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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〇三八期

沽上

丛话

蜀乡五月（油画） 张军

把距今千载，且彼此并无交集的两个三国女性，拉
扯到一起，论其异同，这难道不是作怪的念头吗？也许。

貂蝉是汉献帝权臣王允的养女，实际上是侍女。本
来十分卑微，但由于她是王允导演的连环美人计吕布刺
杀董卓大剧的女主，千年来她在中国民间，在中国戏剧
舞台，盛名不衰。

孙夫人是刘备入赘东吴娶的夫人，是吴国太之女，
吴主孙权之妹。她有一个几乎无人记得的男性化名字，
叫孙仁。她是孙权听周瑜献计，要借孙刘联姻，把刘备
拘囚江东，逼诸葛亮用荆州赎刘备，这么一出大剧的女
主，到头来却假戏真演，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千年来，
以她为女一号演出的《甘露寺》《三气周瑜》《锦囊计》《截
江夺斗》等好戏，盛传不衰。

一个是婢女，一个是郡主。她们个人命运没有干
系，但她们的社会命运有干系。她们被同一时代赋予了
不同的个体生命，赋予了同中有异的工具使命。这就有
了我们以她们为样本，进行民族文化心史研究和文艺创
作美学研究的设想。

貂蝉故事于史无据。《后汉书》王允传不载，《三国
志·魏志》董卓传亦不载；吕布传则提了一句“允密谋诛
卓”，又说“布与卓侍婢私通”，但不提此婢何名，与王允
有否瓜葛，布婢“私通”有否特殊背景。《三
国演义》夤缘生事，抓住一点设计其余，结
撰出第八、九回连环美人计诛董卓的大文
章。美人者王允侍婢貂蝉也，连环计者一
枚香饵既钓龟又钓蛇，既钓董卓又钓卓义
子吕布，复使卓、布互噬互咬也。董卓恶
人，吕布狠人，置身凶恶二物间，貂蝉自然
危险万分，但她对“恩公”王允淡定而言“妾
自有道理”，尽显成算在胸。先安排蝉、布
初见，二人眉目传情，布传的是好色妄情，
蝉传的是扮角虚情。再安排蝉、卓在允家
宴初见，蝉于帘外舞，惑卓以形，诱卓以
姿。蝉又当场献歌，声发深喉，曲出深心。
着了道儿的卓问蝉“青春几何”，蝉答“贱妾
年方二八”。卓笑曰“真神仙中人也”，笑落
的是滴沥垂涎。卓急不可耐娶蝉于金屋，
布于卓卧房后窥蝉，蝉佯不知，作伤心拭泪
科。布益恨恨爱爱。蝉慢火熬汤，稳坐钓台。不需人约
黄昏后，龟那厮，蛇那厮，争相咬钩来也。蝉扮戏步步为
营，招招出彩。蝉举手投足，拿捏自然，招招有内涵。蝉
歌哭言笑，潜台词满满。蝉只演当下己角色，却无时无
刻不照应、映衬允、布、卓三角色。

貂蝉是三国第一等身负大义的情色女谍，没有之
一，她就是唯一。

孙夫人不是女谍。但她确曾被人安排、也确曾被人
看作女谍。她是周瑜使美人计的女主。她是孙权把刘
备钓来东吴幽囚的香饵，并想把她安插在刘备身边做卧
底。但她并不知晓，也毫不曾有此担当。她彻头彻尾就
是吴国郡主。这个郡主与顶级淑女娇贵婉柔做派相反，
《三国志·蜀志》法正传说她“才捷刚猛，有诸兄之风”，也
就是有吴国开国之主孙策、立国之主孙权的作风。还说
她的百十为群的侍婢，就像她的女卫队，“皆亲执刀侍
立”。《三国演义》第五十四、五十五回，据此衍述云：她“自
幼好观武事”“房中军器摆列遍满”。她“身虽女子，志胜
男儿”，性格“严毅刚正”“极其刚勇”。她居常拿不拿针拈
不拈线做不做“女工”不知，但见她常“令侍婢击剑为
乐”。对自己的终身大事，她明白向母、兄宣告：“若非天
下英雄，吾不事之。”

