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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K移民律师事务所

317-639-1210
www.lewis-kappes.com

代办各类移民个案

资深移民律师

THOMAS R. RUGE(TRuge@lewis-kappes.com)
STEVEN L. TUCHMAN(STuchman@lewis-kappes.com)

2500 One American Square
Indianapolis, Indiana 46282

FAX: 317-639-4882

Email: byl@lewis-kappes.com

绿卡;   工作准许证;    庇护;   递解出境;   H1B 签证;   受聘移民签证;     
劳工纸;   公民入籍;    亲属移民签证;   及其他类别签证. 

其他法律业务范畴：设立新公司;   房地产买卖;   遗嘱及遗产安排;   
民事诉讼;   劳工及雇佣法等.

我们有通晓广东话，普通话的职员提供语言协助
欢迎预约咨询面谈

We speak Spanish, Madarin/Putonghua/Cantonese, and D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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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   Mart

中华超市
Oriental Grocery Store

317-845-8892

Store Address: 
6103 East 86th Street
Indianapolis, IN 46250

www.asiamartgrocery.com

We Accept PaymentsOpen Hours: 
Monday – Saturday 
9:00 AM – 9:00 PM
Sunday 
10:00 AM – 7:00 PM

心香一瓣祭冯喆 
文:萧述祖    圖:車青 

前几天我看到《冯喆───一位”性格演
员“的非正常陨落》一文，不禁悲从中来，
潸然泪下！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与冯喆这位天
才电影明星的交往一点一滴涌上心头，对往
事的无尽回忆使我夜不能寐……

1960年夏天，我在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导
演的姐夫张波和任编辑的大姐萧惠琴双双调
到新组建的峨眉电影片厂。当时正在武汉读
完高二的17岁的我，因生活和学习费用由大
姐负担，心血来潮，跟随他们一起来到饥荒
严重的天府之国，转学到了成都四中(今石室
中学)的高三住读。每到周末，我就回峨影厂
姐姐家。

当时姐姐一家住在厂里唯一的”高知楼”
的一楼，差不多同时冯喆也从上海调进了峨
影，住在同一单元的三楼。一天，姐姐向
我介绍了冯喆。他一米八的大个子，身材
魁梧，不到四十岁，微黑的脸，五官端正俊
俏，显得风流倜傥，玉树临风。这位站在我
面前的就是电影《羊城暗哨》男主角王炼的
主演(该片曾在捷克的国际电影节获奖)、赢得
全国观众喜爱的电影明星！他待人热情，一
点架子都没有。

以后，一到周末，我就到他家去玩。他妻
子张光茹是川剧演员，住城里剧团，不常回
来，家里经常就冯喆一人。记得有一次我在
春熙路(相当于上海南京路)附近，迎面踫上
骑着当时非常时髦的英国产凤头自行车的冯
喆，他当即邀请我去有名的耀华餐厅喝咖啡
吃点心。有时，我和冯喆还有施湘飞(1961
年夏天由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毕业分配来峨
影，后与同班同学、著名摄影家杨恩璞结婚)
等人去我就读的成都大学(现西南财大)游泳，
或在峨影舞厅里跳舞；有时冯喆要去广播电
台播革命小说，事先约我去他家听他朗诵，

为他记时间并挑毛病。有一次，我与他坐在
峨影小放映室观看他主演的《沙漠追匪记》
，他演班长，牛犇演战士，冯喆边看边对我
讲述当年拍此片时的艰辛。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1963年的峨影厂新年晚
会上冯喆与我姐夫张波登台表演，互相PK骑
马的动作，赢得大家的掌声，至今我还保存
着他俩表演的照.

那几年，冯喆还先后主
演了电影古装剧《桃
花扇》和长征影片《
金沙江畔》。他从西
影拍完《桃花扇》回
来后，还送我两张照
片：一是他的标准照，
一是他饰男主角侯朝
宗与王丹凤演李香君的剧
照。可惜的是文革初期北京扫四旧时，我心
里害怕，把两张照片都烧了!

1965年夏，我从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经济
学院任助教，临行前与冯喆依依惜别。过了
一年，开始了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无数

老革命家、科学家、知识分子、演员等惨遭
迫害，多少人被打死或自杀，冯喆也在劫难
逃：他匆匆告别当时借调工作的珠影返回峨
影。然而等待他的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戴
上了”夏衍黑线人物”、”文艺黑线的黑干
将“、”特嫌分子“的大帽子，多次遭到围
攻和批斗；他解放前参加党的”左翼”文化
运动领导的”同茂剧团”的演出，还有在香
港的拍电影经历，本是他一生引以为荣的事
情，此时都是非颤倒变成莫须有的罪名。他

百思不得其解，极力申诉，得
到的是一次比一次更厉害的
批斗。厂内的造反派和社会
上的红卫兵将他放在卡车
上，迫使他穿着从剧团抄来
的戏服拿着一把绘有桃花的
扇子游街示众，甚至将他装
进麻袋里毒打……我后来听

