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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翟志鹏 文并摄

作为今年复工以来的首场正式演
出，昨晚，一场“菊次郎的夏天”久石让钢
琴曲梦幻之旅演奏会，让天津音乐厅重
新回归，也拉开了天津音乐厅100周年系
列演出的大幕。百年来，天津音乐厅为
天津送来了电影、古典音乐等艺术，也融
入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之中。

百年老店 让光影与旋律萦绕津城

20世纪初的天津，中西文明在此交
融。1922年，著名的平安电影院四次易
址后，在当时的英租界重新开张。通过
平安电影院的银幕，很多天津人第一次
接触到电影艺术。新中国成立后，平安
电影院仍从事电影放映事业，1956年更
名天津音乐厅。1985年，随着天津交响
乐团成立，天津音乐厅进行了系统改
造，可容纳大型交响乐队演出，天津古
典音乐事业驶入快车道。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天津音乐厅迎来众多国内外
名家名团，成为众多乐迷心中的艺术殿
堂。美轮美奂的造型和出众的音效，令
许多曾来此演出的艺术家赞不绝口。
著名指挥家陈燮阳对本报记者说，天津
音乐厅作为一座位于市中心的音乐厅
和天津交响乐团的主要演出场所，从硬
件到音效都很好，每次到这里演出都能
感受到观众们的专业、热情。

2005年，天津音乐厅拆除重建。
2009年8月28日，镶嵌着金黄穹顶、拥有
欧式船型造型的新天津音乐厅亮相，开
幕演出由著名指挥家余隆率中国爱乐
乐团上演。余隆曾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回忆起这场演出的盛况，称天津文
化氛围之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2014
年底，天津交响乐团获得天津音乐厅承
租权，将其作为乐团“主场”至今。2017
年，天津音乐厅利用闲置仓库开辟了小
剧场儒熙艺术馆，并于次年引入“和平
共享书吧”，逐步升级为集演出、讲座、
排练、阅读、新闻发布、“文惠卡”售票等
功能于一体的艺术综合体。

艺术殿堂 见证名家名作走向世界

天津音乐厅的生命始于电影，延续
于音乐。天津古典音乐事业的持续发
展，让这家百年老店青春依旧。其中，起

到关键作用的当数天津交响乐团的建立
与发展。1985年，天津交响乐团正式成
立，时称天津乐团，乐团创始人、著名指
挥家王钧时担任首任团长。今年84岁高
龄的王钧时回忆道，天交的建立，既是天
津艺术事业发展的需要，也是天津广大
音乐爱好者的呼声。在艰难创业中，天
交以天津音乐厅为基地，在推出交响乐
演出的同时普及古典音乐。很快，天交
成为了具有完整编制、可举办大型音乐
会的专业乐团，还成功举办了赴上海等
地的巡演，引发业界瞩目。
一座音乐厅和一支交响乐团的发

展之路上，都需要一部里程碑式作品
的首演为之“加冕”。1991年，王钧时
率天交在天津音乐厅举办了一场载入
中国音乐史册的音乐会——著名作曲
家鲍元恺代表作《炎黄风情——中国
民歌主题24首管弦乐曲》世界首演。
谈到这场演出，王钧时说：“鲍元恺老
师做的这项工程不得了，当时的民歌
不利于对外传播，而他把民歌改编成
交响乐，国外乐团都能演奏。现在这
部作品还在世界各地演出，把中国的
民族文化传播到了世界。”除指挥天津
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外，王钧时还把李
德伦、俞丽拿、盛中国、石叔诚等一大
批艺术名家请到天津音乐厅演出，让
天津乐迷在家门口欣赏到名家风采。
一座拥有深厚底蕴的音乐厅也是

