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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

丛话

二十四节气漫谈

夏天到了，池塘里的荷花，又会热闹起来。
想起了罗曼·罗兰的一句话：如果把历史抽掉了时

间，就成了神话。这话也让我想起了荷花，如果把荷花还
给时间，也是神话。地球形成史，有个漫长又漫长的过
程，地球上的植物，也有个先来和后到的次序。最早是元
古代，属于菌类和藻类时代，之后是古生代，属于蕨类和
裸子植物时代，再后是中生代，属于被子植物时代。裸子
植物与被子植物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不开花植物，后者
是开花植物。就是说，被子植物诞生，具有伟大的里程碑
意义，因为在此之前，这个地球只有鸟语，从此以后，这个
世界有了花香。
被子植物有万万千千，荷花自是其中的一种。
我的居住地在辽南，辽南是个半岛，左边是黄海，右边是渤

海，这里盛产鱼虾。我喜欢去的地方是辽西，因为干燥，因为悠
久，那里盛产化石。我在化石上，看到了第一只鸟飞起的姿态，看
到了第一朵花盛开的样子。每次去辽西参观博物馆，我都试图在
那些远古化石里寻找荷花的影子，却始终没有找到。后来知道，
这竟是荷花的幸运。因为有科学家断言，荷花是侏罗纪冰期以前
的古老植物，它和水杉、银杏比肩，都属于未被冰川噬吞而幸存的
孑遗植物代表。就是说，她曾经成功地逃过侏罗纪和白垩纪两场
灭绝事件，从而得以被子植物活化石之姿，一直鲜艳地摇曳到现
在，让今天的我们依然能在池塘里看到荷花楚楚。
在被子植物群里，很容易就找到荷花的生命图谱。她是一

株古老的莲属植物，不但在侏罗纪炽热的阳光下花枝招展，还
目睹了侏罗纪主宰者恐龙的狂傲，不但在侏罗纪末日幸免于
难，还与接踵而至的白垩纪相向而行。有记载说，在白垩纪时
代，仍有十多种莲属植物分布在北半球的许多水域，荷花是最
耀眼的那一朵。

然而，在白垩纪晚期，那些曾与荷花相依为命的莲属植物，
却没有逃出白垩纪末日之难。地球史上有五次大规模物种灭
绝事件，发生在中生代白垩纪与新生代第三纪之间的这一场，
距今约六千五百万年。与侏罗纪末日一样，有人说是火山爆
发，有人说是小行星撞击，总之灭绝了彼时地球上的大部分动
物与植物，在侏罗纪活跃了近两亿年的恐龙也自此消失。
白垩纪是中生代最后一个纪，此次灭绝事件亦成为中生代

和新生代的分界。因为灾难造成全球气温骤然下降，有的植物
消失，有的植物则被迫迁移。这是一场鬼使神差的流亡，曾经
无数的莲属植物只活下来两种：迁移至亚洲和大洋洲北部者，
叫中国莲；漂迁至北美洲者，叫美洲莲。就是说，在侏罗纪末
日，许多开花植物变成了僵硬的化石，在白垩纪末日，许多莲属
植物也香消玉殒，在莲属植物里，只有荷花一次次向死而生，在
残酷而绝望的流亡中扑向新生代的怀抱，终于找到自己的温
床。于是，在荷花冰雪般的孤傲里，那两场大劫难留给她的伤
痛，仍若隐若现。
曾看到一个纪录片，片名叫《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有一

段解说词说：地球史已有四十六亿年，如果把四十六亿年
换算成一天二十四小时，人类在最后三分钟才登场。我被
这句话给镇住了，是呵，在漫长的时间长河里，人类错过了
太长的光阴，太多的故事，能与抱香而来的荷花相见，实在
是天赐之缘。

后来，终于在网上看到这样的记载：在中国的柴达木
盆地，科学家发现了一千万年前的荷叶化石，样子和现代
的中国莲非常相似；在日本京都和北海道，科学家发掘出
了二百万年前的莲化石，也跟现代的中国莲相似。与此同
时，看到苏联植物学家《古植物学》一书。于是知道，目前
所见最早的荷花化石，分布在北半球的白垩纪地层中，说

