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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故人依旧
——写在符克烈士牺牲80周年之际

朱渝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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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笔

三亚海棠湾龙海风情小镇，一个家家
户户住着别墅，人人从事和旅游有关行业，
颇具乡村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生态文明安
置区。曾经和土地一辈子打交道的农民，
如今身份蝶变，角色转化，集体融入三亚国
际旅游消费中心的行业圈，乘着海南自由
贸易港建设的东风，开启了新的人生，尝试
着多元化的谋生手段，以另一种全新的生
活方式，谋划着未来的幸福生活。

走进小镇，一排排具有乡村风情的
别墅映入眼帘。别墅传承了中华传统建
筑的精髓，融古雅、简洁、富贵于一体，青
砖灰瓦、格调统一。远远望去，有种远山

近年来，“数学天才”形象逐渐走入影
视剧，完成了从配角到主角的转型，如西
班牙电影《极限空间》、美国电影《决胜二
十一点》和我国谍战剧《暗算》《誓言》等，
不但让普罗大众得窥数学的逻辑魅力，还
衍生出跨学科创作的诸多可能，从文化层
面赋予观众强烈的艺术美感。

影视剧里都有哪些数学天才？当数
学与影视联姻又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
花？

在谍战剧与悬疑推理剧中，叙事的陌

2019年2月4日，吾与亲友一行8人
由重庆飞抵海口。在琼期间，专程驱车到
了文昌市昌洒镇宋氏祖居、宋庆龄纪念
馆、符克烈士纪念园等地，参观、游览、收
集相关资料。回渝后，对之前所写文稿
《笔墨放异彩 正气满乾坤——符克先生
纪念册之两帧珍贵题词及其联想》一万多
字文稿进行修改、配图。此文收入《笺染
墨香》一书（朱渝生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
社2019年5月版）。由于当时时间仓促，
采访不够深入，再加上之前掌握的资料有
限，故有诸多关于符克烈士光辉事迹和珍
贵图片未能入书，留下些许遗憾。

今年8月8日，是符克烈士牺牲80周
年纪念日。值此续写一文，权当姊妹篇，
献给海南文昌市符克烈士纪念馆和符克
先生的后代。

符克（1915—1940），原名符家客，
1915 年出生于文昌县昌洒东泰山村。
1927年，符克担任昌洒乡童子团团长。
1928年，符克就读于广州市南海中学。
1933年，符克高中毕业准备报考大学，彼
时，远赴南洋谋生数年的父亲恰被资方
辞雇。符克遂按父亲意愿侨居越南，在
西贡市一小学谋得一教员的工作。

1935年春，符克在亲戚的资助下，从
越南回国求学。同年夏初考取位于上海
的国立暨南大学，在师范部侨民教育师资
训练班学习。1938年春，符克前往延安，
在陕北公学进修，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秋，党中央为了进一步扩大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动员和组织华侨参加抗日
救国运动，组建海外工作团，朱德担任海
外工作团主任，陕北公学副校长成仿吾负
责具体组织工作，符克负责宣传事务。

海外工作团成员由延安高校21位进
步青年组成。他们分别来自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
1938年深秋，海外工作团从延安启程南
下，团员们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周
恩来接见。关于此事，符克的老战友钟萍
在1981年9月11日，写给李光邦、符曼芳
（注：符克烈士女婿、女儿）的信中有记载：

“海外工作团到了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周恩来同志多次接见我们，给我们开会，向
我们作国内外形势报告，指示我们海外工
作团要化整为零。并对我们说，现在的情
况不同了，不宜公开组织团体出国。”

之后，海外工作团成员来到广东，取
道香港分别前往东南亚各国。考虑到符克
有在越南工作的经历，对当地情况比较熟
悉，语言沟通无障碍，党组织决定派符克前
往越南西贡宣传、组织抗日救国工作。

1939年，日军侵占琼崖。消息传到
越南后，爱国华侨义愤填膺。随后，符克
在越南组织旅越华侨回乡服务团，他带领
该团40多位战友，从越南西贡经香港，再
由广州湾偷渡返回日冠占领下的海南岛
（之前泰国团有一支渡江小分队 7 人遇
难）。旅越华侨回乡服务团到琼后，来自
新加坡团、泰国团、星洲团、香港团等团已
经到达琼崖。经总会同意，诸团合并成立
总团，符克为总团长。他带领整合后的全
团同志在海南积极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由于琼崖地理环境特殊，交通不便，总会
还决定设立“琼侨总会救济部驻琼办事

处”，委任符克为办事处主任。
1939年2月10日，琼崖沦陷。同年

3月，符克与符气鎏等人秘密商议，发起
组织越南琼侨回乡服务团。符克被选为
团长，符气鎏为副团长。奉党组织指示，
抗战胜利后，符气鎏继续在越南发动华
侨支援越盟党（越南劳动党的前身）的抗
法斗争和越南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为
同一战壕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在他们
之间有诸多不被大众所知的抗战情谊和
铁血传奇故事。