许多著名艺术家的起步之地，天津音乐
厅也是如此。著名钢琴家郎朗就是在
此举办的第一次个人音乐会。王钧时
说，1996年，年仅14岁的郎朗希望与乐
队演奏钢琴协奏曲，但找不到合作乐
团，王钧时率天交向他敞开大门。观看
他练习时，王钧时敏锐意识到，“这个孩
子肯定是个天才”。钢琴协奏曲的演奏
不同于钢琴独奏，很多首次与乐团合作
的琴童不知如何配合指挥家与乐团，郎
朗却在音乐会上展现出超出年龄的成
熟和对作品出众的驾驭能力。这次演
出，成为郎朗艺术生涯的难忘经历，每
次来津，他都会谈起天津是他艺术生涯
起步的地方，对天津有着特殊的感情。

走过百年 天津音乐厅续写辉煌

随着我市文化事业的高速发展，
2009年重建后的天津音乐厅，演出密度

显著提高，除天津交响乐团外，天津歌舞
剧院所属歌舞团、歌剧团、民族乐团和我
市各类民间艺术团体，以及来自海内外的
艺术家和艺术团体都在此频繁演出，天津
市新年音乐会等重要演出也在这里举
办。2015年，我市推出“文惠卡”以来，古
典音乐市场进一步被激活，天津音乐厅每
周至少有两三场演出，年底时甚至一周内
每天都有演出。这一阶段的古典音乐市
场也在发生变化，小编制的室内乐演出显
著增多，在天津音乐厅，观众不仅可以聆
听严肃的交响乐，也可在轻松氛围中欣赏
室内乐。市爱乐协会秘书长刘思东对记
者说，30多年前，天津音乐厅每月只有一
场演出，乐迷们可以回味很久，经常一票
难求。现在演出场次增多，观众选择也随
之增多，虽然火爆程度不及当年，但这也
说明古典音乐进入到市民日常生活，彰显
了艺术普及和文化发展成果。

百年历史风云变幻，天津古典音乐
的接力棒在一代代艺术家手中薪火相
传。近20年间，现任天津交响乐团团长
的董俊杰是在天津音乐厅演出场次最多
的艺术家之一。他说，他首次到这里演
出是在2003年第四届“海河之春”音乐节
中指挥中国当代民乐经典音乐会，排练
期间他走遍音乐厅各个角落感受音效。
董俊杰曾在海内外众多剧院演出，在他
看来，一座艺术殿堂要留在所在城市的
历史中，必须要与城市和市民性格相符，
天津音乐厅无论是造型、装修还是历史，
都与天津及天津人开放包容的性格高度
契合。他期待用融合中西风格的音乐会
和有特色的艺术节将天津音乐厅“填
满”，让它成为天津人民的“金色大厅”。

百年前，平安电影院引入外来文化在
天津扎根，开放、洋气是它最显眼的标签；
走过一个世纪后，开放、包容早已融入天
津的城市性格。今天的天津音乐厅不仅
仍在响彻《命运交响曲》《天鹅湖》，也在奏
响着《大寨红花遍地开》《连年有余》《津津
有味》，还向观众讲述着《天津组曲》《海河
组曲》《渤海春潮》。它对天津人生活的影
响早已超出艺术领域。作为天津著名婚
纱照取景地，以它为背景的照片还出现在
众多家庭的相册中，见证着天津无数家庭
的昨天和今天。身后的海河奔流不息，脚
下的南京路车水马龙，天津音乐厅流出的
每一个音符都在宣示：我属于天津。

本报讯（记者 刘莉莉）前晚，天
津人艺创排的都市情感话剧《背叛》
在津首演。
《背叛》改编自胡学文的小说，讲

述了崔小北和刘大威的婚姻出现信
任危机。刘大威的葬礼上，崔小北锁
定了丈夫的出轨对象杨美玉，也逐步
发现丈夫背叛的隐情……

剧中运用了多种形式的艺术手
段增加视觉效果。该剧今日将继续
演出。

本报讯（记者 仇宇浩 姜凝）“年华
易老，技·忆永存——第四届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
成果展映月暨工作回顾展”系列活动，
日前在南开大学图书馆逸夫馆开幕。
这也是“非遗进校园 传承在南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阅读推广系列活动”
之一。

活动在文化和旅游部非遗司指导
下，由国家图书馆和全国182家图书馆
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