这是一个生于王侯之家，却是由时代风会抚育长大
的巾帼豪少女，一个因争战离乱时代颠覆了红粉女儿性
的贵郡主。我们可以从同时代另一贵介公子曹丕的幼
年教养史，借镜以窥郡主孙仁的性格发育史：曹丕《典
论·自叙》讲他所受的家教：“余年五岁，上（按指其父曹
操）以世方扰乱，教余学射，六岁而知射；又教余骑马，八
岁而能骑射矣……每征伐，余常从。”战乱频仍之世，濡
化、养育出一代尚武少年乃至少女，包括孙仁。曹操称
羡过“生子当如孙仲谋”，他肯定料不到，孙权之妹也英
武如乃兄。

孙仁事先不知道兄长孙权用她钓来了盟邦首领刘
备做她夫婿，更不知道这是一场政治阴谋，当然更想不
到兄长要把亲妹子当牺牲，待他们杀刘备后让她守望门
寡。她现时听说的是满城遍传的东吴招婿消息，自己将
嫁的是曹操青梅煮酒独赞的英雄刘备，还听闻这个人
“仪表非凡”“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表”；只是年近半百，而
自己正当妙龄，好在年龄之差倒并不在自己择偶标准之
内，所以刚毅如她，并未出头反抗这桩婚议。且不说她
这是忐忑还是期待，只叙外一头这假假真真的筹婚，正
儿八经按部就班进行。所按不是周瑜孙权暗中谋划的
步调，而是诸葛亮锦囊算定的进程。洞房花烛夜，正色
正名的孙夫人特意为“娇客”姑爷撤去房中摆列的兵器，
与刘备成亲，《三国演义》只用“两情欢洽”四字，写尽了
孙夫人的欣悦。于是乎完成了女儿身向夫人身的反转，
阴谋向爱情的反转，周瑜孙权执导的重案剧向诸葛亮执
导的轻喜剧的反转。接着是夫人陪夫君逃离东吴返荆
州，诸葛亮仍然是隐在幕后，孙夫人则站到前台，雄姿英
发演出女一号。她半点不输过五关斩六将护嫂夫人逃
离曹营的关云长。是她见机生策，趁元旦辞岁，向母亲
提出到长江边陪刘备望北祭祖。此说正大堂皇，吴国太
夸女儿贤孝。离城上道后，孙权派兵将追截，孙夫人即

以“我奉国太慈旨”正颜厉色挡斥。孙权追兵一拨拨连
番而至，从容孙夫人巾帼护夫君：“今日之危，我当自
解。”她摆出国太爱女身份郡主威仪，伶牙刚口责孙权
“吾兄不以我为亲骨肉”，大骂周瑜“逆贼”，诸将“离间我
兄妹不睦”“欲造反”“欲劫掠我夫妻财物”“欲杀害我
耶”。孙夫人粉脸红唇吐出的一句句“强项令”，让盘马
弯弓的追兵骁将一个个败下阵来。严装盛服、严毅刚正
的国之郡主，“玉为肌肤铁为肠”的侯门新嫁娘形象，跃
然纸上。这“玉为肌肤铁为肠”，是笔者对《红楼梦》中贾
宝玉所作《姽婳词》的摘句。《红楼梦》后于《三国演义》七
八百年面世。贾宝玉所咏的是“几百年前”某位“恒王”
宠姬一段“可奇可叹”的故事。这位王姬“姿色既冠，武
艺更精”，她“不系明珠系宝刀”，统辖诸姬如号令行伍。
可谓丽人与豪士混搭而无与伦比地出色得体。贾宝玉自
铸新词誉之为“姽婳将军”，即又美又雅的巾帼英豪。不
禁令我们想象，曹雪芹笔下这姽婳将军，与几百年前《三
国演义》中的孙夫人，仿佛依稀间，会不会有某种有意识
无意识的艺术创造的回环穿越？

