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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中共党史研究上有个 %7年
未解之谜：#8!#年 %月 $7日，上海
酷暑闷热的晚上，中共一大的代表
们来到法租界望志路的一幢石库门
里举行闭幕式。不料一个“穿灰布长
衫”的不速之客闯入了会场，借口找
人通知，随即匆忙离去；共产国际代
表马林立即提出中止会议，马上转
移。不到 #0分钟，巡捕房开来两辆
警车包围李公馆，然后冲进公馆翻
箱倒柜，搜查盘问，怏怏而去。这位
“穿灰布长衫”是谁？一直是中共党
史谜团之一。

!77%年，我们去拜访 #7$岁的
薛耕莘老人。走进梧桐成荫的徐汇
区岳阳路，来到欧式公寓成排的 %8

弄。淡黄色水泥拉毛墙面的 !#号公
寓，建于 !7世纪 $7年代，建筑高三
层，双坡屋顶，现代建筑风格。东边
立面外墙保留有贯通上下的宽大烟
道。走进薛先生二楼房间。见到了比
想象中略显精神的薛老，虽然他的
口齿已不太清楚，但从他的话语中
依稀辨出一些往事记忆。他女儿拿
出了当年的照片和一叠资料，向我
们娓娓道来老人的一段段爱国的传
奇经历和 %7年党史之谜底。
薛耕莘9:87;年—!771年<字仰

衡，法文名约瑟夫·薛，晚年因“畊”
字较为生僻，因此户籍中作“耕”字，
研究生学历。他父亲是中国人，母亲
是英国人。九岁留学比利时，精通三
国语言。:8$"年考入法租界巡捕房
任翻译。$"年代末，他的上司程子
卿曾跟他聊及：:8!:年 %月 :日前
的一周，中央巡捕房的便衣巡捕在
萨坡赛路（今淡水路）上例行巡逻
时，拦下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们操
着一口北方话，在他们身上还搜出
两颗手雷。司法警察将其带回巡捕
房后，我们进行了审问，最终了解
到：有政府官员许诺，如果能将这两
颗手雷扔到共产党开会的地方，就
给他们一万大洋。他们还透露，即将
在 %月 :日开会的 :!位红色政权
领导人中的一人，将开会的信息出
卖给段祺瑞元帅。我将此事报告刑
事组长查扎尔（=.)>)+）先生。于是，
法界巡捕房派密探程子卿进入李公
馆侦察并见机行事。程子卿终年身
穿旧式的长褂，夏天单穿棉布长衫，
冬天在里面衬上双层棉夹袄。“穿灰
布长衫”的程子卿，奉命“闯”入李公
馆，打断了会议议程。“穿灰布长衫”
的一“闯”，从此，也改变了中共建立

的历史进程。
:8$:年 3月 !!日，薛耕莘刚入

巡捕房。邓毛毛撰写的《我的父亲邓
小平》一书中曾描述这样一件事：“当
年的地下工作者黄慕兰告诉我：‘我
当时和一个律师在上海法租界一咖
啡馆，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在巡捕房作
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 :7

万元的一个共产党头头抓到了，他是
个软骨头。我一听，这不就是中共总
书记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
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 ::点，周
恩来、邓颖超、蔡畅等几个人赶快转
移到一个法国人开的饭店里”。和黄
慕兰一起在咖啡馆的那个朋友就是
薛耕莘的同学，名叫曹炳生。向忠发
的叛变，正是薛耕莘专门透露给他
的。这一无比珍贵的情报使周恩来等
人及时躲过了敌人的疯狂搜捕。
薛耕莘利用他法租界巡捕房的

特殊地位，巧妙周旋于法国人、共产
党与国民党之间，做了许多别人做
不到的事。:8$;年 ::月的一个夜
晚，法捕房三楼政治处突然来了几
个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他
们手持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的拘
票，声称在法租界侦查到了一名共
产党姓李的重要人物。薛耕莘听了，
立刻联想到宋庆龄通过杭州市市长
赵志游的夫人的“打招呼”。当晚，秋
风萧瑟，薛耕莘和上司———查缉班
班长席能，前往巨籁达路 9今巨鹿
路<。法国人席能出身贫困，对薛耕
莘帮助共产党的行为一直默许。他
俩敲开了门。对李加德略加盘问，在
床下的一只箱子夹层里，搜出了一
张英国麦加利银行的存折，存款
!%4;万英镑。席能对那人说：“这张
票子由薛先生帮你保存。”不一会
儿，法捕房随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
一伙人前来搜查，结果一无所获，只
得将李带走。薛耕莘意识到，许多共
产党人被捕移提苏州高等法院后就
被国民党政府杀害。因此，薛耕莘对
淞沪警备司令部据理力争，坚持移
提要有充分的证据。一周后，淞沪警
备司令部因拿不出什么证据，李案
不了了之。事后薛耕莘设法将存折
归还给李，又派人用汽车将其送走。
过了一个星期，薛耕莘接到李加德
约见面的电话。一位姓秦的戴眼镜
年轻人，再三拜谢薛耕莘。后来，薛
耕莘知道秦先生就是秦邦宪———中
共中央领导人博古。

