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华北危急，许多爱
国进步人士在“实业救国”思想的影响下，纷纷兴办
实业，提倡国货，抵制日货。天津出现了华北地区
第一家由国人开办的硫酸工厂——利中酸厂。

利中酸厂的创办人赵雁秋，早年从北京工学
院化工系毕业后，先入仕途，后因故乡东北沦陷，
毅然弃官从商，决心实业救国。化工专业出身的
赵雁秋认为：“酸碱为工业之母，没有酸碱工业，
其他各种工业就不可能独立发展。”（赵慎五：《与
日商争夺市场的利中酸厂》）当时，天津的硫酸市
场被日本人垄断，赵雁秋决定在天津开办酸厂，
发展中国人自己的硫酸工业。

利中酸厂的创办面临着重重困难。首先，工
厂缺乏化工专业技术人才。赵雁秋最初打算聘请
德国工程师，但德国工程师开价昂贵，赵雁秋遂向
南开大学化学系教授张子丹求助。张子丹教授推
荐了自己的学生蒋子瞻，由其负责利中酸厂的关键
技术；同时，张子丹以南开大学化工研究所的名义，
随时协助解决利中酸厂遇到的技术问题。

其次，利中酸厂的制酸设备购置难。利中酸
厂建厂之初，制酸设备短缺，当时全国仅有山西
太原兵工厂下属的硫酸厂及上海的开成酸厂（中
国第一家由国人创办的酸厂）的建厂经验可供参
考。由于赵雁秋曾在阎锡山手下做事，他利用其
人脉关系安排蒋子瞻前往太原兵工厂了解情况，
搜集相关信息。上海开成酸厂的负责人吴蕴初，
对赵雁秋在天津创办民族硫酸工业非常欣赏，他
从生产设备、制酸技术等方面给予利中酸厂以适
时的协助和支持。太原兵工厂和开成酸厂采用
的都是铅室法制酸，赵雁秋在对两家的生产设备
与生产流程进行认真比较后，在借鉴二者合理而
经济的技术与流程的基础上，制定了天津利中酸
厂的制酸技术方案。

再次，制酸原料的短缺。酸厂所需要的生产原料主要是硫化铁矿石，国内
的硫化铁矿分布在安徽、浙江、广东、湖南等地。这些硫化铁矿虽然产量高、质
量好，但产地主要集中在华中、华南地区，地处华北的利中酸厂面临着运输难、
费用高的难题。除了硫化铁矿外，产自于煤矿中的煤质硫化铁也是制酸的原
料。河北、山东的煤矿都出产煤质硫化铁，只是由于其价值较低，因此产量不
大。赵雁秋便利用利中股东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的关系，决定采购宣化的
铁矿，后来由于宣化铁矿含硫量不高，最终未被采用。为此，赵雁秋又联系了
山西阳泉的煤矿，由于该矿的煤质硫化铁仅仅能够满足太原兵工厂的需求，最
后只能放弃。经过多地勘察与比较，赵雁秋最后从河北开滦林西矿、柳江矿及
山东博山煤矿购买煤质硫化铁作为制酸原料。

利中酸厂创办之前，天津以及华北地区的工业硫酸都需进口，硫酸市场一
直被日本人垄断，当时垄断天津市场的主要有三井、三菱、住友三家日本公
司。天津当时有许多日本供货商，这些买办在天津销售各种日货，比如号称天
津“硫酸大王”王五生的隆记公司，就专门经销日本工业品和工业原料。隆记
公司资金雄厚，业务范围很广，进口日货的种类繁多，几乎操控了天津的硫酸
市场。

利中酸厂创办后，立刻遭到日本人的疯狂打压。利中开工前，天津每箱硫
酸市价为64元，等到利中出货时，日商及其买办已经把硫酸的价格降低到每
箱14元。日本人还恶意中伤利中硫酸，说其质量远不如进口硫酸。由于日本
人的疯狂压价以及恶意宣传，天津各行业的硫酸用户都大量囤积低价的进口
硫酸，使得利中酸厂从1934年下半年（建厂）到1935年上半年，积压了大量成
品，资金难以周转，处于危机之中。

日本人及其买办除了用经济手段打压利中酸厂外，还大肆制造舆论以迫
使利中停产。1935年，由于利中酸厂蒸浓设备不够完善，导致生产过程中酸
雾扩散不开，对工厂附近的环境造成了污染。问题发生后，利中马上对设备进
行了改进，但日本人及其买办却煽风点火，鼓动酸厂附近居民去政府请愿，最
后导致利中酸厂被迫停产。后经多方斡旋，利中在改进蒸浓设备之后，才逐步
恢复生产。