孙夫人再显主母骄霸颜色，是几年后别荆州返东吴
的江船上。这次与她对阵的是常山赵子龙和燕人张翼
德，双方出演截江夺斗。孙夫人和刘备在荆州夫妻恩
爱，但他们没能生育儿女。刘备西征四川，留孙夫人在
荆州抚养阿斗。《三国志》赵云传注，引《云别传》载：荆州
岁月，孙夫人的骄豪性情并不稍改，她从东吴带过来的
随员吏兵，在荆州“纵横不法”的事是有的，却与孙夫人
替不替东吴潜伏为内应无干。倒是刘蜀集团的君臣，不
甚放心孙权亲妹对吴、蜀利害关系所持立场。《三国志》
法正传说得实在：荆蜀君臣“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
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但这是误判孙夫
人了。孙夫人最后的“生变”，完全是其兄长孙权又一次
炮制的阴谋。他们趁刘备取西川，诈称吴国太病危，接
孙夫人省母，随带阿斗归吴，为的是迫使刘备交割荆州
与吴，换回阿斗。

不明就里的孙夫人，抱持阿斗，在东吴接她归宁的
战船上，理所当然地以主母威严，呵斥来拦截的赵云、
张飞：“汝何人敢挡主母！”“量汝只是帐下一武夫，安敢
管我家事！”“若你不放我回去，我情愿投江而死！”孙夫
人英毅刚敏、声口斩截不减当年，只是孙权的算计再一
次被诸葛亮的筹划破局，上次东吴赔了夫人又折兵，这
次东吴接回孙夫人丢了筹码刘阿斗,事见《三国演义》

第六十一回。
被兄长孙权诓回江东的孙夫人，从此诀别婚缘五载的

夫君刘备，真的做了望门寡妇，此后余生，不可问也。《三国
演义》重又写到她时，已在第八十四回。吴、蜀是时大交
恶，彝陵之战，刘备兵败猇亭，孙夫人听道路传闻夫君战
死，她惨然毅然出南徐，驱车长江边，那是她当年与新嫁的
郎君刘备，望北祭祖之地，此时却是她孤独望西遥哭，祭奠
夫君，随后她决然飒然投江，结束了她豪烈又落寞的一生。

孙夫人和貂蝉，都是被同一个群雄割据时代催生、塑
造的三国女性。但貂蝉是历史演义虚构的小说人物，孙夫
人却既是历史演义人物，又是列名史籍的实有人物。《三国
志·蜀志》的先主（刘备）传、穆后传，有她的记载。南朝宋
人裴松之注《三国志》，征引的魏晋前后时人所撰别史，也
有她的记载。所以孙夫人是个实中有虚的历史人物，应无
疑义。有点奇怪的是，作为孙权之妹，她在《三国志·吴
志》孙权传中阙如；作为刘备的又一位正头夫人，她在
《三国志·蜀志》刘备后妃传中，没有单列的名分。或许，这
是封建历史伦理价值观使然吧。她是孙吴以和亲之名攻
诈刘蜀的郡主，她是刘蜀与孙吴结盟又对峙的此方主母、
彼方拟内奸。因此她在官史中无法排上正式的名位。而
她作为历史演义小说人物，在《三国演义》第八十四回中，

得到了自相矛盾的盖棺定位：她的祠庙叫“枭
姬祠”，对她的赞诗却说她“犹著千秋烈女
名”。一方面，她在刘蜀集团背定了孙吴潜奸
的黑锅；一方面，她这个有血性的奇女子，获
得了完整的悲剧人生。

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孙夫人不但是历史
实有人物，而且是历史文化传承人物。历史
上，中国女性作为国族间、政治集团间的和亲
工具，缔结政治婚姻的工具，传统源远流长。
她们中有彪炳青史，为国家大一统、民族大交
融的大义，作出历史贡献的贞女、烈女，也有
为无道君王、野蛮领主摧残，葬无其地的女
奴、女殉。《三国演义》中孙夫人这个人物的历
史存在和艺术创造，就有这种文化基因，这种
历史积淀。

