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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髯 公与 杨村 镇私 立 第一 初级 小学 校
侯福志
刘髯公是杨村七街人，20 世纪 20
年代曾在天津创办了著名的 《新天津
报》，从此成为沽上著名的爱国名人。 刘
髯公心系家乡、热爱家乡，热心家乡的
公益事业，除捐建杨村夹道洼北运河涵
闸， 出资维护维修杨村清真大寺外，还
出资创办了杨村镇立第一初级小学校，
一时传为佳话。
据《杨村本报小学校县教育局已批
准立案》（刊于 1931 年 7 月 23 日《新天
津报》） 一文披露：“新天津报社设立之
小学校，一切设备均已就绪，立案已经
县教育局派委视察认为合格， 准予备
案。 现该校学生人数有六十人，闻于暑
期内招学生三十人。 广告一二日内，可
贴出云。 ”按照上述记载，杨村镇立第一
初级小学校创办日期当在 1931 年 7 月
前后。
关于为什么要设立这所小学校。

全民战“疫”
李国元

己亥末，庚子初。 新冠病毒，侵
扰大地。 疫情当前，万众同心，积极
抗疫。 中央领导，亲临一线，民心骤
稳，防控得力。
战书如云， 白衣争先； 各路英
杰，直抵武汉。三军浩动，举旗誓师，
铁流滚滚，叠汇荆襄。
爷娘送女战“疫”去，红袖掩面
辞夫婿，男儿气壮别子妻。
电闻中央号角，九州众志成城，
资材善款浩浩，勇往直前汤汤。疫场
堪犹战场，士农工商向党，勠力共灭
瘟殃。
国有名士，耄耋之躯，聊发披
霜，身入一线，日夜疲忙；七十兰
娟，巾帼不让，再组军团，击鼓场
疆。 钟南山、李兰娟，不惧疫险，争
胜华年，力挽疾难于狂澜。 趋之仁
心志士者岂止万千？ 誓愿全民携
手，世界比肩，抛小怨小利于侧，置
大世大同于前，山川异域，日月同
天，定灭疾顽！
未几。寰宇情切势危矣。幸吾大
国泱泱，计不旋踵，封城断商。 中国
为世界争得希望！ 呜呼！ 文明华夏，
屹立东方，人类命运，肝胆共偿；他
邦有难，砥砺同扛。 天下一体，相约
扶将！
巍巍乎！力克时艰者山河同在！
荡荡乎！ 勇士长眠君千古岁长！
是日庚子惊蛰，天青日暖。四海
五洲，百年永安。
（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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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 6 月 14 日出版的 《新天津报》
曾作了说明。 据《杨村设平民学校》一文
载，杨村镇原有高级小学 1 处，初级小
学数处。 但因地旷人稠，当地百姓多感
不便，并且杨村镇河西的“八日集”一带
地方，既无学校之设，又因贫户过多，所
以失学儿童甚多。 《新天津报》社长刘髯
公，原籍本镇（今杨村七街），深悉此种情
形，乃慨然出资，于河西
“
八日集”创立一
所平民学校，校名为
“杨村镇私立第一初
级小学校”（在当时的报纸中，还出现过
“新天津报私立第一平民学校”“杨村镇
清真私立初级小学校”“杨村镇《新天津
报》私立初级小学校”等不同名称，均指
同一学校）。 校长为陈仙桥（樵）。 陈校长
是武清著名教育家，具有多年的办学经
验，此次受刘髯公之聘，担任校长，纯系
义务。 关于学费问题，刘髯公是这样规
定的，富裕的家庭只收半费，家庭贫困者

去年初冬， 同事送我一盆长寿花，
他说一般在春节期间开花。 这盆花看上
去很普通，红色瓦盆里，一棵一尺来高
的花茎上长了三个枝杈，叶子是墨绿色
的。 我平时并不怎么关注它，只是不定
期给它浇点水，心想这个春节不一定能
开花。
进了腊月， 有一天我惊喜地发现，
在叶子的一旁长出几个非常小的“泡
泡”，我对老伴儿说：“快来看，这花长花
骨朵了。 ”老伴儿半信半疑地说：“不像，
不像。 ”随后又戴上老花镜，仔细观察了
一下，摇摇头。 我有些扫兴。
过了几天，同事来我家串门，我让他
确认一下是否是花蕾， 他肯定地点了点
头，我的希望又重新升腾起来。花枝使劲
地伸展，叶子也越来越水灵，花蕾悄无声
息地生长着。快到春节时，别人家的长寿
花已经露出可爱的笑脸， 我家的花枝上

