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推介的影片是上映于2018年的惊险动作片《蜘蛛网中的女
孩》，由同名小说改编。国际象棋是该小说及电影的重要设置。一个
朋克风造型的酷女孩，在小说中几乎从未输过棋局，被搬上大银幕
后，再次加强了她的智慧值和格斗值，还有满级的黑客技能。
原著小说的问世经历一番波折。瑞典作家斯蒂格·拉森创作的

“千禧年”系列小说，在其去世后才出版，其中首
部曲《龙文身的女孩》在2005年面世。拉森的家
人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其电脑上还有大量未
完成的手稿。2013年，出版社与拉森遗产管理
人共同宣布由大卫·拉格朗兹接手续写“千禧
年”系列。2015年8月，“千禧年”系列第四部《蜘

蛛网中的女孩》问世，迅速登上世界各地畅销书榜单，并在2018年
被改编成电影。
虽然是《龙文身的女孩》的续集，但《蜘蛛网中的女孩》更换了全

新的主角。影片的女主角就如同一枚棋子，是棋局成败的关键。小
说中的女主角牺牲皇后，赢得了棋局的胜利，但是她被搬上大银幕的
这盘棋局中，却没有这么做。前作《龙文身的女孩》的导演大卫·芬奇
担任本片制片人，和导演费德·阿尔瓦雷兹一起，用一记绝杀招双象
联合，将这个朋克女孩再次搬上大银幕。在这一部续作中，他们参考
了《碟中谍》《007》中出现的特工元素，并加入到片中。比如在封闭空
间内的徒手打斗，还有用手机一键控制整个机场，甚至有透视穿墙的
狙击枪百里之外一枪锁头。除此之外，还有大量实拍的动作场面，最
惊险的一场戏就是通过自动驾驶技术，让汽车以时速135公里的速
度撞向树林。
棋局步步为营，这枚小小的棋子会在片中起到作用吗？让我们走

进《蜘蛛网中的女孩》，看身怀绝技的女主角莉丝·贝特如何寻找真相。
7月23日22:13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蜘蛛网中的女孩》，

7月24日15:06“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蜘蛛网中的女孩》：
一部烧脑的悬疑动作片

郝赫 王泽一

我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从记事起
就天天受到母亲和外祖母关于服饰礼仪的
教诲，那应该是纯正的儒家学说的，母亲家
是天津城里孟家，老家庭传统。领口不要
太大，裙子不要太短，衣料不能太薄，衣身
不能太紧。尤其是女孩子，站着不要倚门
框，坐着不许太随意。家里来了男性亲友，
一定不要靠近。当着别人的面，包括自己
的父兄，都不要因为热而解开衣扣，更不能
当众脱掉外衣。衣服务求洁净，不可太花
哨。如此等等，细之又细。
父亲生长于天津小白楼、大营门一带，

受英租界服饰礼仪影响至深，衬衣不能放
在裤腰外，针织背心不能单独穿。
到了20世纪60年代，我们响应号召学

习雷锋，于是一场艰苦朴素的服饰礼仪运动
风起云涌。我没有姐姐，没有衣服可接着
穿，于是就将衣服洗了晒，晒干再洗，让其迅
速泛白，再在肩、肘、臀、膝部补上略深一点
色布的补丁。穿衣最好劳动态，我就曾因上
课回答老师提问时用手抚平上衣下摆而受
到过同学批评，说我“小资产阶级思想”。
时间来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已经在

研究服饰文化，看着《周礼》《仪礼》《礼仪》
所谓“三礼”典籍，脑子里完全持批判态
度。先别说王公贵族在各种场合的服饰规
定，就说民间婚丧礼仪也对服饰要求特
严。《仪礼》中有“士婚礼”篇，我只选一段有
关着装的看：“主人爵弁，纁裳缁袘。从者
毕玄端。乘墨车，从车二乘，执烛前马。妇
车亦如之，有裧。至于门外。主人筵于户
西，西上，右几。女次，纯衣纁袇。立于房

中，南面。姆纚笄宵衣，在其右。女从者毕
袗玄。纚笄，被褧黼。在其后……”一下子
就晕了。我觉得古代社会节奏太慢，古人
有那么多的时间。
“丧服小记”在《礼记》中专有一篇，别