明只是局部气候和地质变化，令那片荷花遭遇了一个意外，而非
物种的灭绝。由此，我更加笃信，荷花的生命，绝对有一种超自然
的神力，因为自从地球上有了荷花，她就一直寂寞而顽强地盛开
着，自从人类遇见了荷花，她就不曾离弃过，也从未消失过。
之后再去网上搜索，我看到了更多的荷花化石图片，或是一丛似

凋未凋的荷花，或是几片张开的荷叶，像人工雕刻似的嵌在古铜色石
面上，有一种让我心动的枯寂之美。只是，那些图片没有说明化石的
出处，只标注了化石的拥有者，或为上海自然博物馆，或为文物考
古，却没有具体的文字介绍。此外，还看到几张海荷花化石图片，拥
有者为博物馆馆藏。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海荷花，想知道它跟荷花究
竟是什么关系，然而在百度打出这几个字，大多是拍卖信息。
写到这里，便想对拍卖者说，每一片化石的背后，皆掩有万古

历史，拍卖而无文字说明，对天地人文，都是一种无礼。更何况，
穿过侏罗纪和白垩纪的荷花，曾有亿万年的时光独对这个苍茫的
世界，最早的陪伴者是蜜蜂、蝴蝶和鸟，而不是迟到的人类。

所以，在古老而神性的荷花面前，迟到的人类永远要躬下身
去，闻着远香，跪拜。 题图摄影：高浣心

暑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和大暑，就
是节气歌里“暑相连”那两个相连的节
气。小暑就是小热，大暑是大热。不过，现在很多个小
暑也热得和大暑不相上下了。
和暑紧密相关的概念是“伏”。有的老人会把暑假

说成伏假，但暑和伏，当然不完全是一个意思。暑天的
概念可以很长，包含夏天和秋天，而伏天特指最热的一
段儿夏秋时节，有三十天或者四十天两种可能。伏天
有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个，所以叫“三伏”，初伏和末伏
都固定是十天，变数在中伏。如果夏至到立秋之间有
4个庚日，那中伏就会是10天，而有的年份也可能有5
个庚日，那中伏就会是20天。
说到庚日，来自“天干地支”这个古老的纪年法，天干

分别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庚排第七。天
干共有十个，每隔十天就会出现一个庚日。每年夏至之

后的第三个庚日入伏，因为庚日的变化不一定，入伏的时
间也就不一定。小暑节气在夏至之后十五天，这样说来，
小暑在先，入伏在后，过了小暑节气，之后才入伏。
伏，在这里是藏阴气于炽热之中的意思，是潜伏、藏

起来的意思。从字义上说，伏本来也有趴着的意思，可以
想象伏天里趴在地上伸出舌头的狗，喘着粗气，大半天也
不动，人畜都要“歇伏”，伏天一动一身汗，静止也是养生。
小暑节气，太阳到达黄经105度，在每年公历7月6

日到8日交节。两暑相连的这段时间，不仅气温高天气
热，湿度也最大。如果仅仅是高温还相对好忍受，湿度
大实在让人不“爽”。爽，可以形容心情舒畅，本意是身
体清爽带来的舒适感。爽和凉连起来叫做“凉爽”，光是
凉不行，还要爽才可以，凉了才爽。爽，实际上就是对湿
热的摆脱，在暑热里走进空调房或者洗个澡，这种感觉
就是爽。湿热，也叫做闷热，还有相近的词汇叫溽热，别
说动，静止都出汗。天津话里还有一个形容湿热的字是
“打卤面”的“卤”，这天气太卤了！卤本来是一种黏稠
的汁液，可想湿热的程度。卤的含义里还有肥胖、不利
索的意思，也有人认为这个字可以写成粗鲁的鲁。
空气的潮湿，来自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海洋季风，我

国东南沿海地区普遍有这样的天气。天津虽然在北
方，但也在东部沿海，所以也是又热又潮湿。我国西北
地区气候再热，也不潮湿，就算气温再高，人站在树荫
下马上就凉快了，就是因为距离海洋太远的缘故。