貂蝉形象也有她的基因图谱。远古神话
传说、近古民间传说中相关女主、女奴形象，

是一个谱系；先秦和秦汉以还历代史籍列女传中相关形
象，是一个谱系；《诗经》《楚辞》以还历代诗文中相关女性
形象，是一个谱系；古小说中相关女性形象，是一个谱系，
如唐传奇《红线》中的青衣红线，《虬髯客传》中的红拂女等
女奴、女侠形象，与《三国演义》中的貂蝉，可说是艺术形象
的近缘近亲。

这些，都与中国古代女性观有关，与古代女性尊卑论
却未必直接相关。即或在道学焰炽的世代，仍然有一众义
烈女性受朝野旌表被文艺作品推崇。她们主要是作为历
史语境中现实政治功利的需要，以及文化积淀中道德风尚
的规约，而被树立起来，创造出来。作为个体人，她们有的
只有工具性而无生命个性；有的工具性强生命个性弱或不
完整，如貂蝉就是；有的个体生命性强而工具性弱，如孙夫
人就是。

孙夫人的工具性是由孙权们外拟外加的，不是内生
的，抗不过她受时代基因与自体性格基因组合的内力，从
而夭折了。她的自带血性的生命个性使她不受孙权们的
明指暗示，不当他们的工具。但她的某些去女性化、趋武
男化的心理、行为性格，与其说是与生俱来、遗世独立，莫
如说是战乱时世和豪强世家整体时代社会基因组序所赋
能。另一个三国女性貂蝉，则与孙夫人大异。貂蝉形象
内化了封建皇权政治和豪强割据势力的生死博弈，并外
化为她的工具行为。她不是被动接受王允们派遣的，是
她自愿主动地投入。她的工具行为既有外加的驱动力的
作用，也有她内生的心理动能的作用。她的内驱力就是
我们民族的某种集体无意识。那是由男性的荆轲们，女
性的红线女们，所表征的为家国大义不惜捐躯的义侠传
统和历史文化积淀，自觉不自觉的习得。还应该指出，作
为实践连环美人计的女主貂蝉，并不是仿真工具人，她是
有人的真实生命血肉的工具人。她在王允、董卓、吕布多
方多重缠绕的网局中，游身有余游刃有余，充分显示了她
的心机、智能、生命能量。她完成诛董卓使命之时，也是她
工具生命耗尽之时，遗憾的是，她的个体生命力竟然也随
之耗尽了。《三国演义》真不该再写她的余生。《三国演义》
写她成为吕布妾妇之后的潦草笔墨，根本就是莫须有的冗
笔、败笔。

然而瑕不掩瑜。《三国演义》创造了孙夫人、貂蝉的个
体生命、工具生命。千百年来，一代代读者阅读她们，记忆
她们。至今，用心的读者们，仍可以不倦地品味写在她们
身上的三国心史、中国心史的一章一节一页。

孙夫人与貂蝉异同论
——心史“三国”札记

滕 云

1950年12月，在全国新华书店管理委员会召开的首次
会议上，决定在中央设立新华书店总店；各大行政区设立新
华书店总分店；各省、直辖市设立新华书店分店；地（市）、县
建立新华书店支店。然而到了1954年秋天，因为各大行政
区撤销，各地新华书店总分店亦随之裁撤。华东、东北、中
南、西南四个总分店的业务机构，分别改制为上海、沈阳、武

汉、重庆发行所。北京发行所已于当年1月先期成立，它是由华北总分店的业务
部门和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合并组成。西北总分店的业务机构并入陕西
分店，没有成立发行所。

各总分店撤销后，新华书店总店便直接领导五大发行所和全国的省级分
店。但也仅仅一年多光景，国务院便于1955年11月发出通知，规定自翌年1月
起，“新华书店各省、市分店及所属支店、门市部交由地方文化行政机关领导和管
理”，并明确指出，新华书店总店“领导北京、上海、沈阳、武汉、重庆五个发行所，
负责组织分配和调度全国图书的主要货源，供应
全国新华书店销货的需要”。由此过渡两年多
后，1958年6月26日，文化部再发通知，要求新华
书店各省、市分店的名义取消，改称为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新华书店”。同时规定，新华书店
上海、沈阳、武汉、重庆四个发行所也下放地方管
理；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改组成立北京、科技、外
文三个发行所和储运公司，仍由总店领导。

