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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钟楼一角西安钟楼一角。。

高维忠，一位百岁老人，出生于 1922 年 6 月 2
日。他参加过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
志愿军，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
立过赫赫战功，因腰部受伤，以军队上校、后勤政委
的身份转业到中国科学院兰州物理研究所担任党委
书记，于 1978 年调入航天四院，先后担任四院副院
长、党委副书记等职，一直干到离休。

离开兰州时，许多老领导和同事都劝他：“真是不
能理解，你一把年纪了，为什么要去钻那个大山沟
呢？”他们知道四院“三线”基地的条件异常艰苦。当
然，也有领导给予支持和赞赏：“去吧，在那里一定要干
出样子来，毕竟航天是我们的国之重器啊！”时任七机
部（后来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有光专门找他谈
话：“你去了要协助亓子宜院长解决三个问题：消除派
性、搞好生产；对没有解决工作问题的干部，谈话，了解
情况，安排工作；稳定军心，改善生活条件。”高维忠暗
下决心：不干则已，干就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从此，
他把余生的情怀全部倾注到了伟大的航天事业中。

谈及打仗，高维忠滔滔不绝，能说出一本书的骄
傲。但让他谈谈自己对航天事业的贡献，他歉疚地说：

“我是军人出身，对于航天高科技，我没做出什么大贡
献。非要讲讲，有这么三件事让我感到很欣慰。”

消除派性，把大家的积极性集中到科研生产

尽快凝聚人心恢复科研生产，高维忠带着使命而
来。走马上任，他与其他院党委成员沟通，并与当时
主管技术的杨南生副院长研究后，提出“三个突破，
三个巩固，一个带出”的口号，希望借此把大家的心
思集中到科研生产上来。具体就是：狠抓当时在研
的三种发动机，确保一年一个新突破；巩固三项研制
成果；带出一个能打 3000 公里以上的中程导弹研
制。有了目标，大家憋了 10 年的干劲很快就集中到
科研生产上来。年底，四院就成功进行了第一台综
合试验发动机试车，取得圆满成功。七机部郑天翔
部长莅临现场观看了试车，提出一定要给予奖励。

为了凝聚人心，高维忠与院领导商议，申请奖励全
院职工每人 10元钱，用它办一次全院大会餐，以此鼓
舞士气。部里同意了，于是，就有了全院职工（含家属
在内）大会餐的一幕——大家自己动手，包饺子，做饭，
炒菜，以各厂所站科室为单位，大家在炒菜做饭、拉家
常、促膝交流中，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消除了隔阂。

看到这样的场景，高维忠热泪盈眶。他说：“我打
16岁起当兵，跟随贺龙的 120师闹革命，从一名小兵干
到了指导员、政委、上校……部队的战火历练，让我深
深懂得鼓舞士气的重要，更懂得党政密切配合的重要，
所以才会想出这一招。”他拉着杨南生副院长的手，深
情地说：“你们只管带领科技人员往前冲，后勤保障
有我呢！想想看，共产党能够取得天下，不就是依靠
大家的相互配合、协同指挥和作战吗？配合你们搞科
研，我再忙也痛快！”

健全组织机构，助力研究所搬出大山

这一时期，党委一方面抓住科研生产进展顺利的
大好形势促进发展，一方面开展组织建设，院机关进
行改组，取消了大组套小组的设置，成立部、处，恢复
厂所建制，把许多“靠边站”的干部根据能力进行再分
配，使其回到工作岗位。

当时四院42所由于执行军委“山、散、洞”的后建方
针，搬迁到了湖北深山石头沟，那里的条件更为艰苦。
如山洪暴发河水上涨，就会出现房屋倒塌、断粮断电的
危险境况，甚至危及生命。

为了拯救这一重要的科研单位，高维忠在实地调
查了解的基础上，郑重向部里反映和汇报情况，最终经
部里向国务院报告，批准42所搬出山沟，另选新址。他
拿着文件，历经千辛万苦，碰了许多钉子，最终促成42所
搬迁到湖北襄樊，建起崭新的办公场所及现代化住宅楼，
职工的工作、生活环境大大改观。42所新址建成后，为了
感谢高副书记，还特邀他与夫人去观看42所的变化，那
时的高副书记已离休6年。他看在眼里，甜在心头。

争取液化气，为科研人员解决后顾之忧

早年，四院人生活在山沟里，做饭用的是煤炭炉。
科技人员忙了一天，回到家中，还要劈柴、砸煤、引火做

饭，高维忠看在眼里，疼在心头。他说：“我在兰州用的
是液化气，阀门一开，气就进了炉灶，非常方便。”他就
想，要是能让四院人也用上石油液化气就好了。可当时
的石油液化气十分紧俏，根本弄不到。但高维忠的心里
藏着一个小秘密：他夫人同村子走出了三位姑娘，参加
革命后一个找了朱德总司令的儿子，一个找了余秋里
副总理，另一个找了他。他想通过夫人关系试试。

