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电视剧《觉醒年
代》的播出，合肥的延乔
路最近很“火”。作为延乔
路命名的亲历者，本文作
者回忆了延乔路命名的前
后，并联系到67年前中央
人 民 政 府 颁 发 的 “ 延 、
乔”并列的革命牺牲军人
家属光荣纪念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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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讲课时的“笑”
杨建民

傅斯年投稿《大公报》
周惠斌

曹禺何以“江郎才尽”
刘效仁

自学成才的金克木
姚秦川

以烈士英模为街区命名

1955 年，安徽省会合肥定下
“以省内地名适当对应方位命名城市
道路名”的规则。比如市区以东西向
的淮河路、长江路为脉络，阜阳路放
在“淮河”以北，桐城路放在“江
淮”之间，芜湖路放在“长江”以
南，大致上如此。那时候没想到合肥
城市建设突飞猛进，到20世纪90年
代末安徽市县名、河湖山川名甚至主
要集镇名基本用罄，道路命名面临

“无米之炊”的窘境，有必要突破创
新。合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中，有
规划专家提出以黄山七十二峰命名道
路的新思路，市政府主要领导主张用
繁华、锦绣、方兴命名主干道，寓意

“开放开发、再造新合肥”的美好愿
景。这些意见形成决议后构成合肥经
开区道路命名的框架。

那时民政部门每隔几年开一次
会，集中命名一批道路。而期间规划
部门在规划道路时，已顺手在蓝图上
取了名，建路时已竖了牌子。2004
年合肥市决定成立一个非常设的地名
专家咨询委员会，在道路规划时就介
入命名。市政府聘请安徽大学校长、
古文字学家黄德宽教授为合肥市地名
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我为副主任，
牛耘、武彪、夏有才等为委员，根据
道路规划建设需要适时拿出命名意
见。但主持安徽大学校务工作的他
（现为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
中心主任）亦表示，因为实在太忙，
他就不参加了，委托我主持。

合肥经开区欣欣向荣，市里决定
将毗邻的肥西县桃花一部分土地拿出
来，由经开区和肥西县合作共建，这
样桃花镇的路名网也就拿到市级层面
命名评审。这一带位于合肥西南，于
是开发过程中新建的道路按命名规则
征询地处安徽西南的安庆市意见。安
庆方面进一步“挖潜”，报来他们那
里一些寓意好的有文化底蕴的地名，
但也提供了一组烈士和英模名，如陈
延年、陈乔年、王步文、邓稼先、程
长庚、严凤英等，希望能用在省城合
肥的道路上。

“延乔路”的诞生

在讨论经开区和肥西桃花镇新增

道路取名时，遇到两个问题：一、按
合肥市地名管理条例，“一般不以人
名作地名”，这“一般”也能理解为
必要时可以突破。我在主持地名专家
讨论时提出，各地都有少量名人做路
名，如许多城市都有中山路，北京有
张自忠路，上海有（戴）安澜路，黑
龙江哈尔滨有（赵）一曼路，江西南
昌和赣州有（詹）天佑路，我们合肥
有纪念烈士的习友路，而高新区命名
独秀山路也寓含纪念陈独秀的意思
嘛，安庆方面的意见可以考虑，“两
弹元勋”邓稼先、京剧鼻祖程长庚等
名人做路名可以为合肥“加分”。
二、陈延年、陈乔年二烈士做路名，
但一个城市应当避免用昆仲俩的名字
做两条路名。

议到这具体细节时，刚从经开区
领导岗位退下来的一位老同志主张把
陈延年、陈乔年合成一条路，叫“延
乔路”，可以理解为兄弟情深，同为
烈士，不宜分开。专家们觉得很好，
形成统一意见，随后上报，延乔路等
一批路名在2013年合肥市第四批道
路命名公示后确认公布。其中，位于
合肥市经开区和肥西县一带的王步文
路、邓稼先路、程长庚路、严凤英路
在延乔路以西排列，已经建成或将要
建成。

作为史学工作者，对中国共产党
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和他的两个儿子
陈延年、陈乔年烈士，我是“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40年前我在寻访陈
独秀墓时，曾写下嵌名七绝：

陈公仲甫已长眠，独把说评留世间。
秀外慧中风水地，墓东十里是集贤。

随后我又通过系列考证，把对陈
独秀生年的辩证文章发在上海《解放
日报》 的 《未定文稿》 和 《合肥晚
报》上，指出《辞海》舛错，《新华
文摘》 转载，《辞海》 再版时订正。
我还在主持安徽名人馆建设过程中，
把他们父子三人列入一组中，精心设
计布展，放在醒目位置。合肥是省
会，包括路名在内的地名要延续厚重

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延乔路通往繁
华、锦绣、方兴未艾，初心得以升华，
使命更显担当。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延乔路的命名树牌，如今产生当初
意想不到的好效果，这倒让我想起两
件事：