小暑时节入伏，也出梅。梅雨季节，连雨天，雨水有

可能下个不停，也可能下得停停歇歇的。南
方的窗檐、台阶和地面上都能长出青苔，透

着潮湿和霉气。到了小暑时候，梅雨时节算是过去了，不再
下那样淅淅沥沥没完没了的雨了。但雨毕竟还是会下的，
而且是下暴雨，伴随着大风、雷声、冰雹。雷暴天气和高温
一样，虽然小暑时不如大暑时的厉害，但也足够有气势了。
小暑的三候，一候温风至。从小暑开始，天地之间

没有凉风，风是温热的，个别的时候已经能达到“上蒸下
煮”的程度。蒲扇和电风扇只能让风流动起来，但并不
能制冷。人们躲在树荫下和屋子里，躲得了高温，但躲
不了湿热。跳进水里游泳，好像能解决一时，一旦上岸
会觉得更热。很多人感慨和疑问，在空调出现之前，人
们是怎样避暑的呢？那时当然也有那时的活法，比如躲
到地下室去，吃井水泡的西瓜，晚上抱着竹子做的“竹夫
人”睡觉，用去年冰窖里储存的冰块用来“冰镇”，甚至暂
时到一些能避暑的地方去居住……
二候蟋蟀居宇。宇是屋檐的意思，因为热，不仅人

要避暑，就是蟋蟀也会离开田野，到人的庭院来，藏在墙
角下、屋檐下、砖缝里。蟋蟀就是蛐蛐儿，我印象里在小
暑的时候，蟋蟀一般不叫，“秋虫唧唧”，立秋之后蟋蟀才
叫得欢，叫得让人伤感，那时往往夜凉如水，人们意识
到，生命里的又一个夏天已经过去了。蛐蛐儿和蝉，都
是利用翅膀的震动才能发出声音，小暑到大暑期间，正
适合斗蛐蛐儿。我那时也有蛐蛐罐儿，玩儿过一阵，但
那只是小孩子之间闹着玩儿罢了。斗蛐蛐和斗狗之类，
过去都可能是下注很大的赌博活动，历来有很多故事。
三候鹰始鸷。鸷这个字的本意是凶猛的禽鸟。有

个词汇叫做“阴鸷”，形容人阴险狠毒。鹰始鸷的意思是
鹰开始变得凶猛，有了杀心。小暑节气地面储存热能
多，气温太高，高空中反而清凉。幼鹰随着老鹰，从鸟巢
而起，在搏击长空之中，学飞，也学搏杀之术以猎食。
鹰也能意识到某种辩证关系，表面上天气热到如此，

阴气其实已经来临，鹰能感阴气而生杀心，才可能成长，成
为雄鹰。鹰也有很多种，有的鹰很大，就是“弯弓射大雕”
中的雕，小的鹰就是“鹞子翻身”中的鹞子，学名叫雀鹰。
稻子、玉米、棉花，这些重要的农作物在小暑时节自顾

生长，都到了关键时候，这时农事活动仍然繁忙。精心呵护
与放任生长，当然大不一样。辛劳的庄稼人抵挡高温、干
旱、渍涝各种不测的方法，无非是灌溉、施肥，像对待孩子一
样，田里的苗由小变大，到秋收时颗粒归仓，哪个环节大意
了，亩产量都不一样，籽粒的饱满度、庄稼的成色也都不一
样。农人不易，就算再辛勤和用心，一场大旱或者大涝可能
就全完了，在天灾面前，个人的力量还是显得渺小。尽管这
样，人们也还是摸索着和自然相处的规律，一点点地活得更好。
北方民间有“头伏饺子二伏面”之说，小暑时节又吃饺

子，好像一点新意也没有，然而又能有什么新意呢？吃饺
子总也吃不腻，年复一年，日出日落，岂不是很雷同？出
了梅雨，又下雷阵雨，日子不是阴就是晴，总要过。

1979年的中国出版业，正经
历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此时
人民文学出版社老编辑江秉祥在
《编译参考》上，看到了刚刚复出
的著名学者钱钟书出国访问受欢