成都菊乐公司董事长童恩文说，
文革期间，冯喆曾一人偷偷去财大找童母要
十块钱买香烟。
使我终生难忘的是1968年8月，我由北京来

成都结婚，楊恩璞几乎也同时从北京来成都
结婚。记得有一天中午在峨影厂食堂，我们
拿着碗排队打饭，忽然发现冯喆身穿劳动服

站在我们那一队的前面
买饭，他买完饭菜，扭
头往回走时突然发现了
我们，三人六目相对几
秒钟，在众目睽睽之
下，可怜的冯喆三步一
回头望着我们，慢慢远
去！我至今还恨自己的
懦弱，为什么不敢与他
讲几句话呢？这也是我
们最后的一次見面。 
第二年6月2日，冯喆在大邑刘文彩庄园省

文艺界学习班被关押时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
他杀)身亡，至今也未破案。

呜呼，冯喆，你以四十八岁之英年早逝，
假若你能挺过来，我相信你这位天才演员会
创造多少令人振奋的角色！《南征北战》的
高营长、《羊城暗哨》的侦察员王炼、《铁
道游击队》的政委李正、《沙漠追匪记》的
班长、《桃花扇》的侯朝宗、《金沙江畔》
的指导员……他们都一一向我们走过来了! 

冯喆，我的好兄长，你在天堂好吗?？我和
千百万你的影迷、粉丝，永远怀念你！ 

冯喆，明天就是6月2号，正是你离奇弃世
的46周年忌日！在你身后的1995年，在纪念

世界电影诞辰100周年、中国电影诞生90周年
之际，你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
星》之一；2005年，你被评选为“中国电影
百年百星”之一。这些迟来的荣誉能告慰你
的在天之灵吗？

安息吧，冯喆！

二O一五年六月一日

近半世紀前動亂的年代，
蕭老師和楊教授為了逃避政
治迫害，不得不將好友的照片
燒了，甚至見了好友也不敢相
認。 半個世紀過去了，蕭老

師仍然耿耿於懷

杨恩璞教授和蕭述祖老師為避免政治迫害，不得不燒毀照片。         圖: 車青 

肯尼亚拉姆岛奇遇“中国大妈” 
11位摄影家重走海丝路归来，分享非洲之旅

海都记者 吴月芳

在遥远的非洲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来自中国
的青花瓷数百年前装饰了古建筑的穹顶和墓
葬；现在，被切割的瓷片被制作成戒面、吊
坠、胸针，售卖给游客。昨天，刚刚结束了
半个月的“重走海丝路”第一站行程，探访
团总顾问、华光学院终身名誉院长、北京电
影学院杨恩璞教授和海都记者分享了此行的
感受。

5月17日上午，“重走海丝路·再创新辉
煌”活动启动仪式在泉州九日山下举行，活
动模仿古代泉州九日山的祈风仪式表演助

阵，唤起人们追忆海上丝绸之路往昔的辉
煌。

两周时间，11名探访团成员从海丝起点泉州
出发，乘坐飞机抵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这
是曾在明代郑和航海图上做过标注的地方，
也曾有中国航海人和商人到此贸易。探访团
的行程走的不是一般的旅游线路，许多非洲
的古港已经被废弃，路况不佳。有队员在汽
车行驶过程中随车颠簸，在当地就闪了腰，

甚至连脑门都磕伤了。

探访团牵头人华光职业
学院董事长吴其萃说，这
样“玩命”地搜集海丝
素材，接下来将把“海丝
起点和终点的拥抱”制作
成纪录片，还准备制作画
册、举办一次影展。8月份
计划“重走海丝路”第二
站行程——下西洋。
值得一提的是，肯尼亚拉

姆岛有个西由村（音译）
，探访团在这里有一段“
奇遇”。因为要寻找海丝
遗迹，当地华人向导带着
探访团找到了西由村里著
名的“中国大妈”。大妈

的肤色比一般的非洲人稍白，五官样貌看起
来的确有亚洲人的风格。大妈告诉探访团成
员，她的女儿如今在南京医学院学习中医，
也学会了中文。

原来西由村有部分村民自称是中国人的后
代，不知何年，在非洲善加岛（音译）海域
死里逃生，所以和当地人通婚生活下来。而
且这部分村民居住的房屋造型不同于其他村
民，也仿佛有些中国元素。

西由村村民的故事被写进了拉姆岛博物馆，
成为中非商贸交往的见证。在拉姆岛，也有
大量的青花瓷残片被找到。中国驻肯尼亚大
使馆也了解“中国后裔”在肯尼亚的故事，
对他们时有关心。中国驻肯尼亚大使刘显法
此次专程接见了从泉州远道而来的探访团成
员。海峡都市报为此行专门制作的《30年后 

重走海丝路》特刊也被赠送给刘显法大使。

在肯尼亚马林迪，阿拉伯贵族墓柱子上还遗
留着五六百年前的中国青花瓷瓷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