此后又经过数次改制重组，到了1984年以
前，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则仅剩下了北京、上海、重
庆三大图书发行所。其职能是将本地区各家出
版社所出图书，发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销售。天
津在此前始终没有设立图书发行所，这是因为其
级别在直辖市和省辖市之间曾数次转换。此外
则是当时仅有的天津人民出版社、天津人民美术
出版社和百花文艺出版社所出的图书，已纳入天
津市新华书店的发货范围，而且在1966年以后，
百花文艺出版社也被取消了。但这种格局在新
时期到来后，很快便发生了重大改变。

1979年，天津除原有的天津人民、天津人美
两家出版社外，百花文艺出版社已复社，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新蕾出版社、杨柳
青画社已建成。而到了1983年，又新建了南开大学出版社、天津古籍出版社、天
津教育出版社，同时天津大学出版社、天津科技翻译出版公司、天津社会科学院
出版社、北洋音像出版社的创建也已提上了日程。一时间，天津出版物的品种和
数量激增，此时天津市新华书店的对外发货能力已明显不足，大量津版图书积压
库房，发不出去。正是在此背景下，1983年初，天津市出版局向市委宣传部报送
了改革新华书店现行体制的报告。当年5月，市委宣传部批复“将现新华书店分
成四个独立的单位，即天津市新华书店、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天津古籍书店、天
津外文书店，均为县团级企业单位”。

1984年元旦，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宣告成立，3月，便与天津各家出版社联
合召开了“天津版图书发行工作座谈会”。这是天津第一次组织全国图书发行会
议，应邀到会的有全国24个省级书店和25个省会城市市店的经理、业务人员近
百人。与会者纷纷为刚刚成立的天津发行所献计献策，给后来津版图书行销全
国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图书征订上，津所从成立伊始便探索一种新的方式，以取
代三十年一贯制的“隔山买牛”式目录征订。这种探索在两年后取得了成效。
1986年3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当代干部小百科》一书。开始印制目录征
订时，全国近一半的省级书店订货8万部，这在当年已非小数。但津所业务人员
在仔细研究了该书内容后，认为市场还有潜力，于是便冒险备货30万部，同时利
用各种图书会议、书展、书市的机会，广为推销，并向全国未订该书的书店发样书
一千余部进行实物征订。几个月后，该书订数高达45万部，实际发货六十余万
部。当年该书被《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多次评选为全国优秀畅销书。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因我当年供职的《天津书讯》报，办报宗旨是宣传评介
津版图书，故津所甫一成立，我们便移址该所办公。因对其大事小情了解甚多，
1994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天津出版史料》第七辑上的那篇《新华书店天津
发行所志稿》，便是我受该所之托撰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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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路的颠簸和坎坷，使排除万
难进入内地的爱泼斯坦发现这个国
家顽强而坚韧的生命力。海外华人们
总是认为，只有中国强大而独立，获得
自由和良好的治理，他们才能在不同
的国家获得平等的对待；国内的人民，
无论战争如何一次次摧毁家园，都有
一股韧劲使他们在废墟中保持生机。

几经周折，爱泼斯坦终于到达了重
庆，与宋庆龄成功会合，并继续在重庆
的“保盟”工作。爱泼斯坦刚来到重庆
时，“保盟”在重庆并没有固定的办公地
点，只能在宋庆龄的起居室里工作。没
有印刷设备，就只好托朋友以旅游的名
义悄悄把稿件带到外国，在国际组织支
持者的帮助下印刷出版。1943年的“保
盟”年报《在游击区》就是在纽约印刷
的。尽管在重庆的宣传组织工作十分艰
难，但重庆也有其独特的有利条件。作
为战时的陪都，许多来自同盟国的外交
官员、军事人员和国际救援机构人员都
在重庆，同时重庆也吸引了许多国际新
闻记者来到这里，他们都想见到宋庆
龄，听听她独特的见解。中共中央代表
周恩来当时也来到了重庆，国民党也无
法阻止宋庆龄和周恩来的会面。

