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万名山东女新疆农垦戍边60

周年”纪念日里，我非常怀念我的姑
姑贺书仙。1 9 5 4年4月，姑姑同山东
12000名女兵一起到了新疆，义无反顾
地投入到了巩固边疆、建设边疆的洪
流之中。虽然她60多岁就离开了我们，
但是她的音容笑貌永远刻在我们的
脑海里。

姑姑走时，从没出过远门的祖母
破天荒第一次挪动着小脚哭着到离
家2里远的牟平城去送小姑。去新疆
前，小姑贺书仙在牟平县政府当保育
员，是家里姊妹中最小的，去新疆那
年仅有19岁，祖母对这小女儿去新疆
一直记挂在心，不愿意让她走那么
远。但是，姑姑决心下定了，谁也改变
不了。就这样，小姑随着众多姐妹来
到了新疆的乌鲁木齐，休整三个月
后，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市149团。

姑姑个子不高，但干起活来非常
泼辣，当年胶东特委书记理琪在雷神
庙休整时，祖母曾给他们送过馍馍
干，雷神庙战役时我家的房子曾被日
本鬼子烧毁了，烈火熊熊，小姑、大姑
和我大哥从火海里爬出来，捡了一条
命，这也是她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根
源。据说，那时我们家确实过了一段
很苦的日子，要在废墟上另建起自己
的房子谈何容易？奶奶和姑姑只得靠
挖野菜充饥，是共产党领导我们过上
了幸福生活，这一点姑姑永远不能忘
记。

在兵团里，小姑看到了比她去得
早的女兵个个天不亮就下地劳动，天
黑才收工，自己也增加了战胜困难的
决心。那时，条件较差，刚去时没有宿
舍，搭起帐篷算是宿舍，帐篷搭在有
水源的地方。那年的夏天，小姑和姐
妹们睡在帐篷里，半夜觉得身边软绵
绵的，手一摸，打开手电一看竟是一
条蛇，终究是女同志胆子小，小姑大
呼一声“妈呀”跳了起来，周围的姐妹
们也纷纷一起跳起来，不敢再睡了，
那一晚，她们仅睡了三四个小时的
觉。

新疆天气变化无常，天热的时候
最高有40度，天冷的时候零下40多度，
滴水成冰，温差相当大，姑姑在这样
恶劣的条件下，搬玉米秆、干农活从
不落下。夏天，再苦再累毫无怨言，既
要干活，又要拍打飞扑过来的超大个
蚊子；冬天既要劳动，还要不时地搓
手、跺脚，预防脚冻僵了。恶劣的生
活、劳动环境锻炼了姑姑的意志，姑
姑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不久便
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她曾参加过
农八师莫索湾的开荒建设，先后任农
八师、一四九团连队指导员、一四九
团三营学校政治指导员、一四九团政
二组干事直至病逝。1965年姑姑被评
为兵团劳模。那时兵团还将她的事迹
编成歌：“山东姑娘贺书仙，苦活、累
活干在前……”在她病重时，嘴里念
叨着：“最遗憾的是1966年要到北京开
会，由于文化大革命没能去成。”这是
她终身的遗憾。。

由于小姑贺书仙任指导员时总
是以身作则，重活脏活冲在前，工作
劳累，积劳成疾，开垦莫索湾环境恶
劣，小姑先后患了上风湿性关节炎、
胃病，老家有人写信劝她调到烟台工
作。小姑却认真地说：“我到新疆永不
后悔，大家有病就调走，新疆怎么
办？”就这样，她不但自己没有调走，
还将我的姐姐也调到了新疆，姑姑的
行动深深地感染了我们后一代，姐姐
也和姑姑一样在新疆入党、结婚、生
子，扎根在边疆。

姑姑，您安息吧，您看，那绿洲上
还有您的滴滴汗珠，原来搭帐篷的地
方已是高楼大厦，水、电、暖比我们山
东也不差。姑姑却因劳累积劳成疾，
长眠在新疆这片她曾经流血、流汗战
斗过的地方，她真的像兵团领导和王
震将军说的———“将尸体埋在了天山
脚下了。”

周至的三人行

白居易在德宗贞元十五
年(公元799年)考中进士，那一
年他二十九岁。宪宗元和元年
(公元806年)，授周至(现西安市
辖县)县尉。按唐制，县令之下
设县丞一人，主簿一人，县尉
一人，在这个排序中他是第三
把手。县尉的职责有点像今天
的经济官员。

白居易在周至交了两位
挚友，一位是陈鸿，他也是进
士，与白居易几乎同期入仕。
他是一位小说家，常常“为文
辞意慷慨，长于吊古，追怀往
事，如不胜情”；另一位就是山
东琅琊人王质夫。琅琊是今山
东临沂，自古出名士，诸葛亮
是那里的人，孙武子也是那里
的人，然而这位王质夫不入
仕，隐居山野草莽之间，是个
避世的人。两位进士与一位草
根相交甚笃，可见这位草根也
不是等闲之辈。