:8$0年初，薛耕莘抚养了一位

疑为共产党重要人物方女士的女
儿。:8;3年春，蒋介石“手谕”将薛耕
莘逮捕审查。薛耕莘的辩护律师与
中统上海站负责人刘槐出庭辩护，
刘槐伪造了一份文件，“证明”薛耕
莘非但不通共，且于 :8$;—:8$3年
间，在法租界协助中统逮捕共产党
数十人之多云云。最后上海高等法
院仍判他徒刑三年。不料上海解放，
:80:年的镇反运动中，刘槐的庭证
之词及伪造的文件，尽管是虚拟假
构的，却成了上海市军管会未经调
查而用于定罪的依据，因此，他被判
处无期徒刑，再次被捕入狱。一直到
:8%0年才特赦。:81:年 0月，平反
后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
薛耕莘———这位旧上海法租界

巡捕房第三号人物，有着奇特的生
涯：按帮会排座，他的辈分当在杜月
笙之上；大汉奸汪精卫查缉的国民
党政府重要档案，他藏匿了数年；他
接济过中共地下组织的高级领导人
李克农；他受命于宋庆龄……他有
着法租界巡捕房特级督察、国民党
政府少将参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离
休干部三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尽管
度过二十五年艰难的铁窗生涯，他
身上却没有烙下苦难生活的影子。
从国民党监狱出狱后，法领事邀他
加入法国籍；上海解放之初，担任民
盟淮海路支部委员的薛耕莘赴香
港，亲戚为他申请了定居香港的手
续，但是他最终选择回上海。这一
切，正如我们与他交谈临别时，他嘴
里念叨的一句话：“妈妈临终告诉我
‘你要爱你爸爸的祖国’”。

薛耕莘：党史揭谜之督察长
□ 黄树林

! ! ! ! 3月 !"日晚，纪念越剧改革 %"

周年压台大戏———大型史诗越剧《舞
台姐妹情》于逸夫舞台隆重上演。《舞
台姐妹情》以剧作家薛允璜编剧的越
剧《舞台姐妹》为基础，适当吸收了电
影版《舞台姐妹》元素，讲述了女子越
剧初期，一对从绍兴小山村来到上海
大都市“越坛姐妹花”竺春花和邢月
红的姐妹情、舞台梦以及她俩各自不
同的人生选择与不同命运。
该剧汇聚了九代越剧人，年龄

最高者周宝奎 8;岁，徐玉兰也已
8$岁，阵容十分豪华，九代同堂，三
对主演，各种流派纷呈。这既是女子
越剧艰难发展史的缩影，又是越剧
各种流派豪华展示厅。
这次，孙岱为我送来两张上佳

戏票，左边坐着小提琴协奏曲《梁
祝》作曲者何占豪教授，前边坐着著
名越剧演员茅威涛，我与爱人能躬
逢其盛，真是不胜荣幸，万分喜悦。
剧场灯光渐暗，舞台灯光亮起。

大幕徐徐拉开，从舞台处传来凄婉、
幽怨的越音合唱：年年难唱年年唱，
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水不断，
跟着流水走天下。
舞台灯光聚焦讲述人：著名越

剧表演艺术家吕瑞英亮相，由她介
绍剧情。

幽幽越音，穿越时空，将
观众带回上个世纪 $" 年代
越剧乡村的万年台。第一对
主演亮相：范派小生吴凤花
饰邢月红，吕派花旦吴素英
饰竺春花。邢月红和竺春花一曲越
剧《梁祝》获得阵阵掌声。看戏的有
坐船来的毛老爷（毕春芳饰）、倪老
爷（京剧武丑孙正阳饰），乡绅倪老
爷见月红貌美，欲加调戏。为救月
红，邢素梅（赵志刚饰）被毒打重伤，
师姐春花被绑示众。邢师傅受此打
击，一病不起，临终前，嘱咐春花、月
红结拜姐妹，认真唱戏，清白做人。
吴凤花和吴素英均有武功底子，

在竺春花与邢月红跟地方恶势力斗
争时，设计了开打场面，煞是好看。
这场戏里有赵志刚大段的尹派

唱段，吴凤花大段的范派唱段，戏迷
大呼过瘾。

第二对主演，方亚芬饰竺春花，
王君安饰邢月红。班主阿鑫（史济华
饰）带着姐妹俩来到上海唱戏还债。
十里洋场的上海滩，鱼龙混杂，各色人
物俱全。越剧皇后商水花（章瑞红饰）
风光无限，“戏迷领袖”沈家姆妈（苏州
滑稽剧团顾芗饰）说一不二。初来乍
到的姐妹俩见此状况惴惴不安。戏院
经理唐亦帆见她俩貌美，心生邪念。

孩提时，我在恩派亚（后为嵩山
电影院）戏院看过越剧“筱丹桂之
死”，舞台中央置一只棺材，让害死
筱丹桂的戏院经理张春帆披麻戴孝
跪着。这个唐亦帆有张春帆的影子。
狡猾好色的唐经理用两张支票