从香港到重庆，宋庆龄延续着在
“保盟”的工作，继续为支持抗日战争进
行义演、宣传和义卖救助。宋庆龄在“保
盟”里积极的活动，为当时的重庆源源
不断地获得了许多国际救援物资。在重
庆，宋庆龄和不同同盟军的使团保持着

友好的关系，也会邀请低级的士官和军队
士兵去她家。宋庆龄平易近人的一面使得
她在各个使团中，都获得了普遍的赞誉。

爱泼斯坦在重庆“保盟”所做的工作，
主要围绕着抗日战争进行宣传和呼吁，以
获得国际组织的支持。在宣传工作中，宋
庆龄曾和爱泼斯坦讲述了她的宗旨，要基
于真实和正义来传播新闻信息。

随后爱泼斯坦争取到了一个宝贵的机
会——前往延安，这是爱泼斯坦心中的神
圣之地。在延安，爱泼斯坦看到了一个充满
活力、朝气蓬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根
据地生活，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有理想和目
标的，这样的氛围让爱泼斯坦心向往之。他
采访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重要的
中共领导人之后越发坚定地认为，这是一
个值得让中国人民信任的、可以代表中国
人民根本利益的政党和组织；同时他认为
支持中国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也是值得的。

在延安时，爱泼斯坦有一次和毛泽东
的单独谈话并未公开报道，也未曾留下任
何的文字记录。爱泼斯坦首先代表宋庆
龄给毛泽东带来问候，同时向毛泽东详细
地介绍了宋庆龄组织领导的“保盟”在重
庆的工作，以及“保盟”是如何连接中国和
国际社会来获得世界的支持的。

16 在重庆的“保盟”工作

“断桥残雪”坊阳面坊楣匾额
为乾隆御书“断桥残雪”四字，匾额
左右两侧分别刻有荷花和菊花。
坊楣阴面是乾隆御制《断桥残雪》
诗：“在昔桥头密雪铺，举头见额忆
西湖。春巡几度曾来往，乃识西湖
此不殊。”诗的两侧分别刻有牡丹和梅
花。坊柱前后还各有一副对联。“断桥
残雪”曾是西湖一处著名景点，有说是
因为雪后白堤石拱桥阳坡上积雪先化，
远望似长桥白堤于此而断的奇景而名；
也有说是缘于夜晚树影遮断虹桥，月光
透过树荫洒地如残雪的意境。乾隆此
坊的诗与对联，无疑都是对此美景意境
的追忆和怀念。此坊经适当修复后，置
于朗润园岛南石桥的南端。

与“断桥残雪”坊同时出土的“柳浪
闻莺”坊，则只有两根立柱，其前后两副
刻联尚大体清晰可辨，其意亦是对昔日
“西湖十景”之五“柳浪闻莺”佳境的追
念。此坊刻有乾隆御书“柳浪闻莺”四
字的坊楣，1977年时曾在朗润园岛西北
角的一间平房下被发现，其时并未发现
立柱，校方便把坊楣捐赠给了圆明园。
园方将其存于西洋楼景区海晏堂遗址
北侧。北大这次出土“柳浪闻莺”坊的
两根立柱后，想向园方要回坊
楣未果，只得自己仿制了坊
楣，将牌坊放置于鸣鹤园红湖
东南岸边。虽然如此，一座颇
有诗情画意的牌坊分拆两处，
“柳浪不闻莺，莺不见柳浪”总

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期待有一天圆
明园能将坊楣回赠北大，再成完璧，成就
一段佳话”，何晋《燕园文物、古迹与历史》
一书的期盼也是我们共同的心愿。

未名湖南岸土山上端庄古朴的钟亭
里悬挂着一口古铜钟。这口铜钟曾是燕
京大学的校钟，其清亮悦耳之声能震响校
内外数里之遥。如今虽然不再司报时之
职，但是在我们看来，它依然“此时无声胜
有声”，在讲述着它经历的那个时代。