提多复杂了。如今人们还爱说谁与谁未
出“五服”，就是当年根据与逝者关系亲疏
而制定的五种丧服：一是斩衰（cuī），即
重孝；二是齐（zī）衰；三是大功；四是小
功；五是缌麻。斩衰是不收边儿的，用生
麻制成，孝子还以麻布包头，系上丧服专
用的麻带。着斩衰者主要是儿子和未嫁
女儿为父母，或媳为公婆，长孙为祖父
等。齐衰则父卒为母，为继
母，已嫁女儿为父母等所穿，
虽也以生麻制成，但要缝边
儿。大功及以下以此类推。
不仅丧服有细致等级，着不同丧服的人也
要有相应的动作。如着斩衰者要在三天
内哭蛹五次，脱衣露臂三次。《礼记·檀弓
上》说：“……齐衰不以边坐，大功不以服
勤。”大意是：穿着齐衰丧服就不能斜倚着
身子坐；穿着大功服就不应出去找人办其

他的事。并说：“衰与其不当物也，宁无
衰。”即穿丧服的人如果心情、举止和所穿
丧服不一致，那就不如不穿。我越来越能
读进去，发现我们祖先的服饰礼仪不是繁
琐，而是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充满了人性、
人格的修养基质。
21世纪第二个 10年，新中国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中国人越来越增强民
族自信，我作为服饰文化的研究者，也从中
华服饰礼仪中领悟到我们祖先的文化深
度，以及传统服饰礼仪的科学性和自然观。
《礼记·月令》中说，每个季节天子都要

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郊外祭祀，每
季三次，如孟春、仲春、季春。
春祭时，天子要“乘鸾路，驾苍
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
夏祭时，要“乘朱路，驾赤骝，载

赤旗，衣朱衣，服赤玉。”秋祭时，需“乘戎
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冬祭
则“乘玄路，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
玉。”试想，这是多么壮观的队伍！
这四种依时令而规定的颜色，应用于

祭礼之中，包括车（辂），即书中“路”，还有

马、旗帜、衣服和佩玉。四色与中国古
人的四神、四方位有关。青是蓝绿色，
赤、朱为红色，玄则是黑。东青龙、西白
虎、南朱雀、北玄武在这里对应四季。
如果按五行相生相克和方位来说，还有
黄，黄位于四方中间，在五时服中，黄属
于季夏。中国古人真是讲究人与大自
然的和谐一致。春天万物复苏，着青衣
融于青山绿水之中；初夏、仲夏百花盛
开，着红衣强调怒放之势；季夏近于收

敛，着黄衣显示一种宁静；秋天农物归仓，
着白衣展示富有与满足；冬天藏于天地并
预示来年生发，着黑衣寓意人对天地的敬
畏。暂不论中国古人浑然一体的宇宙观，
就从祭服颜色即可看到中华民族对于天
人合一的深邃思考。
这几十年来，人类开始重视生态平衡

和生态保护，如今更是提出碳达峰碳中
和。令人骄傲的是，仅举出这么一两条中
华服饰的礼仪规定，便能充分体会到我们
的祖先曾在确定服饰礼仪时郑重考虑过社
会的秩序性和生活的规范性，尤其是宏大
的自然规律。社会发展日益提速，智能化
已遍及全球，可是越是在这样的世界格局
中，越能体会到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本。
尊重别人，尊重自然，相信科学，强调秩序，
自信、自律、自强不息。透过细致入微的服
饰礼仪，我们领悟到的恰恰是中华民族的
立世哲学。重看中国古人的服饰礼仪，唯
有努力学习，探究本原，进一步发扬和传承
中华文化的精髓，当是我辈的责任与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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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到达黄经120°，大约在公历7月22
日到24日，是大暑节气。
大暑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二个，这就过

来一半儿了。此时农历在六月，六月十五（或六月初一）一些地方有过“半
年节”的习俗。这是个很有意思的节点，向后看，不觉间已经过去一半儿
了，而向前看，这一年毕竟还有一半儿，与其为时间流逝而感慨，还不如把
接下来的时间尽量抓住。当然，时间终归是抓不住的，只能是更好地沉浸
其间，多做点儿事。
大暑三候，一候腐草为萤。古人认为腐朽的败草能变成萤火虫，这不

能怪他们不知道，因为就连现在的人也未必能真正说清楚生物起源的来龙
去脉。大暑时节前后的夜晚，忽然之间，在腐草的上面，有那么多萤火之光
飞来飞去，这简直是太神奇了。如果那虫子不是腐草变的，那是什么东西
变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萤火虫的意象很美，相关的故事和诗文不少，有“轻罗小扇扑流萤”之