迎的报道，加上此前他已知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夏
志清早在1961年，便在他那部影响极大的《中国现代小
说史》中，称钱钟书1947年创作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
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
部”。于是他立马想到，重新出版钱钟书这部唯一长篇小
说的时机已经到来了。据他后来回忆：“我在人文社资料
库里找到一本很破的《围城》，拿到编辑室提出了重版《围
城》，这个选题一致通过。”
1980年11月，国内1949年后的首个《围城》版本，正

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让出版社和钱钟书都没想
到的是，首印13万册，发到全国新华书店，立告售罄。此
后该书多年占据书店畅销书榜首，屡次加印屡次脱销。
出版社的数据显示，从1980到1989年间，《围城》共印刷
了6次，每次加印均在五六万册。据说钱钟书很在意作
者署名中的“锺”字，他在写给江秉祥的信中曾言：“样上
将贱名‘锺’字皆改成‘钟’字，虽无关系，亦平添后世校勘或

考订者作文资料，复原如何？”于是每次重印，江秉祥都亲赴
印刷厂，对封面、内封和书脊等处的署名亲自把关。《围城》
这轮热潮发生时，我正在上学。作为当年的文学青年，我虽
在学校图书馆抢阅过此书，也对书中的幽默与睿智惊叹不
已，但对该书当时在天津的热销，却没有更深的体会。
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到《围城》在天津的火爆销售，是

在十年后。1989年，著名导演黄蜀芹产生了将《围城》搬上
荧屏的想法。因其父——同为著名导演的黄佐临，当年曾
成功地执导过杨绛的话剧，便顺利地获得了钱钟书的改编
授权。翌年底，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拍竣，播出后万人空
巷。由于黄蜀芹对小说《围城》精神底蕴的准确把握，再加
上陈道明、英达、葛优、吕丽萍等众多演技派大腕对剧中人
物的传神演绎，遂将钱钟书这部唯一长篇小说中的幽默与
睿智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该剧的热播，也造成了小说
《围城》在全国书店的新一轮热销。为了能够亲身感受到这
种氛围，也为了给当时已入职的《天津书讯》报写一篇现场
报道，1990年12月18日，我来到了天津当时最大的和平路
新华书店。只见这里人头攒动，排队抢购《围城》的读者已
从店内排到了店外。碰巧的是，当时天津人民广播电台的
文化记者邢小军也闻讯而至。交谈中他大发感慨，于是我
趁机约他为我们报纸写一篇随笔，这便是刊发在当年12
月29日我们小报上的那篇《津门再掀〈围城〉热》。
据文章披露，电视剧《围城》在中央电视台刚一播完，

追剧的人们便立刻涌向了书店。“几天来，经销小说《围
城》的天津市和平路新华书店读者云集，人们不问价钱，
纷纷购买这部文学名著。”从这家书店经理的介绍可知，
为了满足读者的需求，12月15日他们从北京紧急调来了
3900册《围城》，但一天半时间就被抢购一空。17日他们连
夜进京，再次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进货一万册，18日早上一上
架，读者又排起了长龙。“记者赶到和平路书店时，只见出售
《围城》的‘专柜’上营业员忙个不停。记者问排队的读者，
有的是一大早从塘沽、大港赶来的，还有两位来自静海县大
邱庄的农民朋友。当记者问他俩为什么大老远跑来买《围
城》时，两位朴实的年轻人憨笑着说：‘《围城》真好，电视拍
得实在，看电视不过瘾，买本书再看看。’当晚6点半，记者又
给和平路书店挂了个电话，得知他们一天又卖掉1800册。
经理笑着说，《围城》现象可真令人深思啊。”
其实，不光是天津，据当时市场反馈，从电视剧《围城》

播出至1991年底的一个多月内，在上海、武汉、广州等当
地最大的新华书店，《围城》始终名列畅销书榜首。而从人
民文学出版社的统计数字也可看到，当电视剧首播之时，
他们便以最快的速度再版《围城》六万多册，但旋即便被订
购一空。仅在1991年一年之内，《围城》便加印了6次，印
数近四十万册。此后，该书每年印数均保持在十余万册到
二十万册，截止到1995年8月，共印刷了14次，总印数已
超过了一百万册。而到了2009年初，《围城》的总印数已
高达三百九十八万余册，这还没有算上近十种盗印本。