可回到家把事情一说，夫人干脆给他回了三个
字：“我不干！”

高维忠央求道：“这又不是搞不正之风，你是在
为航天人立大功呢！你想想，四院人为我们的国防
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可他们现在居住在深山里，几
乎过着原始人的生活，你我于心何忍？”

夫人被他的大道理打动了，同意领路认门。其实，
余秋里当 385旅政委时，高维忠就知道他。一见面，两
人先是说了一阵怀旧的话，之后，当余秋里知道高维忠
是来要煤气的，就回绝说：“这事我管不了。”高维忠急
了：“导弹上不去，我就找你！他们一天到晚砸煤烧炭
的，怎么把导弹搞上天？四院是搞国防尖端技术的，导
弹是你们领导规定的限期，我找你就找对了。”

高维忠讲了不少大道理，余的夫人也帮着说好话，
可余就是不开口。高维忠不甘心，他说：“家门反正是找
到了，不解决我明天再来。”

余说：“来了管饭，不解决问题。”然后就叫车把他
们送回了航天部招待所。

这一夜翻来覆去，高维忠失眠了。心想：来了一
趟，原本信心满满，没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第二天一大早，他还是硬着头皮找去，却被余秋
里的秘书叫住了：“首长说叫你去找石油部白部长。”

高维忠马上说：“那你给写个条子吧？”
“不用。”秘书说。
高维忠心想，没戏了。但他还是不想放弃，只好

硬着头皮又去找白部长。
一见面，白部长就问：“你要多少？”
高维忠乐了，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壮着胆

子说：“每年 1000吨？”
“给你 800吨吧！你不是说内蒙古、陕西、湖北三

处吗？200 吨由荆门油厂供应湖北单位，600 吨供应
内蒙古，陕西省就由大庆提供。你们再去大庆一趟，
具体怎么供应你们去研究。”

听到这样的结果，高维忠激动得热泪盈眶，他让
秘书转告余副总理，说：“四院人感谢他，国防事业感
谢他！”放下电话就马不停蹄地跑到大庆去了。

就这样，四院的液化气问题解决了，从此结束了
劈柴砸煤生炉子做饭的历史。

其实，高维忠副书记的贡献何止这些？人们忘不
了他不顾 56岁年龄，只身钻进脱粘的发动机内进行挖
药体验，鼓舞士气的场景；忘不了他陪同杨南生副院
长坐镇指挥，观看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卫星发射、四
院研制的第三级远地点发动机有惊无险、最终成功将
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为国争光的场景；还有山里增开
的大班车，解决职工子女就业问题等等。人们说：他们
是航天人巡游太空、群星璀璨的护航人…… □伏萍

百岁老人高维忠的航天情怀百岁老人高维忠的航天情怀

1955年，高维忠被授予少校军衔时留念。

1984 年 1 月 15 日，中央军委张爱萍副秘书长接见航天部第四研究院领导干部时的
合影。右起第八为张爱萍副秘书长，左起第五为高维忠副书记。

人物春秋

期颐之年，壮心不已。

民 俗 关中方言“瞀（方言读mú，普
通话读mào）乱”大家常说，但要写
出字来，不少人就犯了难，或干脆

写成“木乱”，感觉不对，一时又想不起来，唉，人木心乱，
真个“瞀乱”。还有人用拼音打字，就是打不出来，一查字
典，瞀读如毛，这才奇了怪了，明明是木乱，怎么就变成了
毛乱呢？

其实“瞀”与木、毛谐音，语义也有相通之处。
“瞀”字上面是个務字（读如务），意即矛头对准那件

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下面是代表眼睛的“目”字。“瞀”
表示一个人极力地睁大眼睛，一心要看个清楚，但他长了
个瞀瞀眼，按今天西医的说法就是白内障，所以雾里看
花，即便瞪个牛眼，也是枉然。看不清、道不明，呆站一
旁，如木头桩子杵在那儿，人便越发木讷了。

毛瞀相通，也是由来已久。关中方言中，“毛”有两
音。“你消停点，别把他惹毛了（指别惹他生气）。”“我看你
这两天毛不顺（指毛躁），但你娃不要张（指嚣张），我也是
个毛脾气（指暴脾气）。”以上句中“毛”读máo。但“毛”也
有读 mú 音的，如，“你眼窝钻进毛毛了，让我给你吹一
下。”“看你干个活，满身都是毛毛子。”“这人爱娃，特别是
见了毛娃、毛毛娃，他就稀罕得不够。”