心承办，包括线下展览和线上展映两部
分，将持续至8月30日。

展览精选了理论研究、口述历史、
篆刻艺术、系列丛书、刺绣云锦、书画装
裱、岁时节气、陶瓷漆器、手作技艺、国
乐雅音、舞蹈之美和南开传承等12类50
余册图书，线上展映的115部纪录片是
从87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记录
工作项目中精选出来的优秀成果，呈现
了非遗之美和非遗保护工作者的不懈
努力，其中20部为首次发布。

融入天津历史

“年华易老，技·忆永存”非遗展进校园天津人艺新剧《背叛》首演

本报讯（记者 顾颖）昨天晚上，天
津津门虎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6轮
比赛中，1:0战胜梅州客家队。在赛区
东道主身上全取3分的津门虎队，也迎
来了两连胜，目前联赛积分已经增加
到了8分。

昨天的比赛一开始，作为赛区东
道主的梅州客家队，就将整个战线压
得很靠前，抢开局的意图十分明显。
不过津门虎队显然早有准备，阵型保
持得非常有层次，防线也布局严密，没
有给对手任何机会的同时，再伺机反
击。第12分钟，思路清晰的津门虎队
发动一次快速进攻，谢维军带球行进
中，将球直塞巴顿身后，巴顿在右路向
禁区内传出高质量低平球，外援罗萨
跟进推射破门，津门虎队1:0领先。
从整个上半时的场面和数据统计

都能看出，津门虎队占据场上优势，很
好地把握了比赛的节奏。攻击线上，
谢维军、巴顿、石炎、罗萨配合得有声
有色，补时阶段，巴顿的射门，还险些
将领先优势扩大。

易边之后，尽管梅州客家队仍然
大举进攻，试图扭转颓势，但是津门虎
队员们在场上精力集中、处理球果断，

几次换人也调配合理，继续很好地控
制住了局面，门将徐嘉敏也发挥稳定，
直至比赛补时7分钟耗尽，终于锁定胜
局。纵观津门虎队已经进行完的6场
比赛，本场比赛可以说是发挥最好、配
合最默契的一战，这也实现了之前主
教练于根伟所说，在连续的阴雨天结
束，场地条件转好的情况下，希望球队

能够打出更好的传控，将训练的内容展
现出来。

众志成城再次赢得胜利后，尽管体
能耗尽的津门虎队员们非常疲惫，但是
每个人的笑容依然非常灿烂。通过实战
完成了初步磨合，亦会使球员们在后续
的比赛中更加从容和自信。本场比赛津
门虎队的进球功臣罗萨赛后接受采访时
表示，非常高兴能够取得进球，并且帮助
球队取得胜利，这是“喜上加喜”的事情，
其实从联赛开始以来，球队的进攻端一
直都有机会，最近两场能够取得胜利，就
是配合逐渐默契、把握机会能力逐渐提
高的结果。

昨天下午，津门虎俱乐部新聘请的
老队医麦志垣抵达梅州赛区。64岁的麦
队医，从1994年进入当时的广州太阳神
足球俱乐部，开始自己的队医生涯算起，
过去27年，一直在广东的各支职业足球
俱乐部工作，拥有丰富的经验。津门虎
队在傍晚到达惠堂体育场后，也在休息
室内，给“火线增援”医疗组的麦队医，举
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

接下来，6月29日17:30，津门虎队将
转战曾宪梓体育场，在第7轮比赛中，与
深圳队再次相遇。

本报讯（记者 申炜）昨天，中超联赛
第6轮比赛继续进行。山东泰山队和浙江
队的比赛爆出了本轮最大冷门，浙江队干
脆利落2：0击败了卫冕冠军，拿到了来之
不易的胜利。
山东泰山队开场后就发动了进攻，但

始终无法破门。下半时，弗兰克的进球助
浙江队取得领先优势。第66分钟，穆谢奎
破门，最终帮助浙江队2：0取胜。
状态有所起色的上海海港队遭遇武汉

长江队，开场仅仅11分钟，徐新就为球队取
得了领先优势。比赛第66分钟利用定位球
进攻，后卫布鲁诺补射破门将比分扳平。第
82分钟，恩迪亚耶倒钩破门，帮助上海海港
队最终2：1惊险取胜。
沧州雄狮队本轮对阵北京国安队，比