类名句。而萤火虫的种类也很多，有水生和陆生的区分，气温越来越高，雨
水下个不停，陆生的萤火虫确实通常是在腐败潮湿的草里产卵，到了炎热
的大暑，虫卵就孵化成幼虫、成为蛹，再化为萤火
虫。但草当然是不能直接变成萤火虫的。萤火虫
成群地在败叶腐草之上飞来飞去，看着很唯美，其
实是在寻找吃的，发出光的原因，如同孔雀开屏，
是在展示自己而求偶。
有一年夏天，我正在一个学校里复习功课，某

个夜晚，出门散步，巧遇一群萤火虫，萤火虫身体
里含有磷的发光物质和发光酵素，发出的黄绿色
光虽然很微弱，但如同一盏盏小灯，我站在那里看
得入神，回去查日历，那一天正是大暑。
二候土润溽暑。入夏以来，高温持续，太阳暴

晒。地面储存的高温潜伏着，又被茂密的植被覆
盖住，而又有大雨的湿气加持，土变松变润，热烘
烘的，潮湿而柔软，有助于喜水的农作物快速生
长。土壤的“壤”字就是松软的土的意思，不仅软，
还是热的和潮的，把那样的泥土捧在手里，能用鼻
子闻到和用心感受到，那上面有阳光的味道和日
子的滋味，土里不仅有热量，也有世代储存下来的
生命图景。在炎热天气里，种庄稼人的辛苦可想
而知，那种闷的不透风的感觉，如同密密匝匝的玉
米地和高粱地，在记忆里一望无边。
三候大雨时行。是说在大暑的潮热天气，空

气里都像含着水，雨水随时会形成。热极生风，闷
极生雨，看着是响清白日，万里无云，说变天就变，
天的脸色刷啦就掉落成雨，从天空的幕布上跌落
下来，在热土上腾起汩汩的水泡。大暑的雨，势大
力沉，来得快，去得也快。人说一场秋雨一场凉，
其实到了大暑时节，达到了暑热的顶峰，每一场雨
后，天气也会凉爽一阵。虽然很快又会热起来，但
是每一场雨都是不可小看的，都曾经给这个世界
带来过凉意。下着下着，人们发现就快立秋了。
季节转换，人生凉热，只在很短的时间。
大暑当然会比小暑更加炎热，而统计表明，也有小暑更胜一筹的时候，

但毕竟是少数年份，还是大暑时更热呀。想起小时候的大暑天，和天津这
座城市的早晨一起醒来，会发现，很多条街巷边和平房的屋顶上，有睡相各
异的人，横七竖八地躺在钢丝床和竹席上，人们在头一个夜晚从屋里出来，
数着星星睡觉。大多数人都是后半夜才从屋子里转移出来的，因为前半夜
的风是热的，屋子内外也分不清哪里更热。那时，就连电风扇都是奢侈品，
很多个孩子的夏天记忆，是妈妈手里的蒲扇和院子里盛满月亮的澡盆。
夏天的前半夜，气温降不下来，人们用包括扇子和澡盆在内的方式祛

除暑热，很多室内或者露天的游泳池里、河里，人满为患，人就像锅里的饺
子一样团团转。很多公园还举办不同形式的“消夏晚会”，用办晚会的方式
就能“消夏”吗？各种不同表演形式能帮助人们降低温度？是不是能消夏
解暑不知道，但至少能消磨时光，家人在一起，在夏夜里看着晚会的节目，
在空旷一些的公园里散步，暑热的煎熬会过得快一点儿。不是所有的日子
都没有凉风，如果空气里悄悄吹来一阵风，那是夏天最美的惬意，看看身边
的人，是自己的亲人，或者其他人也跟他们的亲人在一起冷暖相伴，会觉得
亲情就像凉风一样让人感到幸福。
大暑日，三伏天，民间有饮伏茶、烧伏香、晒伏姜等习俗，还有的地方有

“送大暑船”等不同的仪式，其实也无非是防暑降温、消毒败火，或者就是美
好愿望的投射，现在这些也都渐渐看不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
变化，不要这么多麻烦，有空调，有手机，最好再来一杯冷饮和绿豆汤，就宅
在家里，是很多人最好的避暑方式。
大暑时的最深记忆，还有那些荷花。大暑往往是在三伏天的中伏里，