白居易公务之余常邀了
陈鸿来找王质夫玩，或一同饮
乐，或一同郊游。当年周至有
一座仙游寺，名气斐然，公元
806年12月三个挚友同游寺院，
途中就说起了杨玉环和李隆
基的往事。陈鸿是性情中人，
吊古凭今不免唏嘘，于是王质
夫就建议白居易用诗的形式
讲述这个故事。这是一个大胆
的创意，因为在这之前的中国
诗歌史上，使用乐府诗叙事的
作品以《焦仲卿妻》为代表的
汉朝诗歌达到一个高峰，煌煌
大唐出了李白、杜甫等群星般
的诗人，却还没有在乐府诗上
与前朝比肩的作品，从这个意
义上说，这是一次挑战。青春
勃发的白居易心中的火被王
质夫点燃，古往今来无数悲欢
离合的爱情涌上心头，他把情
感寄托在《长恨歌》两个主人

公身上。《长恨歌》的后部有临
邛道士鸿都客用法术寻找逝
去的杨贵妃的描写，“上穷碧
下落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最后在一处仙山找到已经更
名为太真的杨贵妃，用仙游结
束了诗歌，然而这首诗不正是
从仙游寺开始的吗？不能不
说，仙游寺是《长恨歌》创作的
一个关键词。

放下官架子

白居易在周至做县尉不
足一年，次年即调充进士考
官，后授翰林学士。他与王质
夫在周至分别，分别后的他想
念着王质夫，在新的任上写下

《翰林院中感秋怀王质夫》的
诗：“何处感时节，新蝉禁中
闻。宫槐有秋意，风夕花纷纷。
寄迹鸳鹭行，归心鸥鹤群。唯
有王居士，知予忆白云。何日

仙游寺，潭前秋见君？”这正是
写下《长恨歌》一年之后，也是
一个秋风吹落残花的傍晚，他
想起一年前在仙游寺那次难
忘的创作启示，正是王质夫给
了他灵感和创作勇气，他多么
希望再见到这位能抒胸臆的
朋友啊。

一位朝廷命官崇尚一位
山野居士，可见王质夫的人文
魅力。白居易赞扬他是“濯足
云水客”，而自叹自己“折腰多
苦辛”。他的心情是矛盾的，性
情使然让他羡慕王质夫，命运
使然让他离不开官道。没有选
择归隐的白居易有许多仕途
的朋友，元稹是与他同年及第
的进士，刘禹锡与他是同朝刺
史，他与这些官员朋友诗词赠
答，唱和人生，然而他写给这
位山野朋友的诗一点也不比
给官员朋友的诗少，有人做过
统计，白居易在周至有诗39首，

写给王质夫的竟有13首，可见
王质夫在他心中的分量。

白居易为官闲暇就到王
质夫结庐的蔷薇涧走走，他说

“胜地本来无定主，大都山属
爱山人”，说是看山，其实是看
人。在另一首《袛役骆口，因与
王质夫同游秋山偶题三韵》中
说得更明白：“平生烟霞侣，此
地重徘徊。今日勤王意，一半
为山来”。他们意趣相投，“林
间暖酒烧红叶，石上题诗扫绿
苔”，远离了“一为趋走吏，尘
土不开颜”的压抑。

痛失挚友

然而两个友人离开了，有
诗遥寄，再难相聚。白居易官
阶日加，身居庙堂之高，又遭
贬谪，宦游于江湖。大概十年
以后，大约在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上，抑或遭贬在江州司马的
旅途，白居易遇到一位从四川
梓潼来的朋友，从那个朋友嘴
里得到王质夫辞世的消息，不
禁悲痛万分，写下了《哭王质
夫》，其中“客从梓潼来，道君
死不虚。惊疑心未信，欲哭复
踟蹰。踟蹰寝门侧，声发涕亦
俱。”悲痛之情溢于满篇。

王质夫的诗篇没有留下。
当年它曾留在白居易的奁中，
白居易崇他为不为五斗米折
腰的陶渊明、游历江湖的山水
诗人谢灵运以及竹林七贤的
嵇康和阮籍。他也陨落了。

在这场痛哭之前，白居易
曾有诗《寄王质夫》，已经知道
他“君佐征西幕”。是知道他在
征西的军中辅佐军务。现在知
道王质夫死在四川梓潼，他是
怎么死的？不可考。

王质夫两唐书无传，唐人
笔记亦无记载，是白居易记录
了他，他活在白居易的诗篇
中。我们才知道了一位为《长
恨歌》出谋划策的山东人。

□孙葆元

为白居易策划《长恨歌》的山东人

60年前
姑姑进疆戍边
□贺宝璇

【走南闯北山东人】

在我的印象里，山大教授
的子女都异常清高，赵俪生的
女儿赵绛简直可算孤傲，童书
业的女儿童觉英，虽不够孤傲，
也十分孤僻。她很瘦弱，胳膊比
筷子粗点，常常微笑，可眼中闪
着冷峻的光，使生动的面孔过
分严肃，一副不与常人搭腔的
架式，让人很难亲近，人群中绝
少见到她的身影。