赛过程和结果出人意料。第7分钟，朴世
豪为沧州雄狮队打破僵局。北京国安队直
到第84分钟才获得了点球机会，张玉宁主
罚命中。最终，两队1：1握手言和。

本报讯（记者 李蓓）北京时间昨
天，第19届世界游泳锦标赛在匈牙利
布达佩斯继续进行，中国花样游泳队
在集体自由自选比赛中夺冠，这是中
国花游队在本届世锦赛收获的第4枚
金牌。奥运冠军张雨霏在女子50米
蝶泳决赛中摘得个人第3枚铜牌。
中国花样游泳队此次世锦赛表现

出色，此前已在双人和集体项目中拿
下3枚金牌。昨天的集体自由自选决
赛，中国队派出此前集体技术自选项
目的夺冠阵容，包括常昊、冯雨、王赐
月、王柳懿、王芊懿、向玢璇、肖雁宁、
张雅怡8名选手。8位中国姑娘凭借
成套动作《巾帼英雄》，最终以96.7000
分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花样游泳队
在本届世锦赛上获得的第4枚金牌。

凭借这套动作，中国花样游泳队
在东京奥运会比赛中拿到了97.3000
的高分，最终结合技术自选表现，获得
集体项目的银牌。但东京奥运会后，

中国花样游泳队为备战2024年巴黎
奥运会，进行了较大幅度人员调整，许
多功勋老将退出了国家队。参加这场
决赛的8位姑娘中，只有冯雨、肖雁
宁、王芊懿参加了东京奥运会，再算上
参加了2019年光州游泳世锦赛的常
昊，在大赛中完成过这套动作的队员
也只占半数。决赛中第10个出场的
中国姑娘们凭借高质量的托举造型、
整齐划一的动作、成套节目的难度、
惟妙惟肖的呈现，最终拿到了冠军。
中国花样游泳队教练组组长张晓欢
赛后哽咽着说：“从这支队伍组建起，
我心里就有这个责任感，珍惜我们目
前在国际上的位置，珍惜打下来的
‘江山’，我们还要不停地往上努力。”

在女子50米蝶泳决赛中，张雨霏
以25秒32获得季军，继100米蝶泳和
200米蝶泳后，摘得本届世锦赛个人
第3枚铜牌，赛后她说每天都想给奖
牌换个颜色。

配合渐入状态 攻防皆有亮点 一球战胜梅州客家队

津门虎队赢得两连胜

游泳世锦赛 中国军团再入一金一铜 升班马掀翻

中超卫冕冠军

天津男篮结束转训昨晚返津

高世鳌今抵津 外援已有新人选
本报讯（记者 苏娅辉）结束了为

期一个月的转训，天津先行者男篮一
行昨晚从四川返回天津。今天全队休
整，将于下周一集中训练，此前一直养
伤的主教练张德贵已经归队，高世鳌
也将正式与球队会合。
由于相关防疫政策，张德贵的归

队之旅颇费周折。好在随着相关防疫
政策的调整，他已经提前解除居家隔
离，下周一可以与球队会合。潘宁、张
晓阳、苏煜、刘炜、赵明刚今年合同到
期，能否续约仍在商谈中。目前，球队

从青年队上调了王一方、李宗霖、岳鸿
博跟队训练。从目前各方反应来看，
王一方入选一队希望最大。
之前已经确定从青岛转会至天津

的高世鳌，此前曾前往四川与球队签
约，随后便返回湖南老家。2021—
2022赛季CBA联赛第二阶段，高世鳌
在训练中意外伤到眼部，导致视网膜
脱落，于今年1月底接受手术治疗，赛
季就此报销。据悉，他的眼睛需要近
一年的恢复期，目前尚不能进行激烈
对抗。据介绍，高世鳌将于今天抵津，