如此看来，瞀乱写成木乱，读成毛乱，可以理解。
瞀乱本指眼花缭乱，即看不清人，盯不住行。但大多

数人还在和自个较劲，或者说不信邪，不服输，越是看不
清，越想看个究竟、弄个明白，所以心里急，这心一急，肝
火两旺、头昏脑胀，便瞀乱缠身了。

秦腔丑角戏《教学》中，王发旺把白先生让进屋，但他
很快后悔了，戏词有：“我黑馍白馍蒸了半蒲篮，他要是拿
着白馍往下咽，吃了亏我的心就像钢刀挖，我好像吃了一
条浑蚰蜒，心里总是上下翻，不平安真瞀乱！”这里的瞀乱
指无奈、难受、叹息，后悔不迭，不知该怎么办。

瞀乱还有忧伤、悲切的意思。人称“诗佛”的唐代诗
人王维悲情书写《宋进马哀词》，他痛惜宋进马两代单传，
竟十九岁而亡，故“心瞀乱兮重昏”，诗佛忧伤绵绵，愁肠
满腹，以至昏昏沉沉。

方言瞀乱于关中广为流传，内涵丰富多样，而最早见
于文献记载，也是将瞀乱之义演绎为“精神错乱”的，却是
战国末期楚国的美男子、赋体大师宋玉。

相传宋玉才貌双全，能言善辩，他可以把风分出“雄
雌”来，而且言之凿凿，搞得楚王惊愕感叹，他还可以通过
一番说辞，把诬告他“好色”的登徒子，定义为真正的好色
之徒。宋玉的代表作《九辩》，好似辩来辩去，辩说着自己
是如何瞀乱，而又设想如何摆脱瞀乱。宋玉说他之所以
瞀乱，是因为见不到楚王，他已被削职为民，眼看着就要
漂泊他乡，满腹经纶势必付之东流。宋玉还说，他更大的
瞀乱是不忍弃楚王而去，不忍看到家国衰败沦丧，也割舍

不下这片热恋而又熟悉的土地，但他又有什么办法呢？
木已成舟，只好随波逐流。宋玉喟然长叹，泪水打湿了车
前扶靠的横木，他如实表白自己的处境：“忼慨绝兮不得，
中瞀乱兮迷惑。”这大致是说：悲哀啊，让我与楚王慨然决
绝吧，我实在是做不到；我头晕目眩，胡乱地奔跑在天地
之间，我已神魂颠倒、精神错乱，迷惑间不知所终。

宋玉能将关中方言“瞀乱”融会贯通，尔后又能广为
流布，除了宋国这个根基外，还要缘于商末周初开辟的
商於古道，缘于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商於古道就像一
条扁担，一头挑着关中，一头挑着荆楚，直接促进了南
北大融合。

宋玉作《九辩》之后，豁然释怀了，因为他不仅是屈原
的得意门生，更是庄子的追随者。宋玉向往《九辩》中为
摆脱瞀乱而设想的“超逍遥”，即手持蕙兰，向着凤凰，翱
翔云中，左朱雀右苍龙，雷神风神都跟上。宋玉不再为往
事瞀乱，而逐梦的过程即便有瞀乱，也不会是以前的“精
神错乱”，这该是精神世界的另一种追求，算是“非常道”
或“诗和远方”吧，宋玉 76岁而终，时年秦国灭楚。

《诗经》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乱我
心曲。”这本是秦国妇女思夫而瞀乱，她的丈夫温润如
玉，如今远征西戎，搅得她心乱如麻。这几行诗恰似早
先暗喻着，关中方言“瞀乱”与才貌双全的宋玉息息相
关，岂不妙乎！ □郭发红

话说关中方言的“瞀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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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城有钟鼓楼，现在还
有个钟鼓楼广场。

咱们先说钟楼。钟楼是西
安的中心，是牡丹金黄色的花
蕊，也是西安最端庄、最雄奇，
最气宇轩昂的巍峨。钟楼，仿
佛一方立体的巨型印章，稳稳
地盖在了这个世界四大文明古
都之一、建城历史 3100 多年、
十三朝古都的城市中心。

西安钟楼，屹立西安，沉
稳如山、恢宏大气、方方正正、
循规蹈矩、敦实宽厚，和西安
人的性格秉性一样，而深受生
活在西安的人们爱戴。

西安城市建设以钟楼为中
心，向四方辐射出东、西、南、
北四条笔直的大街，形成了如
唐代诗人白居易《登观音台望
城》所形容的“百千家似围棋
局，十二街如种菜畦”布局。
在西安，无论大街小巷，都是
如种菜畦的横平竖直、端南正
北，很少有曲里拐弯的街巷。
行走在西安，绝不会迷路，只要你认准了方向，条条道路
通钟楼。