引诱她俩，春花不为所动，月红听信
唐的花言巧语，被名利诱惑，告别舞
台嫁作唐妻。春花苦苦相劝，月红硬
不回头，姐妹俩以一曲《梁祝·送兄
别妹》凄然分手。
这一场戏，很有看点。王君安是

尹桂芳嫡传弟子，扮相俊美，尹韵十
足，举止洒脱，台风了得，却要反串
旦角，饰邢月红，且火线加盟。邢月
红追求生活享受，酷爱打扮，虽然她
与竺春花人生道路选择不一样，但
她仍有姐妹情，生活上处处想着竺
春花，赠衣服给春花。竺春花处处想
着师傅遗训：认真唱戏，清白做人。
她向昆曲郑师傅（蔡正仁饰）学戏，
以提高自己的演技。方亚芬不仅袁
派唱得十分醉人，而且做功十分到
位，非常迷人。《梁祝·送兄别妹》一

场戏，这是竺春花与邢月
红最后一次合作演出，竺
春花无奈又无助，可叹又
可恨的心情，要通过祝英
台对梁山伯依恋而又绝望

的心情表达出来，一举一动既是竺
春花又是祝英台，她面对的既是梁
山伯又是邢月红，演得入木三分，十
分传神。
著名京剧演员关栋天饰的戏院

唐经理，活脱像解放前戏曲商人，捧
红艺人，糟蹋艺人，大笔捞钱，过着
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奢靡享乐生
活。舞台上，夜上海的音乐与霓虹灯
酷似旧上海。

第三对主演钱惠丽饰邢月红，
单仰萍饰竺春花。春花在地下工作
者金涛（许杰饰）与《申报》记者汤诗
娟（著名沪剧演员茅善玉饰）等人的
帮助下，决定将鲁迅小说《祝福》搬
上舞台。虽收到有子弹的恐吓信，但
竺春花无所畏惧。而月红婚后认清
了唐的真面目，又意外得知家里藏
着的疯婆是唐的妻子，且传来春花
作证她偷情原来是小报记者造谣，
她悔恨交加，想服药自尽。这场戏
里，著名越剧演员郑采君、筱月英、
金采风、曹银娣等一一亮相，戏迷饱
了眼福，又饱了耳福。

春花独自返乡祭祖，大难未死
的月红在阿鑫护送下也回到家乡，
一对舞台姐妹又在家乡舞台上唱起
了《梁祝》。
尾声，舞台两侧：一侧簇拥着表

演艺术家徐玉兰；一侧簇拥着表演
艺术家王文娟，两队相向渐渐靠拢。
徐玉兰与王文娟亮相。
王文娟唱：当年春花一点红，今

日满园笑春风。姐妹并肩开新路，历
尽沧桑情谊重。徐玉兰接唱：蓦然回
首心潮涌，风雨百年看苍穹。呕心执
教，请看那，越音万里，四海飘送，一
代更比一代红。此剧在情字上做足
文章：情在编导的激情创作中，情在
角色碰撞的火花里，情在老演员的
鼎力扶持下，情在戏曲院团合作中。
不落的大幕下，走出节目主持人

叶惠贤，他盛情邀请专程从北京赶来
祝贺这次盛会的电影《舞台姐妹》竺
春花扮演者电影表演艺术家谢芳。

谢芳以一轴书法作品作为贺
礼，赠给主办方，且让台上台下一起
唱电影《舞台姐妹》序曲：年年难唱
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只要河流
水不断，跟着流水走天下。
此时，越剧盛会达到了高潮，情

在舞台，愿情也延伸至生活，延伸至
未来，延伸至戏曲繁荣发展中。

躬逢越剧盛会
———观《舞台姐妹情》

□ 杨云棠

! ! !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
二周年之际，徐汇艺术馆于 3月 !1

日至 %月 :;日举办“向毛泽东致
敬！”邵清林当代系列肖像画展。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展览的整体设计思路在社会
转型期具有特殊的意味。

邵清林选择毛主席在最好时
期、最佳状态和最光辉的形象，用
中国气质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在继
续进行写实性的人物主题绘画创
作的基础上，营造了些许陌生化的
感觉，努力与过去这类题材的作品
拉开距离，着力展现领袖亲和力生

活化的一面，结合流行时尚元素、百
姓喜闻乐见的形式，用小色彩稿反
复调制，形成高级灰色系的组合系
列展现，强调平面装饰概括的现代
艺术导向，赋予作品以新时期所具
有的鲜明特征！

如果说普及时尚文化，是以市
场需求为导向，更接近（版画）工艺
印制的话，那么邵清林则是主动自
发地进行主旋律创作，在娴熟运用
装饰流行艺术元素的基础上，借手
绘功夫的妙笔，使色彩对比微妙鲜
明生动和素描的笔触有力体块完
整，更具有唯美主义的艺术性和创
新张力。

“向毛泽东致敬！” □唐丽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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