随后与球队会合，开始恢复性训练。
昨天，体育经纪公司沃瑟曼宣布，加

拿大球员奥利维尔·汉兰将加盟CBA天
津队，汉兰本人在社交媒体转发此消
息。汉兰1993年出生，身高1米93，司职
后卫。上赛季，汉兰为西甲巴伦西亚队
效力，场均得到7.6分1.1次助攻。据天津
队方面介绍，目前，汉兰已与球队达成签
约意向，也向俱乐部提交了相关资料，俱
乐部准备为其办理高端人才签证。而另
一位外援杰弗森的资料目前尚未给到俱
乐部。上赛季结束时，天津队曾透露将
续签罗切斯特和伯顿。据悉，因为合同
金额等原因，续约并不顺利。这也是天
津队目前与汉兰、杰弗森达成签约意向
的主要原因。

新华社发

荧屏遥控器

电视剧

黄金频道

■《鼓楼外》第37、38
集 尹东义带着结婚证与
菊花一同来找于钟声。于
钟声答应兑现承诺，并送
给二人一万块钱，告诫尹
东义好好跟菊花开始新的
生活。大姐于月天因为不
懂会计业务，工作出错，被
天语开除。大姐向于钟声
哭诉，于钟声左右为难。
偷拍者为了威胁尹东义，
把照片发给了易小船……

天津卫视19:30

■《坐88路车回家》
第35、36集 大嫂偷偷住
进了黄家的老房子，并在
此时发现自己得了脑瘤，
而且时日不多了。元帅发
现大嫂住进了老房子，好
心给大嫂送被子，但大嫂
对自己的病情守口如瓶，
坚持不回高山家。大嫂偷
偷找到黄发，把自己压箱
底的最后一张存折交给了
黄发，让他好好收着，将来
在需要的时候，把这些钱
交给其他3个孩子，然后
便去派出所自首，说自己
重婚，要求警察赶紧把自
己抓起来判刑……

天视2套18:15

■《老米家的婚事》第
16、17集 李南北又一次
向米蓝表达爱意，他承认
自己以前做过错事，为了
她可以改，李南北的话感
动了米蓝，答应了他的求
婚。李南北和米蓝偷偷
去民政局登记结婚，他们
分别叫来双方母亲将实
情说出……

天视4套21:00

■《相声大会》6月的
毕业季对于很多相声学员
来说意味着一段学艺时光
的结束，更是一个全新舞
台生涯的开始，曾经一遍
遍表演经典传统节目、磨
炼基本功的日子就是他们
最难忘最珍惜的记忆。本
期《相声大会》为您奉上的
正是学艺时苦学的一段段
经典作品，掌握了它们才
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相声专
业毕业生，让我们看看都
有哪些作品。

天视2套19:45

■《非你莫属》潘震，
今年30岁，毕业于广东外
贸外语大学德语专业。潘
震的性格很随和，形容自
己为“如水人生”，没有特
别的目标方向感，希望每
件事情都像水一样自然、
平稳流过去。她此次寻求
英语翻译或英语项目相关
的岗位，能否求职成功？

天津卫视21:20

天津卫视（101）

19:30 快乐生活剧
场：鼓楼外（37、38）21:20
非你莫属

天视2套（103）

18:15剧场：坐88路
车回家（35、36）19：45相
声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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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0 剧场：下辈子
还做我老爸(14、15)19:00
剧场：猎狼刀(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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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 剧场：老米家
的婚事（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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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 直播：体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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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 多派玩儿动画
《熊熊帮帮团》

（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并同时进
攻香港之际，“保盟”中央委员会紧
急召开会议，一致决定，让宋庆龄立
即离开香港，奔赴重庆，做重建机构
的准备。其他的“保盟”成员在香港
做好撤离的准备，不能让核心关键
的机密资料落到日军手里。随着战
局的失利，爱泼斯坦也决定从香港撤离，
但不幸被关进拘留营，后来又冒死逃离
到澳门。在战火连天和港口封闭的局势
下，寻求机会进入内地，与宋庆龄会合。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大部分的对
外港口都被日本所占领，而国民政府
也封锁了其余的港口。海岸线上的小
渔村和小的上岸滩头，在此时便成了
独特的自由“港口”，货物和旅客的进
出，都是通过这些小通道的。19世
纪，中国被迫签署了许多不平等条约，
其中有一个不平等条约规定，香港周
围的水域在名义上属于当时的英国，
但靠近水域的岸滩，却不在英国的掌
控范围内。