这口铜钟，体量硕大，古色古香。钟钮
为双首龙身，其名为龙九子之一“蒲牢”。
钟体下摆铸为八瓣荷花状，钟身上镌有波
涛汹涌的大海、喷礡而出的朝阳以及十二
对腾挪翻滚的蛟龙戏珠。钟体上还镌有八
卦的图案。冯友兰先生的女儿、著名散文
家宗璞曾在《我爱燕园》一文中写道：“亭
有亭的线条，钟有钟的线条，钟身上铸了
十八条龙和八卦。那几条长短不同的横线
做出的排列组合，几千年来研究不透。”

关于此钟铸造的年代，钟
体上满汉两种文字铸刻的是
“大清国丙申年捌月制”。问题
是，清代康熙、乾隆、道光、光绪
四朝均有丙申年，究竟是哪一
个丙申年就众说纷纭了。

81 期待坊楣回北大 99 难友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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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月霞回到监舍，同住的姐妹
们去上训育课还没有返回，只有怀
孕的江英华因身体不适，请假没去
上课，一个人躺在床铺上。张月霞
拿出几块点心送到江英华面前，对
她说：“英华，起来吃几块点心，给
孩子补补营养。”江英华支撑着坐了起
来，看着张月霞说：“晓霞姐被关进了反
省院，还有亲戚朋友来看看，你看我孤
零零一个人，还怀着孕，没人管没人问
的都可怜死了。”说完，便哭了起来。“英
华，别哭，有什么话跟姐姐说，别在心里
憋着，看憋出病来，对你和孩子都不
好。”反省院的规矩，是不许反省人员互
相交流，如果互相说话让巡视狱警发
现，或者被人告密，就要被押去进行审
问。因此，同监舍的人平时互不沟通。现
在，监舍内没有其他人员，张月霞从小
门窗往外看了看，没见有巡视的狱警，
就问：“你们家没有人来看过你？”

江英华抹一下眼泪，告诉张月霞：
“他们说我丈夫是共产党，把他抓去害死
了。还说我是共产党家属，就把我抓进来
了。我公公死得早，婆婆一个人把我丈夫
拉扯大，儿子成了共产党，婆婆也免不了
受到国民党的迫害。我被抓后，听说她老
人家离开家乡，四处讨饭，至今生死不
明。我娘家人住在大山里，路途远消息又
闭塞，他们无法知道我的情况，所以没有
人会来看我。”江英华说着又哭了起来。
“英华，别哭，想开些。我们在一起受难就
是一家人。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和姐

姐说，姐姐帮你。”张月霞安慰着江英华。
“605号，不许和602号说话，回到你

的位置去！”不知道什么时候，巡视的狱
警回来了，他看到张月霞和江英华在一
起说话，就大声呵斥起来。张月霞赶快回
到了自己的铺位。也许是穿着国民党军
官服装的黎文轩，刚探视完张月霞的原
故吧，这次她和江英华说话，虽然被狱警
发现了，却没有按规定对她进行审问。

同监舍的姐妹们下课回来了，张月霞把
黎文轩带来的点心留出几块给江英华，其余
的全部分给了大家。许久没有吃到点心了，
从偏远地区被抓来的人，有的还是第一次见
到点心是什么样，大家一边吃，一边高兴地
小声向张月霞道谢。张月霞为姐妹们做了一
件愉快的事情，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反省院又抓来几个宣传抗日的青年
男女学生，被编到乙班进行训育。一大早，
狱警就把集合的哨子吹得乱响。反省院把
乙班和丙班的学员集合起来，安排他们去
院农场劳动。第一次走出监狱大门，看到
广阔的田野、拥翠的山岚和繁茂的树木，
还有让人感到亲切的村庄农舍，大家的心
情一下子开朗起来，新被抓入反省院的乙
班几个男女学生，高兴地哼起了江南小调
儿，被赶来的狱警抽了一顿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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