那时荷花开得正好。荷花又叫水芙蓉，本来就生长在水里，出淤泥而不
染。晨时花朵上、荷叶上都有垂露盈盈，汛期里水涨起来，雨下起来，娇荷
带雨，惹人怜爱。而接天莲叶的壮观和别样的红，都让人感到不解，人间为
什么能有如此美好？
气象学上的夏天怎样定义是另外一回事，大暑过后，就是立秋，夏天就

过去了。虽然过了春夏还有秋冬，但夏天怎么这么快？夏天轰轰烈烈的，
一场大雨、一阵雷声、一枝开得很好的荷花，你以为刚刚开始，其实可能已
经是匆匆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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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兰也许是因为发现得早，古人又
推崇素心，所以流传下来的素心品种特
别多。
我养过的建兰黄绿色系的素心品种

有不少，如铁骨素、龙岩素、雁荡素、铁骨
黄芽、青山玉泉、银边大贡、丹霞仙女
等。这些素心品种各有特色——铁骨
素，内三瓣浅黄白色，外三瓣浅绿色，多
数建兰素心花都是这个色调。龙岩素，
爱开花爱发芽。雁荡素，花姿柔弱低
垂。铁骨黄芽，新芽是黄色，花瓣基本是
白色，带美丽的绿色边。青山玉泉，花瓣
尖端是美丽的绿色，以下是晶莹剔透的
白色，名字又起得那么美。银边大贡名
字里的“银边”，是指它叶子的尖端有白
边；而“大贡”，是指它曾作为贡品进献给
皇帝（当然这只是传说，这个品种究竟是
否做过贡品就无法考证了）。而“丹霞仙
女”，主要是花大，比前述那几种素心花
都要大，比一直被认为属于建兰中大花
型的大荷花素还要大，而且和大荷花素
一样，也是荷形花（花瓣比较宽阔），呈美
丽的尖椭圆形。唯一的缺点是微微落肩
（即左右的两片外瓣微微下垂），但这也
是素心花的常态。从这个名单来看，我
对素心建兰的爱还相当执著。

二

有的人不懂什么叫素心。素心说来
也简单，就是兰花的唇瓣是一色的，没有
斑点。国兰的唇瓣上，多有红色、紫红
色、紫红褐色的斑点。这些斑点，打个比方来说，就
像在黑夜里机场跑道两边给飞机指示降落地点的信
号灯一样，是给昆虫指示降落地点的：你降落在这
里，再往花心里爬，就可以吃到花蜜和花粉。
国兰绿色和黄绿色为主的色调，本来就不是一

种显眼的颜色。如果又是素心的话，那就更不显眼
了。所以，素心的兰花在自然
界中也会在繁殖上处于劣势。
而人却偏偏爱好素心，追求素
心。这又是一个例子，证明人
在对美的追求上，有违反自然

之道而行的倾向。
国人为什么会这么喜欢素心？也

许是来自于对纯粹的美的追求吧。

三

“丹霞仙女”是叶片高大、花大色
美的一个建兰品种。据说原产广东韶
关丹霞山，属于传统建兰的一种。在
夏秋之间开花，花大而多，一秆可有10
朵左右。

我买“丹霞仙女”时，买了三苗连体
的一丛。兰花是喜欢丛生的，单苗的话
也能养活，但不容易养好。要养到能开
花需时很长，因为一般要长到三苗以上
才能保证开花。

我的多数兰花都放在露台的北墙
下，在那里兰花可以得到明亮的散射
光，一天之内只有很短的时间会晒到直
射阳光。我把“丹霞仙女”也放在那
里。次年9月，它长到6苗，开花4秆。
移至室内，清香阵阵。

第三年长得更大了，有十几苗。我
想给它更充足的生长空间，换了一口内
径约有25厘米的大盆。结果装完植料之
后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搬不动了，开
花时只能把它留在阳台上，不能搬下楼
去了。9月里，它再次开花6秆，我只能把
它留在露台上欣赏。暴露在自然的阳光
雨露之下、清新的空气流通之中的“丹霞
仙女”，开得比在室内时色泽更为明艳，
仿佛是一位肌肤丰泽的仙女。

冬天来了，我就犯愁了。平时我会
把建兰和其他怕冷的植物搬到室内去

越冬，就放在客厅和书房的地板上，底下垫个陶瓷托
盘。但这盆“丹霞仙女”太大了，没法搬。
我所居住的南方城市，有的年份冬天会比较暖

和，没有零下的温度。有的年份，又会有零下4—5
摄氏度的低温。于是，我就把它留在了露台上，希望
那年没有低温。结果那年冬天虽不是很冷，但也有
几天零摄氏度左右的低温。那盆“丹霞仙女”的根系
就被冻坏了，死了。我应该在它长到10朵苗的时候
就给它分株，然后分栽到小一点的盆里，而不是栽种
在笨重的无法搬动的大盆里。
养建兰一定要防寒，不可心存侥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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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节气漫谈