当时这样约定的目的主要是期望
依赖于英国强大的海上军事力量，保护
香港的商业免受海盗的掠夺。这个独
特的条约也成为对外港口封锁期间，保
证旅客免受日军轰炸、安全登岸的“绿
牌”。这条独特的登岸路径也成为爱泼
斯坦进入内地的路线，只要登上海岸，
就能摆脱日军的轰炸。沿着树林遮蔽
的小路，爱泼斯坦到达了一个小河湾，
在那里等待着船夫的到来，只要过了这

个小河湾，爱泼斯坦就进入了内地。
在排除万难渡过港口后，爱泼斯坦

来到了第一个内地城市。在他眼前的，
是被战争轰炸得面目全非的楼房，城市
的中心已经被敌人所占领了。但街头的
人流依然熙熙攘攘，商业买卖依然在进
行着，青年男女依然穿戴整齐。这样的
对比使爱泼斯坦这位外来者惊叹，他第
一次感受到中国人民那股不可征服的韧
劲和无法摧灭的生机活力。

在这座城里，爱泼斯坦见到了形形
色色的旅客。有的是香港货运公司的雇
员，公司在这里设立了运输分部；有的是
外国货物如香烟、石油的代理人，期待寻
求着新的商机；有的是天主教的牧师，打
算帮助红十字会把一些医疗物资送到内
地的医院去；有些是学校的教师和校长，
因为战争的侵袭迫不得已把学校迁到英
国的殖民地去；剩下的旅客更多是海外
华人，他们来自中国广东北部和西部的
农村，为了生计和财富漂洋过海，远赴苏
门答腊、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区经商、打
工。随着抗日战争的加剧和国际形势的
紧张，这些华人在海外遭受了质疑和压
迫，在印尼，只要被怀疑向中国寄钱，就会
被当地政府直接没收财产或驱逐出境。

14 来到第一个内地城市

20世纪60年代中期，石鱼因涉
嫌“封资修”而被推入湖底，直到1981
年抽干湖水才重见天日。那时，石鱼
的尾部和嘴部都断了，后经过精心修
补并将其安置于现在的位置。

半月台诗刻碑亦名“半月”诗
碑，坐落于燕园西北角的鸣鹤园。

诗刻碑原是圆明园“海岳开襟”之
旧物。“海岳开襟”建于乾隆十二年
（1747），为汉白玉栏杆围成的赏月高
台。此碑即立于高台之上。碑上为乾隆
皇帝御书。现碑体有断残，字迹尚可依
稀辨认：“台形规半月，白玉以为栏。即
是广寒界，雅宜秋夕看。会当银魂满，不
碍碧虚宽。太白镜湖句，常思欲和难。”

诗的落款为“丙戌新秋御题”，可
见此诗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初秋时
赏月所作。诗中多处写到月亮，正合
“半月”诗碑之旨。此诗写得比较直白，
状物写景也还可看。最后一句“常思欲
和难”，作为一个封建帝王能意识到这
个问题，亦不无惊警之意。

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由
于“海岳开襟”地处长春园西湖内，没有
受到大的破坏。可是在1900年的庚子之
乱中，随着“海岳开襟”化为瓦砾，诗碑亦
遭损害并被遗弃。后来作为一
个“与历史对话”的对象被请进
燕园，不想20世纪60年代中期
又遭重创，被遗弃在民主楼西
边的杂草丛中，身上布满人为
留下的刀痕。

如今，它静默地安于燕园一角，但它
的存在仍然值得我们珍惜，因为正如方
拥主编《藏山蕴海：北大建筑与园林》一
书所说的：“诗碑无语，历史有声。”

梅石碑深藏在临湖轩西侧的浓荫之中，
碑身高1.6米，宽1.03米。形制并无多少奇特
之处，碑上浅浅的线刻亦难以辨识，然而，它
的身世经历却比燕园中哪一件文物都要久远
复杂。因为关于它的故事要从南宋高宗说起。