而如今西安城中心的钟楼，历史上曾经在西大街广
济街附近。因为广济街曾是唐代承天门大街的一部
分，应是当年西安皇城的中心。有记载：西安钟楼，始
建于明太祖洪武十七年（1384 年），初建时，地址在今
西大街广济街口迎祥观，与鼓楼对峙。明神宗万历十
年（1582 年）由监察御史龚懋贤主持，将钟楼整体迁移
于今址。

但如今令人质疑的是西安钟楼是否在迎祥观与鼓
楼对峙。

因为将钟楼迁移今址的龚懋贤在《钟楼碑记》中说：
“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徙而东，自予始，楼惟筑基外一
无改创。”只说“西安钟楼故在城西隅”没指名迎祥观。
而迎祥观还有一座钟楼，日本学者足立喜六 1907 年 7 月
3 日拍摄有迎祥观钟楼的照片，其型制与之不大一样。
如钟楼在迎祥观，就无法与鼓楼对峙，它们大致处于一
条线上。再有，一座迎祥观不可能有两个钟楼。

当然这些争议都不妨碍钟楼曾位于西大街这件
事。再有一件趣事则是钟楼上的景云钟，甚是神异。据
清乾隆年所立的《重修钟楼记》所云：“明时建是楼，以徙
景龙观钟，既悬，扣之不鸣。”又云：“钟铸于唐景云之岁，
历世久远，神物有灵，迁其地而不宁。”所以，只得重铸铜
钟悬于楼中。当然其原因不明，说是因它留恋故地西大
街显然有点荒诞。这口换下的国宝级文物唐景云钟，曾
收藏于南院门亮宝楼，现藏于西安碑林。

钟楼的历史变迁，得说清顺治六年（1649 年）在西
安修筑的满人“驻防城”（即俗称的“满城”）。“满城”
在今西安明城墙内的东北隅，而“满城”的西南城墙
角就以围绕钟楼为制高点。位于西安城中心的钟楼，
直接与四条大街相连，钟楼四个门洞成了过街门洞，
以通南、北、东、西。当年的钟楼并无盘道环绕。这四
个门洞面东的穿洞，是“满城”城墙的西门，为了“满
城”的安全防卫，这里加设有两扇大门。而钟楼的南、
北、西三个门洞，没有门扇，所以，老百姓嘴上说的

“钟楼四门两个扇”“钟楼东口看门扇”成了当年西安
的一处独特景观。

鼓楼位于西大街竹笆市对面，北院门南口，始建于
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比钟楼的建造时间稍早。建筑
为重檐歇山式，琉璃瓦覆顶，重檐三滴水，是中国所存最
大的鼓楼。鼓楼建于高大的长方形台基之上，台基下辟
有高和宽均为 6米的南北向券洞。前后屋檐下曾分别悬
挂着两块匾额，南为“文武盛地”，北为“声闻于天”，匾长
8 米，宽 3.6 米，为蓝底金字木匾。两组八个大字均为帖
金凸体字。我上学前随父母经过鼓楼就认识了这八个
大字，当然是父母教我认的。这应算是我这辈子认识最
早的几个字。相传是陕西巡抚张楷模仿乾隆御笔书“文
武盛地”，又由咸宁学士李允宽书“声闻于天”。鼓楼的
这八个字是咱西安人的精、气、神，也是咱古城的脸面。

记得 20 世纪 50 年代有童谣说：“西安有座钟鼓楼，
半截插在云里头。”当然夸张得厉害，原因是当年整个西
安没有比钟鼓楼高的建筑。

鼓楼在 80 年代前，下面的门洞是一条进北院门的
通道，地上铺的大青石板。墙边还堆有几块大青石头
可以坐，每当盛夏中午时从钟楼朝西走，洞里有穿洞风
不时刮过，让人感觉无比凉爽。

早在 1946 年，就有了修钟鼓楼广场的提议。《民国
西安词典》载：“抗战胜利后，陕西西安两级政府曾提出
辟建钟鼓楼广场的计划。民国三十五年（1946 年）1 月
15 日专门召开“钟楼四周马路放宽讨论会”并提出：“于
钟楼四周辟菱形广场，路面亦拓宽二十公尺……拟将
钟楼定为凯旋楼，以纪念战胜倭寇。”后因各界人士反
对，引发轩然大波，修钟鼓楼广场的提议未能通过。

历史一穿越，钟楼竟然差一点被命名为“凯旋楼”，
这段历史鲜为人知。时光荏苒，无论如何变迁，历经
千年风霜的钟鼓楼坚毅挺立，始终是西安的地标和西
安人的骄傲。 □朱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