写下《贞元六书》《中国哲学简
史》的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是一个十
分崇尚节俭的人。

冯友兰非常认同儒家经典《大
学》里那句“生财有大道。生之者
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则财恒足矣”的名言。他曾写过一
篇名为《励勤俭》的文章，阐释了他
的经济观。他认为一个人如果能够
做到勤俭，成就一个小康
之家是不成问题的。在
他看来，经济的困窘，常
常会诱使人做出不义之
事，如果不想道德因经济
的压迫出现污点，最好的
办法就是勤俭。冯友兰
主张的节俭强调节省，但
那和吝啬不同，而是要做
到花销有度，达到“有余不
尽”“细水长流”的效果。
他觉得“如能勤而且俭”，
则可以“尽其天年而不中
道夭”，这才是持久之计。
冯友兰的勤俭论，当然包
含为天地万物溯本探源的
宏大哲思，但也可以作为他生活观
念的一个佐证。

与冯友兰有旧交的胡适曾有一
段涉及冯生活细节的访谈，说冯承认
自己是无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并称
“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
了不少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
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装
满东西，带回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
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
花剃胡子的钱”。不管胡适的话有多
少揶揄的成分，冯友兰会过日子是学
界有名的。1946年7月由西南联大
《除夕副刊》主编出品的《联大八年》
一书，曾点评冯友兰：“据说冯先生

很善于理财。”
抛开个人价值观的纷争，善于理财实

在不算什么不好的事。放在特定的历史
背景中，那是经历过灾难的知识分子，在
苦难岁月中历练出的一种生活习惯和生
存本领。抗战全面爆发后，时在清华大
学任教的冯友兰携家属随许多教授南
迁，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在长
沙临大文学院，他与老师们同住一座楼、

同吃一锅饭，生活非常窘迫。
西南联大落户昆明后，因条件
简陋、通货膨胀，老师们不得
不代课卖文为生。就连教授
夫人们也纷纷撸起袖子上场，
想方设法各显其能。就在冯
友兰加速奋笔疾书的同时，其
妻子任载坤干脆围上围裙，在
街上架起油锅，靠炸麻花卖麻
花补贴家用。抗战胜利要离
开昆明的时候，西南联大的教
授们大都把从北方带来的东
西拿出来，在街头拍卖，家属
们坐在街头摆地摊成了一道
酸涩的风景，其中自然也包括
冯友兰一家。

如同自己所主张的那样，冯有兰虽然
节俭，却并不吝啬。冯友兰的女儿宗璞在
著作中提及过许多其父慷慨解囊扶危济贫
的往事，包括捐款给学校买书，做奖学金，
资助亲朋好友等。她特别提到了冯友兰从
美国带回来的冰箱，说当他从其他教授口
中听说北大校医院冰箱不够，而有些药品
需要低温保存才能维持药效时，索性将一
台冰箱捐给了校医院。虽是家事，对冰箱
的去处做了交代，但也让人看到了一个克
己的学者仗义疏财的善意。

据《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载，20世
纪80年代，冯友兰老家唐河县的乡政府写
信给他，问冯家祖宅如何使用，冯友兰回
复：“可继续使用，不必变动。”后来唐河侨

务办公室来信，说冯家房产折
价7900元，问：“手续咋办，房
款谁领？”冯友兰最终没有要
这笔钱，而是转赠给了县里
做县图书馆。没隔多久，冯
友兰又出资万元，为家乡中
学建了一座教学楼，名“清芝
楼”，用以纪念他的母亲。