她非常喜欢读书，但是，
学校不大的阅览室里却见不到
她。她常常是一个人躲在树荫
下，口中念念有词，偶尔在栈桥
一侧的报亭边见她飞快地浏览
杂志，独来独往，连一个玩伴都
没有。

我与她因书结缘。初识的
第一句话她说的是：“你怎么还
会背书？”不无惊诧，也不无轻
视。但我还是愿跟她打交道。因
为她订有《收获》杂志，《收获》
初创刊时大受欢迎，配额订阅，
图书馆里难觅新的，她却得天
独厚。新书到来之后，第三天她
就扔给了我，侧问一二，居然可
答，她的阅读速度给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

渐渐熟稔，就谈读书。她告
诉我书的差别不啻霄壤，有的
得背，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有
的大可不必浪费时间，浅尝即
可辄止，特别是跟风的文学作
品，浅薄得很，一目了然，未经
时间考验，速朽者只宜速读。

她说，这是她父亲的读书
经验。我这才知道她竟是童书
业的女儿。

童书业是山大名教授、
金石考古学家，早就耳熟能
详，自然神往。一天，她对我
说：“难得呀！我父亲想见见
你。在他心目中，我的朋友都
是猫狗之属。”于是，就谈及
童教授的逸闻。

这些逸闻反映了第一代教
授的个性。比方说童书业不修
边幅，穿得活像个乞丐，被带到
派出所，自报家门却是山大教
授，让学校派人才领了回来。
童觉英说：“确有其事。那是
我爸爸在思考问题，所以对
警察的盘问才置若罔闻。再
说，他对警察也压根不感兴
趣。”我问：“不能让他穿得整
齐点吗？”她说：“我爸爸对那
班衣冠楚楚者不屑一顾，说
他们都是沐猴而冠。”再比方

说他领工资。那时都用工资袋，
里面放着现款，点清之后签字
离开。童先生领了之后却不走，
只盯着工资袋看，把财会人员
看得莫名其妙，最后拎起工资
袋一抖，里面掉出来一枚硬币，
童先生这才抓起来走开。对此，
童觉英也鄙夷不屑：“燕雀安知
鸿鹄之志？俗人根本不理解我
的父亲，他是一个一丝不苟的
人。”

终于有机会见识到何谓
“一丝不苟”。童觉英绝少看电
影，中山路路口的展览馆放映
厅是领导审片之地，我们占了
便宜也常陪同，她却从不光临，
却到丙级电影院看了场《一江
春水向东流》，而且哭成了泪
人。不久，她让我看一张废电影
票，工工整整地记着某年某月

某日，陪女儿观《一江春水向东
流》。童觉英说：“这就是我的父
亲！他说每个人的轨迹都是历
史，得严肃，不可儿戏！”

也是因为书缘，我被引进
了童先生的书斋，女儿先自嘲：

“你看着零乱不是？其实对爸爸
来说，却是井然有序的。谁都不
敢动，一动就乱了，他要发脾气
的。”

不过那天的童先生却一丁
点脾气也没有，反而很健谈：

“听说你能背书？背段我听听。”
表现自己的机会来了，我

卖弄地一口气背完了《归去来
辞》，本想会博得喝彩，不想却
只得到了两个字的评语：“差
可！”

先生说读书必须倒背如
流，存在卡片上远不及存在脑
海里。当时报端正宣传陆侃如
有十万卡片，先生却拍拍肚皮
说：“我有百万卡片！”他那才叫
背书哩！说着说着，引经据典，
张口就是原文，说到《史记》、

《资治通鉴》这样的巨著，他也
大段大段地背诵原文，即使那
枯燥乏味的《食货志》他也如行
云流水，朗朗上口。他说：“书背
得滚瓜烂熟，那才成了自己的
学问。”

他指责我们：“你们这代
人 ，就是不 肯 背书。什么 叫

‘怠’，懒虫之谓也！希望你不做
懒虫。”

这是我平生与先生唯一的
一次近距离接触，却给我留下
了终生不灭的回忆。

□安家正
书友童觉英【“中学忆旧”之三】

1956年，童书业夫妇与顾颉刚(中)摄于青岛。

长恨歌

【名人印记】

《长恨歌》不仅是白居易的名作，也是《全唐诗》桂冠上
璀璨的明珠，这首诗从策划到诞生离不开一位山东人———
王质夫。琅琊人王质夫隐居山野草莽之间，是个避世之人，
却与白居易相交甚笃，可见这位草根不是等闲之辈。有人
做过统计，白居易在周至有诗39首，写给王质夫的竟有13
首，可见王质夫在他心中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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