在与日商的斗争过程中，利中酸厂没有退却。他们首先从宣传工作入手，
变被动为主动。他们主动向用户说明国产硫酸的种种优点，特别阐明国产硫
酸的质量标准也是66度，和进口硫酸性能完全一样。利中把用酸量大的金店
业和漂染业作为公关对象，派蒋子瞻去金店帮他们试用利中硫酸化炼金银，并
从用过的废液中提炼金银降低损耗。经过试验，使用利中硫酸所化炼的金银
制品的质量、成色与进口硫酸完全一样。从此，利中酸厂和金店业、漂染业建
立了牢固的业务关系，打开了市场。

此外，利中也与日本人打起了价格战。由于日本硫酸的进口成本较高，国
产硫酸在价格上有着先天优势。此前，天津的日商买办已经把进口硫酸的价
格由每箱64元压到14元，利中考虑到国产硫酸的成本每箱大致为8元，遂把
市场价格定在每箱12元，与进口硫酸相抗衡并占据优势。日本人不死心，他
们通过走私、偷运等非法手段，逃避关税，把硫酸降到每箱10元。利中也再度
降价，降为每箱9元，日本人无计可施。至1935年冬，利中硫酸成功占领了天
津市场，进口硫酸彻底销声匿迹。

赵雁秋作为爱国实业家，其创办的利中酸厂在日本人的疯狂打压下成功
占领了天津硫酸市场，并将进口硫酸赶出天津乃至华北地区，极大地鼓舞了民
族士气。利中酸厂作为民族化工业企业，奠定了天津近代硫酸工业的基础。

音乐与文学在各自发展的
过程中逐渐走向融合，形成了
难以分割的音乐文学，其容纳
的艺术形式包罗万象，依庄捃
华《音乐文学概论》的界定，凡
与音乐结合以声乐作品所呈现
出的文学样式均属音乐文学。
根据不同的表演方式，可细分
为狭义音乐文学、戏剧性音乐文学、说唱
性音乐文学等，其中说唱性音乐文学又称
为“曲艺音乐文学”，专指与曲艺音乐相联
系的艺术作品。

从地域角度划分，曲艺音乐可分南
北，各具特色。北方的表演方式热情奔
放，曲本内容通俗易懂；南方的表演方式
含蓄内敛，曲本内容温婉柔美。作为独
立的艺术门类，曲艺在传播过程中与古
代小说形成了交汇影响。明清时期，小
说已成为一代文学，“文备众体”的特征
使得文本“容器”可以渗入各种艺术形式
作品，从中吸纳有益养分，运用到人物塑
造、情节演进的创作环节中。在曲艺音
乐与明清小说的交汇影响方面，《红楼
梦》最具代表性，但由于其雅文学的性质
导致了曲高和寡，曹雪芹的作品开始也
仅被文人墨客及贵族子弟追捧，其传播
范围受到相当的限制。直到北方说唱艺
术子弟书盛行，《红楼梦》才更大范围普

及到了民间，随后南方曲艺中也有《红楼
梦》题材的作品问世，且多以弹词开篇、
木鱼书等形式传播。这些曲艺作品唱词
对《红楼梦》人物的褒贬、情节的选择与
安排、思想情感的传达，反映出改编者的
伦理观，在传唱《红楼梦》的同时也传达
了改编者的人生感悟，如被改编为曲艺
唱词的“黛玉焚稿”“黛玉葬花”“贾宝玉
夜探潇湘馆”等经典情节，被广泛传唱后
进一步扩大了曹雪芹原著的影响，也加
快了高雅文学与民俗音乐融合的进程。

前人对南北两个重要分支曲艺音乐
文学中的鼓词、子弟书、弹词、木鱼书等
《红楼梦》曲艺题材分别进行过研究，已取
得丰硕学术成果，但对《红楼梦》曲艺音乐
文学的南北流变方面，尚无系统深入的研
究。来自内蒙古草原的吕笙，师从曹宏凯
教授获得天津师范大学艺术学硕士学位
后，又随我攻读博士学位。她结合自己硕
士阶段所学的专业，将音乐与文学两种姊