书香往事（十四）

津门掀起《围城》热
倪斯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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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美
国人，初到中国的史沫特莱与身边
的中国人格格不入。生活在中国的
外国人，包括史沫特莱在内，大多
都比一般中国人富裕。大多数洋人
居住在租界中，生活安乐，有仆役
侍候左右，一般只与上流社会的中
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来往。在这种情况
下，外国驻华记者们根据中国报刊的文
章、政府的正式公告、与有影响力的熟
人的谈话，勾勒出笔下的中国图景。而
他们的采访对象往往是那些对国民党
政府感到满意的人物，他们与中国普通
老百姓的生活脱节，对于中国人民的苦
难也见怪不怪。一位在中国居住多年的
德国人曾一本正经地对史沫特莱说：
“中国人对砍脑袋是不怎么在乎的，他
们对此习以为常。”作为欧洲一家重要
报纸的驻华记者，史沫特莱不难见到各
类重要人物。然而在一次次采访碰壁后
史沫特莱逐渐明白，中国是个政治上保
守秘密的国家，刨根问底、直截了当的
提问，尤其是当涉及非法鸦片买卖、贪
污腐败或政府帮助百姓的计划等实实
在在的问题时，对方会噤若寒蝉，委婉
谢绝。于是，史沫特莱慢慢地适应了与
官员、学者的应酬往来，在酒席宴会的
闲话中建立相互信任。

史沫特莱的工作和国籍带来的特权
让她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有钱的阔
人，她也曾一度沉浸在纸上论道、美酒佳
肴、推杯换盏的“精神贵族”的表象中。然

而，在北平的一次聚会让她清醒过来。
饭桌上，东道主大谈特谈中国没有

阶级，阶级是马克思学派的虚构，自己的
包车夫拉着自己时，两人像老朋友一样
有说有笑。散会后，酒足饭饱的史沫特莱
和友人坐在月光下的黄包车上，由咳嗽
不停、饥肠辘辘的车夫拉回家去。她听着
友人哼着“有一个囚犯不肯出狱，只因为
那囚牢是爱的监狱”的戏文，看着前方气
喘吁吁的车夫，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父亲
的背影。她曾经也是个买不起房子只得
住在城外的帐篷里，因为家里连张床都
没有而感到难为情的矿工家的小女孩
啊。她被同伴虚假、伪善的言论激怒了。
“你们听着吧！把你们的包车夫拉回

家去吧！我们全体都下车去，把车夫拉回
家去！让我们以身作则用实践证明中国
没有阶级！”史沫特莱厉声说道。

史沫特莱对于中国现实的把握，在这
种傲慢与愚蠢、伪善与真实的冲突中慢慢
成长起来。她在东北居住的三个月里，从
各种消息渠道了解到日本人对铁路系统、
政府机关、人民团体、工厂矿山、土地投资
等方面的政治渗透和经济控制的程度，了
解到哪怕中国方面有一点点改良，日本人
都认为是对自己的莫大威胁。

23 从表象中清醒过来

校名的变更，宣示了燕园的
易主，但要让老北大的血脉在燕
园流注，与燕大精神融合，并在新
生活中践行与弘扬老北大精神，
进而培育和升华出新北大的精
神，则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因此，
西迁之初有一个“旗杆”的插曲，事情
不大，意义却不一般。

在1952年沙滩民主广场上举行的
北大全校毕业典礼上，出现了意味深长
的一幕：学生代表乐黛云把一个旗杆模
型郑重地送到当时的校务委员会主席汤
用彤手上。为什么会在这个庄严、隆重而
又带有与老北大依依惜别的感伤之际，
出现这样一幕呢？北大中文系教授乐黛
云在《我心中的汤用彤先生》一文中回忆
说：“由于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正规毕业
的第一届学生，毕业典礼相当隆重，就在
当年五四大游行的出发地——民主广场
举行。当时全体毕业生做出一个决定，离
校后，每人从第一次工资中，捐出5角钱，
合力给新校址建一个旗杆。目的是希望
北大迁到燕园时，学校的第一面五星红
旗是从我们的旗杆上升起！”

那么，这些北大学子又为什么想到
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怀呢？因为这
是最好的选择：为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诞生，为了五星
红旗的升起，他们为之奋斗
并且期盼很久了。

乐黛云先生1948年考入北
大，那时离北平解放已经很近了。

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诞生贡献了北大学子的一份力量，这就是她在
《四院沙滩未名湖》一书中所回忆的——

