没有报酬，因此爱泼斯坦在香港
同时找了另外一份差事——在《香港每日
新闻》工作。爱泼斯坦灵活地运用两个刊
物作为他的阵地，通过这两个渠道，发挥
了香港与全世界联系的窗口作用，使香港
成为一条重要的连接世界的通道。正是
这一条通道，使得当时的中国获得了全世
界反法西斯力量和海外华侨的支持，有力
地推进了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和全国人
民的抗日斗争。

每当回忆起和宋庆龄在香港一起共事
的岁月，爱泼斯坦总是十分的兴奋和愉悦。

12 第一次见到宋庆龄

麒麟是传说中的一种神兽，
它龙头、鹿角、猪鼻、蛇鳞、虎背、
熊腰、马蹄、狮尾，可谓兽中精华
之集大成者。《草木疏》还说它是
祥瑞的“仁兽”：“音中钟吕，行中
规矩，王者至仁则出。”即是说，只
在太平盛世才有麒麟出现。

办公楼前的这对麒麟高1.74米，它
们犄角直竖，遍身鳞甲，神态非常逼真，
不怒自威地透着英武之气。用它作为办
公楼“卫士”真正再恰当不过了。这对麒
麟“堪称燕园内最精美的石雕艺术品”（何
晋《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20世纪30年
代燕大新校明信片中，这对麒麟就和办公
楼一起作为燕园的标志之一而出现。它们
的刻工非常细腻，鳞甲、口齿、须毛及鳞纹
的线条纹样都十分清晰挺括，而整体又神
采勃发，气韵生动。经历了两个世纪的风
雨，坚实的石材犹未见风化，殊为难得。而
且，如李秋香《安佑宫的石麒麟》一文所说，
唯“犄角及若干牙齿已遭断折，正好说明它
们不平凡的经历”。这对麒麟看上去都像
是一块巨石雕成，其实是由身体和基座
两块石头雕成拼接的，接缝在须弥座上
方距上面身体约19厘米处。由于这里断
面向里收缩，接缝很难被发现。这也是中
国“工匠精神”的一个实例。

置于办公楼正门九级台
阶上的那块丹陛石，以前是安
置在安佑宫前的台阶。安佑宫
前原有两块，另一块现安放在
颐和园东宫门入口处。

丹陛石又称丹墀。“墀”，指台阶或台阶
前的空地。“丹墀”，即红色的台阶，特指帝王
宫殿前的台阶。臣民对君主称“陛下”即源于
此。东汉蔡邕《独断》云：“天子正号曰皇帝，自
称曰朕，臣民称陛下……谓之陛下者，群臣
与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
告之，因卑达尊之意也。”丹陛石上一般雕刻
有帝王之势的龙云图，所以又称“龙云石”。
这块丹陛石长3.15米，宽1.3米，其

上龙云浮雕宽1米，所刻二龙戏珠栩栩
如生。放置在办公楼前，不仅和麒麟一起
平添了许多中国文化的气息，也为整个
环境增加了几分庄严的氛围。
还应该特别提及的是，据资料记载，这

一对麒麟和丹陛石被盗出园后，屡次险遭
变卖，幸亏朗润园的最后一位主人载涛闻
知后，出手以高价买下，置于朗润园中。这
才使燕大建校时有可能“装点此校园，今朝
更好看”。先贤义举，可敬可佩。
未名湖中翻尾石鱼，也是因载涛保存
才得以后来由燕大1930届学生购
得献给母校，安身燕园。此物亦
为圆明园遗物。当年，圆明三
园之一的长春园北部有一组仿
照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样式的
“西洋楼”。

77 办公楼前石麒麟 95 顶撞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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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反省院院长继续说：“上课
捣乱，惩罚你们在烈日下暴晒，一点
儿也不为过。我知道你们难受，但
不让你们尝尝苦头，你们能改吗？
大家说对吧？”话音刚落，“不对！”在
集体群里受罚的一个叫林野的女士
喊了一句。张月霞在心中想，这个林野
平时不言不语，今天上训育课也是默不
作声，怎么看都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怎
么敢在这个时候顶撞院长呢？“619号，给
我站出来，说说你的理由！”院长没有发
怒，但语气却严肃得让人觉得胆战。

林野被一个警察拽到院长面前。院
长看着她问：“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林
野。”“你是共产党？”“不是。”“那你怎么被
抓来反省院的？”林野回答：“我们家以租
种地主家的土地为生。地主家的人上我
们家来收租，我说租税太重，得减一减，
要是不减，穷人就活不起了。他们说我
攻击国民政府，就把我抓到这里来了。”
院长说：“你这些言论就是在攻击政府
啊！按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把你
送到反省院是轻的，还得重处！”林野说：
“那先总理提出的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
义，说是‘以养民为目标，不以赚钱为目
标’，是什么意思呢？是让国家收重税，
让地主老财对农民进行狠毒盘剥吗？还
有民权主义就是让老百姓受欺压吗？让
训育教官一边给我们讲自由、平等、博
爱，一边用教鞭抽打我们吗？”林野的反
问，弄得院长无法回答，便恼羞成怒地大
喊：“我看你就是共产党！来人，把她铐

起来，押到刑讯室去！”
两个警察冲上来，把林野铐走了。院

长走到昏倒在地上的老人面前，用脚踢了
踢他的身体，又看了看躺在人群中的怀孕
的妇女，让警察把他们两个人拖回了监
舍。其他人仍然站在骄阳下受罚。人们
身体内的水分，几乎全部变成了汗水，从
毛孔中淌尽流干，身体裸露的部位，都已
经被紫外线灼伤，泛红肿起，疼痛难挨。
人们连饿带晒，又不给补充水分，受罚的
人中又有人接二连三地昏倒了。老天啊，
你睁睁眼吧！让云彩把强光遮一遮、挡一
挡，让我们少受一点罪吧！受罚的人群
中，有人朝着天空大声喊。“不许喊！”警察
大声地呵斥。训育主任走过来，对警察小
声地说了几句话，警察让大家把躺在地上
昏迷的人架起来，拖回监舍。

张月霞身边被绑着的乡下男人，也被
警察弄走了。广场上只剩下她一个人。
训育教官说她是带头无理取闹，所以必须
对她加重惩罚，让她吸取教训，保证今后
不再重犯。张月霞顽强地忍受着烈日暴
晒和干渴、饥饿的折磨，她在心中不停地
告诫自己：一定要坚持住，不能倒下去让
敌人看笑话。但人的身体怎么能耐得住
长时间的折磨？张月霞还是中暑昏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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