妹艺术打通。她对《红楼梦》曲艺音乐文
学投注了很大精力，将这个课题作为博士
论文，抽出个别章节的文字发表在《红楼
梦学刊》等核心期刊。博士毕业后又在其
论文基础上扩充成专著《〈红楼梦〉曲艺音
乐文学南北流变》，最近已由百花文艺出
版社出版。

此书以曲艺音乐文学为切入点，汇
总南北方现存曲艺音乐作品中《红楼梦》
题材的唱段、唱词、演出、艺人等，梳理分
析了《红楼梦》鼓词、弹词、木鱼书等说唱
文学在现代曲艺音乐中的流变与传播，
从曲艺音乐的文本考察，旨在研究《红楼
梦》题材中的曲艺音乐唱词的语言艺术，
剖析曹雪芹原著的情节事件、人物性格、
文化背景等在曲艺音乐唱词中的体现。
作者整理了《红楼梦》曲艺音乐文学在南
北流变过程中新旧唱本的唱段更迭，分
析南北方曲艺音乐文学的创新与借鉴、
不同曲种中的沿袭与发展，以及曲艺艺

人、创作者们对《红楼梦》曲艺
作品的思考。她还绘制了《红
楼梦》曲目一览表和曲艺音乐
事件年谱，运用传播学、社会
学、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借鉴音
乐学、曲艺学理论，探讨《红楼
梦》的传播价值、审美价值、民
俗价值等，试图归纳出《红楼

梦》曲艺音乐文学自身发展的规律，以期
为许多正濒临灭绝的曲艺曲种提供有效
的生存发展空间。

此书对天津的《红楼梦》曲艺音乐作品
进行了重点梳理，并结合津沽文化特色进
行了深入考察。此前，我的一位博士研究
生林海清在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
《天津红学史稿》中，也是将天津文化元素
与《红楼梦》交融研究。近代以来，天津形
成了雅文化、洋文化、俗文化并存的丰富形
态，《天津红学史稿》就《红楼梦》与这三种
文化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作为“曲
艺之乡”的天津，这块土地上诞生的《红楼
梦》曲艺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红楼
梦〉曲艺音乐文学南北流变》能在这方面有
所拓展，对于多视角审视《红楼梦》曲艺音
乐文学的南北传播问题，具有作品个案解
剖的意义和学术价值。相信吕笙今后能在
自己开辟的领域继续挖掘，不断取得新的
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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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焕墉先生是天津当代著
名诗人，曾师从寇梦碧、张牧石
等先生，是天津重要诗词团体
梦碧词社及梦碧后社的骨干成
员，多数诗词在其生前辑为《崇
斋诗存》《知月词》行世。

近日偶然见到一封陈机
峰（宗枢）先生寄给王先生的
手札：“焕墉同志：久未晤谈，
甚念！春节将临，颇思与诸词
友一聚。兹定于正月初三日
晚（星期六）在舍间与寇、张二
公小聚，请六时左右莅舍。备
有薄酌，勿却为荷。此致敬
礼。陈宗枢。1月 30日。”按
照时间推算，此信应写于1981
年或1984年。当时，陈先生和
寇、张二位先生同声相应，常
雅集联句、共作诗钟，而王先
生作为寇、张二人的弟子，也
常参与其中，过从紧密。王先
生对陈先生推崇备至，其《知
月词》中录《瑞鹤仙·寿机峰词
丈》一首，有句云：“尘中自耿，
天心月，一般净。乱尘多歧路，梦程天
阔，悄把残春支靖。一江风、吹上华堂，
篆扬寿鼎。”赞美陈先生虽遭遇坎坷，但
仍能自守高洁，怀抱雅操，以享遐龄。所
谓“一江风”兼指陈先生早年参与发起天
津著名昆曲社“一江风曲社”，借以代表
他曲学的成就。

同时又见到王先生诗稿一纸，题为
“悼陈机老三首”，正可印证他对陈先生的
景仰。

其一：“苍狗蓬莱是旧身，莲花池畔
净无尘。琼楼不用迷离语，笑向词兄多
一人。”附注：“陈翁长寇翁几岁，但寇翁
先谢世。”