1940年8月8日，为了争取广泛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抗日，符克
以琼侨抗日回乡服务团总团长身份，带
着“琼崖华侨联合总会”的公函和慰问
品，偕同国民党琼山县参议员、琼山县第
三区区长韦义光（中共地下党员）前往定
安县翰林墟，与国民党琼崖守备司令王
毅、第九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吴道南共商
团结抗日大计。会谈艰难，争论激烈。
当晚会议结束后，恼羞成怒的吴道南派
兵将符、韦二人逮捕，秘密杀害，埋尸山
坳，造成骇人听闻的“符、韦惨案”。符克
牺牲时年仅25岁，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
在1940年。他的事迹给琼崖革命斗争
史增添了灿烂的一页，为琼崖爱国华侨
的团结抗战树起一座丰碑。

为纪念烈士、怀念战友，1982年，符
气鎏先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于山城重
庆深情回忆，撰写了一篇名为《救国救乡
名传海外》的长篇文稿。今年4月12日，
其家人符建国从蓉城传来电子邮件，吾得
以仔细拜读。这是一篇弥足珍贵的回忆
录，文字朴实，感情真挚，记载了一段琼侨
回乡服务团的抗战史，亦填补了符克逗留
越南西贡、堤岸期间抗日救国系列活动的
一段空白，颇具文献价值。

2019年12月10日，符建国先生和
夫人毛凤仪老师到海南度假，于12月16
日专程去海南师范大学符曼芳家中拜
访，并亲手把新出版的《笺染墨香》一书
送到符曼芳女士手中，请她阅正。

2020年春节前一周，符建国从成都
打电话告诉我 ：“符克烈士纪念册原始
题词手稿和符克家书等资料，现藏符曼
芳大姐家中。”

真是一件大好消息！
之前，符建国通过微信发给我几帧

且具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的珍贵题词图
片。其中包括：董必武、陈云、陈绍禹（王
明）等老一辈领导人和国民政府行政院
长孙科、山东省青岛市长沈鸿烈、山东省
教育厅长何思源等人的题词。亦有文艺
界丁玲、曹禺的题字。

据符建国介绍，这本仅存34页的纪
念册，经历了83年的历史变迁，如今基
本保存完好，实属不易，史料珍贵。

今天，这些珍贵题词和文献为我们
进一步深入研究符克烈士短暂的人生，
研究琼侨党的抗战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
第一手史料。

文化评弹

当数学与影视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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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让人物摆脱单薄的设定，开始由单向
解谜转为多元力量的角逐，其中不乏令人
印象深刻的数学天才。他们看上去与普
通人无异，但实际上却有一些“槽点”。如
美国剧情片《雨人》里患有自闭症的雷蒙·
巴比特（达斯汀·霍夫曼饰），他头脑很灵
敏，记忆力极强，但却因疾病无法正常与
外界沟通；国产谍战剧《解密》的男主角容
金珍（陈学冬饰）不谙世事，活脱脱一个生
活“弱智”，但数学能力超群，能运用数学
理论破译高深的“紫密”与“黑密”。

有些作品甚至把数学天才刻画成反
派人物，带来剧情的反转。如日本悬疑电
影《嫌疑人X的献身》中的数学教授石神哲
哉（堤真一饰）为了心爱的靖子精心规划杀
人方式，并将犯罪作案当作解题的过程。

还有近期大热的悬疑剧《隐秘的角
落》中的张东升（秦昊饰）是杀人凶手、朱
朝阳（荣梓杉饰）是目击证人，他俩本该
对立，却因数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二
人都酷爱数学，痴迷笛卡尔的爱情故
事。从头至尾，他俩都在精心布局，等待

“猎物”上钩，完成捕杀。于是，“数学天
才”既使剧情扑朔迷离，又让数学元素成
为剧中流动的血液和细密的脉络。

在当下生活中，影视剧中的“数学天
才”一扫之前的阴霾，呈现出鲜活、青春的
特质——如此的人物设定多见于校园电
视剧，如经典偶像剧《恶作剧之吻》里的江
直树（郑元畅饰）、2018年青春校园剧《我
和两个他》中的肖恩（熊梓淇饰），都是学
校的风云人物，对数学有着超乎常人的敏
锐度，他们与女主的互动也常以补课、教
作业等方式展开，成为感情的催化剂。

当然，女性学霸也在校园频频亮相，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美国片《天才少女》
中的玛丽（麦肯纳·格蕾丝饰），七岁就展
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同龄人还在牙牙
学语时，她已能独立完成微积分数学
题。不过，该片的背后是深度的教育悖
论，天才教育该如何取舍始终是电影探
讨的核心命题。影片中，舅舅弗兰克不
愿将孩子与学习捆绑，带她过上了平凡
人的日子，他和玛丽相处的日常片段平
淡而温馨，令人泪目。