一、1953年 2月 21日，毛泽东乘
洛阳号军舰抵达安庆后，曾向安庆地委
书记傅大章询问陈独秀后人情况。傅大
章报告陈独秀三子陈松年还在当地，因
为生活困难不得不出卖房产维持生活
时，毛主席说了一句话：“陈独秀后人
有生活困难，可以照顾嘛！”有此指
示，安庆方面立刻行动，市委统战部开
始给陈松年按月发放 30 元生活补助
金；在确认了陈松年两位哥哥的烈士身
份后，颁发了光荣纪念证；凭烈属身
份，陈松年被安排到窑厂工作。我还觅
得一份安庆窑厂 60 多年前的会议记
录，陈松年作为会计参加，也算是窑厂
的“干部”了。陈松年后来是安庆市人
大常委会委员、安徽省文史研究馆
馆员。

二、30多年前我在安庆陈松年家
宅采访他时，看到毛泽东签署的《革命
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

查陈延、乔年两同志在革命斗争中
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
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

“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恤暂行条例”发
给恤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

主席 毛泽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印）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日

这份露白为“永垂不朽”的革命牺
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中，“延”“乔”
竖排并列。冥冥之中，合肥的延乔路和
它契合？

陈延年、陈乔年和赵世炎等在
1927 年、1928 年先后就义于上海龙
华，墓亦在今龙华烈士陵园。皖籍革命
家张恺帆（生前曾任安徽省委书记、省
政协主席）当年被关押在龙华监狱时，
曾写下绝句《狱中随感》：

龙华千古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由于这首诗留在牢房双人床上铺
内侧的墙上，狱警未发现，以致张恺
帆虽被营救出狱，诗却误收入共和国
十年大庆前夕出版的由萧三主编的
《革命烈士诗抄》而闻名于世。张恺帆
的这首“烈士诗”如今镌刻在龙华烈
士陵园碑林区。鲁迅生前致颜黎明的
信中有“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
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
就死在那里面，所以我是不去的”。那
是对龙华桃花的另一解。感于此，步
恺老诗原韵仿作一首：

延乔千古显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
后代鲜花先烈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莫愁前路少知音，今见后昆怀故
人。令人欣慰的是，合肥延乔路将以

“三园、一线、两延展”的规划思路改
造提升：在路南公园区域建设烈士生平
园，在路中校园区域建设传承园，在路
北广场区域建设纪念园；在主路一线打
造红色文化街区；将路分别延展至繁华
大道和汤口路、集贤路方向。延乔路小
学已经命名。延乔路将和烈士英名一起
彪炳史册，传诸后世。

（作者系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合肥市政协原文史委主任）

延乔路和“延乔”纪念证
戴 健

翻译家许渊冲抗战时考入了
“西南联大”外文系，可对其他系著
名教授的课，也去旁听。在大二学
期初，他旁听了陈寅恪教授一堂

“南北朝隋唐史研究”的课，留下了
一些有趣印象。

陈寅恪在学校极为有名，学子们
有传说，譬如说英国牛津大学请他讲
学，因为战争原因，没有前去等，这
当然形成光环效应。许渊冲将此记入
日记。具体说到讲课，许渊冲在很短
时间，听到陈寅恪几次大笑，他说陈
寅恪讲课时：“两眼时常闭上，一只手
放在椅子背后，一只放在膝头，有时
忽然放声大笑。”这个动作很是形象。
陈寅恪的课，每周只是两小时，可他
只讲一小时，而且每两周来一次。

陈寅恪的课，多给研究生上，所
以许渊冲说“因为研究生注重课外阅
读。他（陈）说图书馆无书可读，只
好沉思默想，这时大笑一阵……他说
同学有问题可以问他，如答不出，就

说不知道。中学老师这样说要被赶走
了，但大学教授如果什么问题都答得
出，那还需要研究做什么？这时大笑。”

陈寅恪还说，提问题“不可太幼
稚，如狮子项下铃谁解得？解铃自然还
是系铃人了。这时他又大笑”。对问
题，陈寅恪还有要求：“也不可以太
大，如见帆动，问心动不动？这是唯
心唯物的大问题，回答不可能精。最
好能提短小精悍，承上启下的关键问
题，如杨贵妃就是唐史的一个关键，因
为‘玉颜自古关兴废’嘛。”这样的要
求，对学子做学问，研究课题，也是很
好的启示。

陈寅恪在这节课最后说：“专回答
不讲解，中国大学还行不通，所以每两
周讲一次，讲的材料不是正史，而是稗
官野史之类。”这些，陈寅恪是启发学
子要广博泛览，不被所谓“正史”拘
牵。听了陈的课，许渊冲评论：“陈先
生讲得有味。无怪乎目中无人的刘文典
先生只佩服他一个人了。”