其二：“岁岁联吟别有天，梧桐斜月隔
寒烟。三公今剩一人健，最惜曲声过酒

筵。”附注：“寇、陈、张三公于每
岁正月初五日在舍下小聚联
吟。拙作《辛亥冬至后二日吟侣
小集双梧馆》一诗以记其事。酒
后寇公唱京韵一段，陈公唱昆曲
《林冲夜奔》一段，张公唱单弦
《风雨归舟》，至月色催人，诸公
方归去。此亦一时之乐邪。”当
时王先生家门前有梧桐树两棵，
故自榜斋号为“双梧馆”，因而有
“梧桐斜月”一说。而诗中所谓
“三公今剩一人健”指当时张牧
石先生尚健在。张先生去世于
2011年，陈先生去世于2006年，
可知这组诗写作的大概时间。
而注文中对当时雅集况味的简
要描述，读之令人神驰不已。
其三：“苦日飞声谱涧泉，北

邙人去自安眠。春风也助多情
树，吹落榆钱作纸钱。”附注：“陈
公旧宅在今进步道，道边多种榆
树。宅为两层小楼，公居楼上，
时有玉笛之声暗飞。”注文原作：
“玉笛之声常暗飞，散入东风满

津城者也。”大概是为了词句精炼，遂为删
改。而当时陈先生的曲名，可谓驰誉海内，
又何止是满津城而已。

另有《谢周退老赐横额二首》诗稿一
纸，诗云：“出没云间陆士龙，两番书喜故人
逢。横颜若挂春山上，化作人间五老松。”
“赐我彩笺壁上悬，千山难隔梦相连。春光
玉骨由公寄，怪底书房响夜泉。”周退密先
生是当代学界耆宿，与吴祖刚、喻蘅、田遨
合称为“海上四老”，早年与京津诗家多有
唱和。王先生与周老本不相识，而词人赵
连珠先生与周老熟稔，曾代请周老为王先
生题写“知月书屋”匾额。《崇斋诗存》录有
《赠退密词丈》诗一首：“花间意趣世无双，
小令怡情过大江。求得星珠光四壁，恰如
初日上心窗。”在修辞和气象上，略显泛泛，

美感似不及“挂山松”“响
夜泉”之神采与音响。

当年《崇斋诗存》《知
月词》合编为《崇斋诗词》
出版之前，我曾参与校订
并加注释，今日得见集外
之作，颇感亲切，记录于
此，以播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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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文
化事业蓬勃进步，民俗学也萌发了新的
生机，这与钟敬文、白寿彝等老一代专
家学者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85年天津
市领导主持修建古文化街、复建娘娘
宫，并于1986年元旦对外开放，为天津
成立民俗文化社团带来良好契机。

在钟敬文的直接关心、指导下，天津
文化人士开始酝酿成立民俗学会，1987
年4月21日至25日首次筹备会召开，商
定由周骥良、李世瑜、顾道馨、王翁如、冯
育楠等九人组成筹备组，负责前期相关
工作，起草章程草案等。值得一提的是，
筹备会期间当时已84岁高龄的钟敬文以
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的身份来到天津参
观指导，在座谈会上，钟敬文结合中外人
文思想、社会文化研究历程、天津民俗特
点等进行了阐述，并对学会的成立与发
展提出希望。接下来的两个月，学会的筹
备工作紧锣密鼓地推进，继续讨论、修改
了章程草案，提出成立学会的报告，反复
酝酿研究了理事候选人、第一批会员名
单，以及成立大会的各项细节等。《天津

市民俗学会章程（草案）》分为总则、任务、
会员、组织、经费、会址等六章，学会是“天
津市研究民俗的群众性团体”，会址设在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天津分会”。

1987年8月20日天津民俗学会成立大
会在市政协礼堂召开，中国民俗学会发来
贺词，钟敬文写来贺信，中国民俗学会副秘
书长张紫晨到会讲话，他说：“全国省一级
的民俗学会虽然成立的已有不少，但直辖
市成立民俗学会的，天津市还是第一个。大
都市的特定的文化区域在民俗的建设和研
究上是很重要的，天津市的这一举动可以
带动其他大都市在民俗方面的发展。”

经大会选举通过，名誉会长为冯骥才，会长
由周骥良担任，副会长为李世瑜、王翁如、顾道
馨、高志明、冯育楠（兼秘书长），另设理事19人。
天津民俗学会首批会员91人，主要来自民俗文
化工作者、民俗学教育研究者、民俗文化挖掘整
理者、民俗文艺作品创作者。周骥良在闭幕词中
说，各位会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希望大家在规
划表上写出一年中为学会做些什么，大家动手，
每人做一件，就是八九十件，“从小到大，从浅入
深，我们会把天津的民俗宝库打开的”。