市井烟火

小镇村民的幸福生活

杨清安

如黛的古典之美。
小镇非常小，不论从人口规模还是

地域面积都算不上一个镇，主要包括龙
海村、海丰村、椰林村三个行政移民村。
小镇里拥有学校、幼儿园、医联体、银行
客服终端、商场、超市等较为完备的配套
服务设施。规划建设之初，采取整片划
分，分区域管理，就近将三个行政村合并
成为龙海大社区，取名“龙海风情小镇”，
将其纳入国家海岸海棠湾总体发展规
划，打造成为海棠湾全域旅游和生态文
明示范区一张亮丽的名片。

白天穿梭在龙海风情小镇各个角
落，一步一景，步移景异，很难分清这里
是城市还是乡村。一派“天蓝、水绿、家
美、人乐”全新的景观。村民在自家门前
种植着漂亮的藤类植物、挂上喜庆的中
国结、大红灯笼装饰房子。树荫下，村民
三三两两坐着喝茶聊天、下棋玩牌、含饴
弄孙、欢声笑语，宁静祥和。

小镇的夜生活颇具特色。夜幕掩映
下的小镇，少了市区的奢华繁盛，多的是
市井生活的纯朴归真，最有特色是小吃
一条街。夜市排档是夜晚最明亮的地
方，这里充斥着人间烟火气、食物的香气
和人潮涌动的乐趣。各色各样的小摊、
各色各样的话语，最具有特色的小吃和
人情味，都在夜市里绽放开来。

夜幕还未降临，小街门前的排档早已
一字排开。吹着徐徐凉风，游客居民欢聚
于此，喝啤酒、品美食、听音乐，享受日渐
浓郁的小镇“烟火气”。夜市小吃品种繁
多、味道各异、琳琅满目。有酸甜可口的
海南陵水酸粉、有海南四大名菜馆、有本
地招牌菜腾桥炸排骨、有海鲜烧烤、也有
长沙臭豆腐、新疆烤羊肉串等等。烤肉串
发出滋滋的声响，一滴热油顺着肉的纹路
慢慢滑下，让人垂涎欲滴。本土的疍家特
色小吃，热脆焦香的葱花炸虾饼，趁热咬
一口，满嘴留香，让人回味无穷。来自五
湖四海的味道在小吃街聚集、交汇、碰撞、
融合、创新，不断地充盈着你的味蕾。穿
过熙熙攘攘的人群，找到夜市里最美好的
食物。啤酒烧烤、火锅小炒，朋友谈天说
地，炉灶上烤炸炒涮，在水雾蒸腾的光影
里散发着诱人的香味。约上三五好友小
聚，几张方凳，一张竹椅就吃开了。

行走在小镇的街头巷尾，让人感受
到的是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繁华的夜市经
济氛围。享受完美食，漫步小街，观夜
景，看花赏树。“夹岸画楼难惜醉，数桥明
月不教眠”。让更多游客享受乡村的慢
生活，凸现小镇风情与市井魅力。

今日的海南，全岛自由贸易港建设如
火如荼。村民们逐渐告别传统的农耕生
活模式，紧跟时代的步伐，通过学习新知
识、新技能，加快转型发展，以适应社会的
快速发展。选择在自家门前就业、择业、
创业。而村里的妇女儿童、老人和弱势群
体等，有专门的社区帮扶中心服务。老有
所养、幼有所教，宜居、宜业、宜乐。这就
是龙海大社区的真实写照，这就是今天

“龙海风情小镇”村民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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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少年终将长大，但数学天赋在庸
常的生活中也有动人的表达，如日本影片
《博士的爱情方程式》中的博士（寺尾聪
饰）在一场事故后记忆只能保持80分钟，
于是他选择用数字触摸这个陌生的世界，
镌刻成温柔的语言与记忆，同时把这份柔
情传递给照顾他的杏子和阿根母子，引领
阿根在数学的道路上不断求索、精进。

虽说影视剧中的天才多出于虚构，但
他们脱胎于真实的人物，往往在现实生活
中跌跌撞撞不断碰壁，在心理得到纾解后
实现蜕变和成长。这样的数学人物有血有
肉，更有自己的风骨，如2011年《梦幻天
堂》中的周计春（明道饰）凭借自己的数学
天赋在上海赌场崭露头角，即便之后遭遇
了背叛、算计，但仍保持智慧与勇气，赢得
了命运的青睐。

励志型的天才人物还有美国电影
《美丽心灵》中的数学家约翰·纳什（罗
素·克劳饰），其博弈理论令他声名鹊起，
但其出众的直觉却被精神分裂症所困
扰，在此后数十年中，他以坚强的意志坚
持工作，最后荣获诺贝尔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