1934年，《大公报》总编张季鸾
为拓展言论广度，扩大报纸影响，决
定开辟“星期论文”专栏，邀请学界
名流加盟执笔，第一批被邀请的学者
有丁文江、胡适、翁文灏、陈振先、
梁漱溟、傅斯年、杨振声、蒋廷黻等
8 人。据 《<大公报>史》 统计，自
1934年1月至1949年6月，计有200
多位各界贤达先后撰写了 750 篇言
论，其中，傅斯年共发表22篇，成
为投稿最为积极的作者之一。

傅斯年为“星期论文”撰写的
文章，内容集中在“国内政治”和

“国际评论”两个方面。1934年11
月 25 日，他在 《政府与提倡道德》
一文中写道，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
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不是政
治口号，政府提倡道德，应引进公
民契约等理念，培养明辨是非、服
从公义等公德，政治家要以身作
则，否则必然毫无成效，徒增许多
伪善。文章最后指出：当下社会

“国难之急，民困之极”，然而“公务
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

“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
的吗？”

1945 年 2 月，美、英、苏三国首
脑在雅尔塔签订秘密协定，严重侵犯了
中国的主权。傅斯年联络任鸿隽、储安
平等20位著名学者，在《大公报》天
津版“星期论文”专栏发表《我们对于
雅尔塔秘密协定的抗议》，指出：秘密
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
目标，开创今后强力政治与秘密外交的
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
和平，重踏人类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
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
个记录。”

傅斯年还在《大公报》重庆版“星
期论文”专栏发表《中国要和东北共存
亡》，阐述了东北丰富的资源和重要的
战略位置，充分显示了傅斯年开阔的视
野、广博的知识、严谨的论辩和炽热的
爱国激情。

曹禺 （本名万家宝） 23 岁时就
写出了话剧《雷雨》，在巴金主编的
《文学季刊》 上一经发表，便誉满
天下。

在女儿万方笔下，曹禺之所以能
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不只具有
天赋，更是后天读书研习、厚积薄发
的结晶。曹禺自道：“写戏没有别的
路子，更没有捷径，必须认认真真地
反复读剧本，读各种剧本，国内的国
外的，从关汉卿到戏考，到外国的各
种流派。”同样爱戏剧的翻译家英若
诚，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所有能借到的
每一本中外戏剧书籍的借书证上，都
看到了“万家宝”的名字，是为
佐证。

30 岁左右，曹禺即完成了一生
最重要的几部作品：《日出》《原野》
《北京人》……可直到1978年，他才
写出《王昭君》。一个颇富才华的剧
作家，何以“江郎才尽”？

“文革”期间，曹禺的作品成了
同情资本家的“大毒草”。曹禺曾写
道：“我的心痛极了，我有罪，把我
抓去，狠狠斗死了，就算了，十来岁
的孩子有什么错，为什么还要连累我
的孩子们。”此后，曹禺虽然“活

着，却已经不再是自己”。
作为至交和师长的巴金，多次写信

鼓励他，“你有很高很高的才……你应
当记住，你心灵中有多少宝贝啊。”其
实，曹禺也试图努力过，有了一张张人
物表，打了那么多的草稿，最后都不了
了之。女儿问他为什么写不下去，他的
回答是“就是觉得可能出错”。用万方
的话说，“关键是他开始怀疑自己，他
的根基被动摇了。”

曹禺在给巴金的信中也说，“我最
大的痛苦是自己心里得不到安静，时时
刻刻折磨自己，用往事折磨自己”，并
坦陈用安眠药“那剂量对任何人来说，
还是惊人的”。由于过度用药，他还曾
在一次隆重的场合昏死过去。曹禺也曾
萌生“只想从窗子里跳下去”的想法，
幸好万方闯了进来，“你要不来我就跳
下去了。”第二天早上，他说：“跳楼，
只是那么一想，你不要说出去啊。”

后来，被重新戴上种种桂冠的曹
禺，开始用繁忙的公务麻醉自己。“我
是用社会活动麻醉自己，我想写，写不
出，痛苦，就用社会工作来充塞时
间。”对此，女儿万方是理解的。

1996年12月13日，曹禺因长期疾
病辞世，享年86岁。

金克木字止默，笔名辛竹，是著
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与季羡林、陈
玉龙并称“北大三支笔”。令人敬佩
的是，金克木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竟
然还是自学成才。

1935年，23岁的金克木经人介
绍，来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当时
的他只有小学文凭。金克木明白，图
书管理员的工作看似简单，但想要做
好这份工作却并容易，唯一的办法就
是学习“充电”。虽然北大图书馆的
书应有尽有，不过，金克木也不知道
哪些书才能帮助到自己。

经过思忖，金克木想到了一个好
办法，他悄悄地将目标盯到了那些借
书人，打算让他们成为自己的“导
师”。当时，给金克木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一位从十几公里外步行赶来的