天津民俗学会之肇始
由国庆

律师这个行业，天生和政治有
关，律师中的很多人有政治热情，也
可以说律师的很多工作是通过政治
参与的方式来完成的。比如说，律
师为政府担任法律顾问，在完成法
律建议的同时，实际上这也是律师
在参政议政的表现方式。一条路该不该
修，车票该不该涨价，这些都是民生问题，
而民生是最大的政治。有人片面地认为，
律师参与政治就是当总统或者做官，并
举例说美国一半的总统是律师出身，其
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国家兴亡，匹夫
有责，位卑未敢忘忧国，国家是每个人的
国家，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每个人都有权
利和义务参与。从这个角度讨论政治，
才是公民切入国家建设的最好视角。
每人都能参与，更何况知识分子，即

使在封建社会里，读书人从骨子里崇尚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到了当今，
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国家也广开言路，
知识分子建言献策的渠道很多，律师是知
识分子中懂得法律和运用法律的人，既能
贴近民生，又能关联上层建筑，所以律师
在为党和国家献计献策方面，是有重要作
用的主力军。近年来，党中央多次召开统
战工作会议和新阶层工作会议，律师作为
重要的统战力量更多地介入了党和国家
的政治生活，律师担任全国和各级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的人数逐届显著递增。
实际上，中国的律师是为中国的革命

事业作出过巨大贡献的，章士钊大律师当
年资助过毛泽东搞革命，而刘崇佑大律师

也帮助过周恩来，不仅为周恩来在天津搞学
生运动时被反动派抓捕而辩护，还对周恩来
出国勤工俭学进行过资助，这都是不应该忘
记的律师功绩。首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
儒和司法部长史良都曾经是律师出身，都是
在上海执业，他们为了民族解放和振兴，都做
了有益的工作，帮助共产党做了很多事。

有人讲中国的政治界没有学法律的，
这样说就太片面了。中国的律师早就担任
过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董必武不仅担任过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还曾经一度担任过代
理国家主席，鲜为人知的是，董必武不仅是
法律科班出身，早年留学日本学习法律，而
且他是一名地道的律师，他于1917年在武
汉与人合伙开办律师事务所。最高人民法
院后来的院长任建新，曾是律师制度恢复
重建之后的一号律师证的持有者。

现在很多的律师事务所一味追求经济
效益，甚至比谁的办公室面积大，其实律师
行业就是个服务业，跟那些商业机构，怎么
好比呢？律师这个行业，是有家国情怀的，
律师的获得感和存在感，其实在于自己的
建议被采纳，无论是个案中的法律意见被
法院或者其他机关采纳而帮助了别人，还
是治国理政的建议和提案被国家所用而泽
惠苍生，这都是“士”的追求。

5 未敢忘忧国

“海红红处，愁煞人情绪。画里

声音诗里句，觅了一回无语。绣窗

金额楼东，是他和雨和风。谁教隔

墙如火，到春到夏能红。”

王昙吟罢神色黯然，就在西直
门外和阿珍作别，径自去了。龚自
珍这位年轻的世家子弟从王昙身上初步
看到了社会的黑暗和天道的不公。他忽
然恐惧地想到，这样的厄运会不会降临
到自己身上呢？人生真是太可怕了。
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阿珍年已十

九岁。按古礼，明年就该举行加冠礼，何
况今年要参加乡试。父亲给他正式定名
自珍，并给他的外祖父段玉裁写信，请他
给自珍取个表字。
自从去年春天和王昙同游翠微山后，

王昙时相过访，和自珍遂成忘年之交。
他在自珍书房里，看过自珍写的功令文
和策论之后，诚恳地对自珍说：“世兄家
学渊源深厚，外祖父段先生海内名家，加
上自己独具的禀赋，文章才气横绝一世，
笔锋凌厉，辞气雄健，罕有其匹。但锋芒
太露，缺少雍容之气，科场之中，恐遭人
忌。我是过来人，老马识途，不能不向您
陈一见之愚。”
自珍点头称是。但又笑着说：“山水