尽管特务横行，北京大学仍是革命者
的天下。我们在校园里可以肆无忌惮地高
歌：“你是灯塔”，甚至还唱“啊，延安……”，
北大剧艺社、大地合唱团、舞蹈社、读书会
全是革命者的摇篮。我很快就投入了党的
地下工作……那时，我们还绘制过需要在
围城炮击中注意保护的文物和外交住宅的
方位略图，又到我的老师沈从文和废名先
生家里访问，希望他们继续留在北京。值得
骄傲的是尽管胡适把全家机票送到好几位
教授手中，飞机就停在东单广场，然而北大
却没有几个教授跟国民党走！

和她一样向往新中国的北大学子还
有很多。我们听一听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
李瑛在《回忆：迎接黎明》中抒写的心声：

那时，我总是清晰地听见我们的学
校深情地叮嘱她的儿女：“你们要战斗下

去，坚强地站立着，迎接黎明，
我们会胜利！”现在，我们胜利
了！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凝聚
着我们的希望，也闪耀着我们
的骄傲。西迁燕园时，我们要把
红楼的这一份情怀带回燕园！

88 红楼的一份情怀 106 不敢对质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前世今生
江溶 王燕飞著

迎接黎明

刘鹏 著

苏州反省院，名义上属于南京
政府司法行政部，但实质上是由国
民党中央党部所属的特工总部领
导，由国民党CC系特务陈立夫、陈
果夫把持。苏州反省院院长是特工
总部派过来的，他要推行对共产党
人和政治犯制定的“自首、感化”政策。
听到狱警的汇报，他马上把狱警队长喊
到办公室，对所发生的事情进行询问。
狱警队长矢口否认自己强暴过女学生、
迫使她投入水塘自杀一事。院长让他在
第二天早操时，对乙、丙两班的反省人
员解释清楚，平息他们的愤怒，消除对
反省院的负面影响，并且自己还要讲
话。狱警队长虽然心中忐忑，但院长的
决定却不敢不执行。

第二天一早，狱警队长就把乙班、
丙班人员集中到了操场上。他先是对前
一天两个班在稻田中的劳动做了一番
讲评，接着就以严厉的口气说：“昨天的
劳动现场，发生了一件对抗管教的恶劣
事件，一个女学生因不满狱警对她拒绝
劳动而采取的管教措施，跳入水塘企图
自杀，事后又编造谎言，往我这个狱警
队长身上泼脏水，这样的反省人员态度
恶劣，不服管教，还企图陷害管教人员，
实属大恶不赦，我已经向院里请求，准
备给她在原来判定刑期的基础上，再加
刑两年，让她好好地在反省院中改造思
想，悔过自新。”乙班立刻有人质问：“请
问，是那个投入水塘自杀、后被救活的
女学生编造谎言，还是你这个狱警队长

编造谎言？她一个女孩子，差点儿被你给
害死，你却反过来诬陷她，你还是人吗？还
有人的良心吗？”乙班人员中有人质问。狱
警队长让人揭了底儿，立刻暴怒起来：
“谁？谁在说这种混账话？你给我站出来！”

狱警把刚才质问狱警队长的人从乙
班的队伍中拉了出来，正是昨天下午干活
儿回来的路上、张月霞把女学生受狱警队
长污辱的事告诉给的那个男难友。狱警队
长走到他的身边，用警棍顶住他的下巴，
恶狠狠地问：“你凭什么说我差点儿害死
那个女学生？”男难友伸手将警棍拨开，大
声说：“你把那个女学生关进了稻田旁的禁
闭室，并玷污了她，逼得她跳入水塘自寻短
见，你敢说没有这事吗？”常言说，做贼心虚，
一听这个男难友揭了他的底，狱警队长的
脸色马上变了，汗水不由自主地就从额头
上渗了出来。他心中紧张，又故作镇定地指
着男难友说：“你胡说八道，你这是在造谣，
是对我的污蔑！”男难友说：“好吧，既然你
说我在造谣污蔑你，那么敢让被你欺负过
的女学生走出来，当着大家的面，把她跳
入水塘的原因说清楚吗？”狱警队长恼羞
成怒，当即命令两个狱警，把男难友抓起
来关进禁闭室。乙、丙两个班的人员愤怒
了，拥上前来将男难友围在了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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