教授。每次来时，教授都会用右胳膊夹
着一个帆布包，然后从帆布包里掏出一
张纸，随即将纸往借书台上一放，自始
至终，那个教授都一言不发。

金克木接过那张纸一看，发现上面
全写着一些古书名，于是，他暗自将这
些书名记在心里，待这位教授走后，金
克木赶紧拿出本子，将记下来的书名默
写到一张纸上，然后等有了空闲，便照
着书单到善本书库中一一查看阅读，同
时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

就这样日久天长，这个只有小学文
凭的青年人，硬是凭着顽强的毅力和不
服输的精神，不仅靠自学精通了梵语、
德语、法语等十多种语言文字，还在文
学、历史、天文等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
成就，成为一代奇才，同时与季羡林、
张中行和邓广铭并称为“燕园四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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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的中秋，中秋圆月的漫漫清辉，激发了萧
军的创作灵感，他写作了三首饱含爱意的情诗，诗中所
蕴含的情致，是很深浓的。

1911年，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的萧红出生
于东北的一座小城呼兰。时光倥偬，萧红用她颠沛流
离、贫病交加的一生，在中国文坛上留下了永恒的印
记。萧军是萧红短暂的生命中浓墨淡彩的一笔。也正是
萧军的引导和鼓励，成为萧红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契
机。而他们的爱情，犹如一首跌宕的歌。

初遇被萧军回忆为“不平常的会见，平常的结合！”
在萧红落难的小旅馆里初次相见，二人便生出爱恋。萧

军在一堆乱纸中无意觅得萧红随手画的半幅画和一首
小诗《春曲》，便撩起了萧军内心的柔软爱意，他当即决
定“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
美丽的灵魂！”而当时的萧红，也被萧军踏入这间阴冷
霉湿的小屋时所呈现的豪气鼓舞了，满足了萧红在短
暂的生命旅程中对于“爱”的憧憬与追求，让她扬起了

“只有带着浑身伤痕的战士互相会见时才能感受到的
欢快”。对身陷囹圄的萧红而言，萧军是春天，是希望，

是全部依靠。
1932年的秋天，哈尔滨洪水肆虐，变成汪洋泽国。

在暴风雨夜里，萧军终于把萧红从困境救出来。在患
难中结为夫妻。在坎坷的人生旅程上，这对文坛眷侣
开始了艰难的跋涉。自此，萧红有了坚强的依靠。他
们结婚时,没有戒指，没有仪式，这三首情诗便成为萧
军送给萧红的定情物。有情饮水饱，此时他们物质生
活是匮乏的，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三首短诗成为他
们爱情的见证，映射出萧军和萧红之间最真挚最质
朴的情谊。

情诗虽寥寥几句，但其中的情绪表达，旧体运用，
文字掌控，都十分自如，令人感怀。将甜蜜恋人的心
中所感、心中所念都囊括其中。“结得鸳鸯眠便好，何
关梦里路天涯。”萧红和萧军就是一对甜蜜且苦着的
鸳鸯，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彼此的相爱和甜蜜。此后的
一段日子里，虽时局动荡，贫穷、饥饿、疾病接踵而
至，但在命运的渡口，他们仍紧紧相依，相濡以沫，无
论苦辣酸甜，都携手并肩。在萧红病倒在医院却无钱
医治时，萧军为她大闹医院，为她写下“浪抛红豆结
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的美好诗句。她为他扎起围
裙，煮饭烧菜，在呼啸的风雪中等他回家。而萧红更
是在爱人的鼓励下，对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王阿
嫂之死》为她的文学之路铺垫了一块有力的基石，自
此，她把民族灾难、历史疾苦和个人不幸，统统倾注
笔端，如万斛泉涌，不择而出，轰动中国文坛，萧红的
文学之树，缕缕开花，一部《跋涉》更成了他们爱与生
命的见证。那段时光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即
便穷苦，却甘之如饴。

萧红箫军，合起来就是“小小红军”。在那些烽火连
天的岁月里，他们相扶相持，不离不弃。虽然后来他们
分道扬镳，但那段真挚的爱情依然是一道绚丽的虹，映
照着他们彼此的记忆，也映照着整个中国的文坛。

浪抛红豆结相思
——1932年中秋萧军寄萧红情诗三首

王十

1932年中秋萧军致萧红诗三首，发表在1932年的
哈尔滨《五日画报》，此为萧军1989年重书。

浪儿无国亦无家，只是江头暂寄槎；
结得鸳鸯眠便好，何关梦里路天涯。

浪抛红豆结相思，结得相思恨已迟；
一样秋花经苦雨，朝来犹傍并头枝。

凉月西风漠漠天，寸心如雾亦如烟；
夜阑露点栏干湿，一是双双俏倚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