易改，禀性难移。骨鲠在喉，不
吐不快。操切之性要想雍容怕
也难呢。”
有一次王昙告诉自珍，他

又去过翠微山聚岚观几次，始
终没有见到矮道人。不过倒结

识了矮道人的徒弟杨湛卢——就是那次他
们见到的那个道士，现在道号丑面道士，学
问十分渊博。自珍谨记父亲的告诫，不愿说
破龚家和杨湛卢的渊源。王昙走后，自珍又
感慨起来：自己涉世不深，所知十分有限，但
已经知道两个有用之才被摧残，被埋没。全
国之大被埋没的有用之才何止王昙、杨湛卢
两个！“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屈贾谊于长沙，
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这话一
点不假！他多么希望《礼记》中说的“天下
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社会能够早
日实现。到那时王昙、杨湛卢这样的人再
也不会无辜受害，被埋没摧残了！
六月九日，自珍夜晚做了一个奇怪的

梦。梦中他来到一个地方，但见“云廊木秀，
水殿荷香，风烟郁深，金碧嵯丽。时也方夜，
月光吞吐，在百步外，荡瀣之气空蒙，都为一
碧，散清香而离合，不知几重”。一个人告诉
他说，这就是光明殿。梦醒之后，他反复寻
味，这“光明殿”不正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

吗？如人世间像光明殿那样充满
光明该有多好！人主能像天帝那
样公正无私，明鉴万里，人世间就
不会有奸邪当道、无辜受害的事情
发生了！转而又想，光明殿里为什
么也会“荡瀣之气空蒙”呢？

37 龚自珍正式定名 37 女朋友学中文

我跟中文系女生韦华谈恋爱
时，是在读大三，26岁，属于适龄青
年。她知道我父母离异，喜欢询问
我的家庭情况，说要写作就得保持
好奇心，这样，你的世界就会比别人
丰富。她喜欢读《简·爱》和《安娜·
卡列尼娜》，还有《包法利夫人》。我
告诉韦华，我父亲曾经流露出悔意，请我
捎话向母亲致歉，可惜母亲没有回应，于
是局面难以盘活。韦华听了非常焦急，
仿佛是她父母离了婚，为我构思多种方
法以求破局。我为此感动，主动带她去
见我的师傅，一是让她接触民间历史学
家，二是让她听到我母亲的故事。

刘乙己表现出罕见的热情。我家
的故事纷繁复杂，涉及人物不少，事件
脉络散乱，情节重叠悬疑……没想到这
些都被刘乙己说得清清楚楚，讲得明明
白白。毕竟是高考辅导班老师，练就了
超常的概括能力和逻辑本领。我的女
朋友则具备出众的理解能力，她听罢异
常兴奋，转而问我：“既然推断你母亲没
有历史污点，应该让她振作精神，大步
走进新生活！”我回答：“我们研究历史
格外谨慎，一个人物的漏洞可能改变事
件真相，所以不像你们学中文的，依靠
虚构创造新世界。”

韦华便转向刘乙己，心情急迫地问
道：“刘乙己先生，您能举例说明吗？比
如，是什么漏洞改变了什么真相……”我
打断韦华说：“你要称呼刘福禄先生，不
要叫刘乙己。”韦华恍然大悟：“难怪我觉

得跟鲁迅小说重名了……”刘乙己并不介
意，完全沉浸在学术状态中说：“我给你举
个现成例子吧。”说着，将目光转向我问道，
“你姥姥没把闺女嫚儿送给宪兵司令，可是
嫚儿偏偏承认去了高铁桥家。新中国成立
后，还给惠生出具证明材料，以亲历者名义
证明这是烈士之子，你说这逻辑能够成立
吗？”韦华大义凛然地答道：“不能够，这里
头肯定有故事。”俨然成为我的代言人。她
不愧是思想解放时期的女大学生，性格耿
直生猛。我想起自己的母亲，这位旧社会
的女大学生，蒙受冤屈，饱经磨难，性格愈
发内向了。

刘乙己表情凝重地说：“我们研究历史
的讲究实证。国民党宪兵队半夜活埋田文
佐，当时河堤下边另有目击者，那是个半夜
看青的农民，名叫张仁国，新中国成立后参
军立过三等功。他回忆跟田文佐同时被活
埋的还有个姑娘，她身穿花布衣衫，挺直身
板走路，毫不怕死的样子。”韦华瞪大眼睛
望着我，明显吃惊不小。我当即请教师傅
说：“如果这段口述属实，可以认为小树叶
儿有下落了吧？”韦华充满历史责任感，初
步显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气概，她说：“小
树叶儿好像人间蒸发了，我们怎么向革命
先烈交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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