华说华服

为了避开飞机大炮、电台测
位仪，他们白天躲在窑洞、山沟
里，晚上才能出动。一次，刚刚经
过疲惫的夜间行军之后，同志们
正在村里扎营，准备休息一下。
但侦察兵的警报紧跟着传来，全
体人员必须立刻打包撤离。阳早
和几位同志在撤离队伍后面负责赶
驴，但是在过河的时候，一头驴被鞭子
抽了一下，突然发了疯似的往上游跑，
把背上驮着的补给包裹甩在河里。阳
早见状立刻潜入水中，不顾安危地拼
命捞取包裹。这一举动深深地打动了
农场的其他同志，从此以后大家对阳
早这个大个子外国人更加信任，关系
也更加亲密了。

在六个月的时间里，阳早一行人
居无定所、风餐露宿，还要随时与国民
党军周旋。阳早由于食物缺乏而严重
营养不良，但他还是顽强地跟着队伍
一直走，直到突破了国民党的封锁
线。这段经历让阳早亲身感受到共产
党的军民一心、团结一致，亲眼看到陕
北老百姓如何一心一意地跟着共产党
走。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有幸经历了
西北解放战争，在六个月当中，亲见了
什么叫人民战争、什么叫和人民打成
一片……有了正确的领导，马克思主
义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无敌的，
这是因为他们依靠群众。”从此，阳早
对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产生了由衷的
敬佩之情，也正是这种情感促使他最

终选择留在中国，为中国的革命和社会
主义建设无私地奉献终生。

寒春（Joan Hinton）与阳早的成长经
历有很大差别，她出身知识阶层，家族中
不乏历史上的名人，包括布尔代数的提
出者乔治·布尔和著名小说《牛虻》的作
者艾捷尔·丽莲·伏尼契。寒春的父亲
是一名律师，母亲从事教育工作。她的
母亲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强调培
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发掘学生的好奇心
和创造力。寒春在母亲的培养下形成了
自信、乐观、独立的个性，而且勇于探索、
勤于思考、善于动手。中国媒体往往形
容寒春初来中国时有“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之感，其实并不恰当。寒春最喜欢的
恰恰就是经历一件事情从无到有的全部
过程，她对这种挑战带来的新鲜感和成
就感充满了热情。寒春在美国时，经常
连续几星期在森林公园野营，需要自己
搭帐篷、寻找食物和水源。所以当她来
到一无所有的新中国时，并没有受到艰
苦条件的影响，反而找到了能激发自己
兴趣与激情的事业。对于寒春来说，在
中国从事农机具的工作和在美国研究核
物理没有太大差别，两者都是要白手起
家，在空白的领域创造新的东西。

39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

夏仁德教授的家常常作为地
下党的会场，他把后门和房间的钥
匙交给他们，让他们自由进出。进
步同学学习的党的文件和宣传材
料也经常藏在他家地毯下面。他
曾和侯仁之一起，帮助许多同学奔
赴敌后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
和司徒雷登、侯仁之等一起被捕，直到
1943 年才获释回美国与家人团聚。
1945年夏季，他回到成都燕大。

抗战胜利后，夏仁德随燕大复校回
京，仍不改支持学生革命行动的初衷。
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的学生运动
中，他和学生们一起并肩前行，在抗议美
军强暴女大学生的游行中，他背上贴着
“抗议美军暴行”的大标语，愤怒地呼喊
着口号。参加运动的学生被军警打伤，
他冒雨将他们接回家中；警察来校抓
人，他又挺身而出，不许他们搜查。就
这样，许多进步学生在他家中躲避过搜
捕，又在他的掩护下安全地转移到解放
区。有人不理解夏仁德何以对中国有
那么深的感情，他说：“使我深受感动的
是学生们为消除国患而献身的决心。”

最惊险、最感人的一幕发生在1948
年7月。那年的“七九”游行中，不少同学在
德胜门被打伤，夏仁德冒雨接他
们回校。国民党当局进行大搜
捕，大批军警包围燕园时，尚有
八名上了黑名单的燕大学生藏
在他家中。他在门口挡住前来
搜查的军警说：这里是外国籍教