据史料记载，宋高宗赵构的德寿宫内
生有古苔梅一株，花开时奇香远溢。花旁
有一名曰“芙蓉石”之奇石，花石相映，成
为一绝。至明时德寿宫早已不存，梅花也
枯萎于废墟杂草之中，唯芙蓉石尚存。明
画家孙杕来此访古，痛心之余突发奇想，
在一块石碑上刻一株梅花置于芙蓉石旁，
使得苔梅“枯木逢春”，梅石相映胜景得以
重现。后来画家蓝瑛又补刻“芙蓉石”于此
碑之上，遂成享誉一时的“梅石碑”。

清乾隆十六年（1751），乾隆皇帝南巡，遍
访各地名胜。到杭州后，在德胜宫遗
址发现了断残的“梅石碑”碑体与完
好的“芙蓉石”，抚摩良久不忍离去，
还题诗一首以寄感慨：“傍峰不见旧
梅英，石道无情迹怆情。此日荒凉
德寿月，只余碑版照蓝瑛。”

79 享誉一时梅石碑 97 来人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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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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从南京通往上海的火车，
急速地前行。南京警备司令部宪兵
教导团一位军官坐在座位上，双眼
凝视着车窗外的河湖港汊、山川树
木，心中思考着此次出行要完成的
任务。火车在苏州车站停下来，他拿
起公文包匆匆下车，以急行军的步伐，走
向城郊的反省院。此时，反省院丙班的课
堂上，训育教官正在给大家灌输蒋介石
的“以党治国”“党在国上”的治国理论。
人们接受了前一段时间的教训，改变了
斗争方式，采取任由你教官讲，我只给你
一个耳朵，遇到教官提问，就给你来一个
低头闭嘴，默不作声。因为大家都是这
样，抓不出领头人，气得训育教官凶狠地
对大家胡喊乱骂。正当训育教官对大家
发威时，一个狱警走入训育室，对着教官
小声说了几句什么，就大声喊了句：“605
号，出来！”全班人员担心的目光，唰地一
下全都向张月霞投了过来。

张月霞站起来，走出训育室。她跟
在狱警身后边走边想，因为什么院里要
找自己的麻烦呢？想来想去，想不出个
所以然来，就在心中对自己说：“管它
呢，不就是挨打受罚吗？我做好心理准
备，抗住就是了。”狱警领着张月霞朝着
会见室方向走，张月霞又想：“难道是有
人要会见我吗？要见我的人是谁呢？是
妈妈？不可能。是姐姐？也不可能。因为
她们不可能知道我被敌人逮捕，并且关
进了苏州反省院。张月霞一下子想到了
唐明安。“对。一定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唐

明安，执行任务回来了。他知道了我被敌
人抓捕后关到苏州反省院，是来看望我
了。”张月霞有些兴奋。她想见到唐明安
后，一定告诉他组织上已经批准他们的结
婚报告，等自己一出狱，马上就和他举行
婚礼。想到这里，一片幸福的红晕，立刻罩
上了张月霞的脸颊。

张月霞走进会见室，却发现眼前坐
着的，不是朝思暮想的唐明安，而是一位
身着国民党宪兵制服的军官。这个军官
是何来意？张月霞心中感到疑惑，就把脸
扭向了一边。那个军官向押着张月霞进
来的狱警摆了一下手，狱警便退出去了。
会见室内只剩下他和张月霞两个人。“杜
晓霞，你在这里反省得怎么样了？”军官
问。“听声音怎么有些耳熟，难道这个人
我曾经认识？”张月霞把头扭了过来。此
时，那位军官已经把帽子摘了下来，他方
正的脸，浓眉大眼，还有一点络腮胡子。
这是谁呢？张月霞看着此人的面相，似曾
相识又不敢认，所以只是看着他不回答
问话。“杜晓霞，我在问你话，你为什么不
回答？”军官显然有些不耐烦了，提高了
声调对张月霞进行质问。张月霞生气地
想：“你凭什么质问我？”想着，她瞪起双
眼，用不满的目光直射那军官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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