授住宅，不许搜查。21日凌晨，他经过周密计
划，亲自帮助八人中的六人从燕南园翻墙而
出，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其他两位因身体原因
暂留下来。其中一位，由他提供毛毯将其藏身
在偏僻的草丛中，并亲送食品，几天后送其转
移。另一位同学也于月底安全回到四川家乡。
夏仁德1950年回国后，致力于美中

友好协会的活动。1973年他应邀重访中
国。“五一”节那天，周恩来总理特地在中
山公园音乐堂客厅接见了他们全家。
1981年7月11日，夏仁德在美国病逝，

终年82岁，病榻之上，他给燕大校友写了一
封告别信，信中说：“我对中国人民为了建
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进行的斗争以及你
们在其中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佩。”同年9
月6日，前燕大校友在北大图书馆隆重集
会，纪念这位他们敬爱的师长、中国人民的
忠诚朋友。夏仁德辞世了，但他的名字永
远地留在了燕园未名湖畔的这块石碑上，
他的馨香也融入了北大的血脉，永远地流

淌在美丽的燕园。
在我们怀念赖朴吾和夏仁

德这两位国际友人的时候，不能
忘了当年燕大还有一位国际友
人也是值得我们永远缅怀的，他
就是白求恩的好友林迈可。

104 夏仁德救助学生 122 告别难友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大燕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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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听了张月霞的请求，反省院院
长说：“你看看，你看看，他们都是什
么人啊？一群政治犯，你还和他们
混出感情来了。要我是你呀，只要
能离开这里，拿上东西就走，还看
谁呀？不过你想看就去看一下
吧。”反省院院长说完，喊进来一个狱警，
让他把张月霞带回到丙班，和大家告个
别，完事后再带她到监舍里去取东西。

狱警带着张月霞走了。反省院院长
让张月霞的姐夫和白云到探望反省人员
的会见室去等候，自己则把送给他的一
百块银元的汇票装入口袋，美滋滋地离
开了办公室。张月霞来到丙班训育室门
口，先请狱警把李彬从室内喊出来。一
见李彬，她就一下子把她抱住，告诉她，
自己已被组织和家人保释出狱。说完，
流着泪，将嘴附在她的耳边悄声说：“好
战友，好姐姐，我们告别了。你一定要保
重，有机会我们还会在一起，为实现共同
理想与敌人战斗！”李彬也悄声叮嘱张月
霞：“好妹妹，姐姐为你高兴。你虽然出
狱了，但今后与国民党斗争的路会更长，
更凶险，所以也千万要保重自己！”

与李彬告别后，张月霞又走入训育
室，给全班的兄弟姐妹们鞠躬，感谢大
家一年多来对她的关心、保护和帮助。
然后急匆匆地返回所住监舍，她要看看
江英华和小狱生。他们娘俩正在发
烧。想到江英华母子，张月霞又难过，
又担心，难过的是江英华带着几个月的
孩子，被关在监狱中，有病发烧反省院

也不管不问，不给医，不给治，任其遭受病
痛的折磨；担心的是，小狱生出满月时，反
省院就要把他送走，组织上领导大家与院
方作斗争，才迫使院方把孩子又送了回
来。那么今后的什么时候，这些没人性的
家伙，会不会还要对小狱生下毒手呢？张
月霞走进监舍，看到江英华母子脸色烧得
通红，人似昏睡的样子，她不忍心惊动，就
把自己的几件衣服、牙粉、肥皂、毛巾一类
生活用品，悄悄地放在了他们的床边，凝
视了一会儿，才恋恋不舍地退出监舍。

跟着姐夫和白云走出苏州反省院大
门，张月霞深深地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
她感觉自己像脱缰的马，要在原野上奔
驰，像一只飞出樊笼的鸟，要冲往天空。
张月霞冲着国民党苏州反省院的大门、
高墙和高墙上的铁丝网，挥动着拳头，大
声喊：“我自由了！我自由了！早晚有一
天，我们革命的烈火会烧毁你这座人间
地狱！”白云马上阻止她说：“月霞，不要
喊，快走吧！”张月霞跟着姐夫和白云，离
开了国民党苏州反省院。路上，白云问
张月霞：“知道为什么在你刑期未满之
前，能被保释出狱吗？”张月霞回答：“组
织的营救呗！”白云说：“对！这是党中央
为营救被捕同志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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