则免费。 学校日常开支，由刘髯公和《新
天津报》负责。 此消息一出，杨村镇民无
不“额手称幸”。 从此，“八日集”一带儿
童再无失学之忧。
刘髯公矢志助学，并非出于一时冲
动。他曾有一个长远的助学计划。按照他
的设想，《新天津报》 每销售报纸 1 万
份， 便利用报馆盈余创立小学校 1 处，
若达到 2 万份， 则设立小学校 2 处，并
以此类推。 他预计，待《新天津报》销售
达 5 万份以后，每万份报纸可供资助的
建设的小学校数量可以达到 2 处，将来
还可以随着报业的发展而日渐增加。 刘
髯公并没有食言，默默地践行自己的计
划。20 世纪 30 年代初，《新天津报》日销
量已经达到 2 万多份，刘髯公便出资设
立了 2 处小学校。 除杨村镇这 1 处外，
尚有 1 处在天津的东局子。
为使杨村镇第一私立初级小学校有

灯下漫笔

长寿花
曹会英

仅长出几串花蕾，像无数个小星星，紧
紧地簇拥在一起。过了除夕没有几天，
我突然发现有两朵花蕾含苞待放，又
过了几日， 一朵朵小花像是刚刚睡醒
的婴儿， 懒洋洋地醒来， 红扑扑的笑
脸，惹人怜爱。长寿花不像昙花那样香
气袭人，也不像荷花那样娇艳欲滴，更
不像牡丹那样倾国倾城， 只是旁若无

战胜无聊的好办法
李晓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为了更好
地防控，大多数人选择待在家里，尽可能
地减少出行。不过时间一长，人们会渐渐
产生一种百无聊赖的感觉。那么，怎样才
能战胜这种无聊感呢？ 日本儿童绘本作
家吉竹伸介写过一本名为 《好无聊啊好
无聊》的书，书中开出战胜无聊的“药方”
是思考，是充满想象力的思考。
思考什么？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百思
不得其解的问题，这些问题多种多样，有
的是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碰到的棘手问
题， 有的是在学习或阅读中弄不明白的
问题，还有其他一些千奇百怪的问题。有
些问题可能曾长期困扰过自己， 但又无
暇仔细思考和解决。现在有了大把时间，
不妨静下心来，好好进行一番思考。
思考的过程， 是对问题本身梳理的
一个过程。不妨先从某一侧面、某一角度
进行思考。有了初步答案后，再换另一个
侧面、另一个角度重新思考。这时很可能

会找出另一个答案。 把两个答案或几个
答案同时摆在面前进行比对和权衡，实
事求是地作出判断， 就有可能找出解决
问题的最佳方案。这个过程说起来容易，
要想得出自己满意而又符合客观实际的
答案，往往需要反复思考，消耗较长的时
间，这就要考验自己的耐心了。
在思考过程中， 要让思想尽可能地
活跃起来，使思考充满丰富的想象力。如
果能拿出科幻小说般的奇思妙想， 那就
再好不过了。想得越出神入化，越说明思
考深入，解决问题的思路就越拓越宽。能
不能做到这一点， 就看思考的深入程度
和活跃程度了。 通过这些活跃而又深入
的思考， 也许就能找出一些解决困扰自
己多年的答案。 这当然很好，退一步说，
思考来思考去，仍没有找到答案，那也不
要紧。别忘了，我们的初衷是为了战胜无
聊，才展开思考的。 问题没解决、但无聊
被战胜了，不也是好事吗？

充足的经费保障， 刘髯公利用他的报人
和京剧票友的特殊身份， 多次在天津市
开展助学义演活动。 如 1934 年 11 月
17 日、18 日，《新天津报》为支持学校扩
建校舍， 专门在春和戏院组织了两天的
义务戏演出， 受到艺人和票友的大力支
持和响应。这次演出，聘请了北平名坤伶
梁秀娟、梁桂亭、梁花侬以及本市著名的
“
四小票友”（稚兰女士、刘承先、杨文榕、
关宏星）热心助演。刘髯公及其三个儿子
（承先、承光、承玉）均参加演出，尤其是
小票友承玉，他是刘髯公的三公子，也是
小票友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他的出现为
这次义演活动增色不少。
此次演出共有 3 场，首场在十七日
晚，戏目有郑敏华的《辛安驿》，刘承先的
《五台山》，小票友稚兰、关宏星的《女起
解》，何佩华、梁秀娟、梁桂亭的《玉堂
春》。 第二场为十八日早场，戏目为郑敏
华的《战宛城》，马艳秋、刘承玉、刘承光
的《捉放曹》，何佩华、梁秀娟、梁桂亭、梁
花侬的《盘丝洞》。第三场为十八日晚场，
有郑敏华《翠屏山》，稚兰、刘承先、杨文
榕、关宏星的《法门寺》，梁桂亭、梁秀娟、
何佩华、梁花侬的《捉王魁》。
刘髯公助力家乡教育事业， 将永垂
史册。
（天津市·武清籍）

人努力地绽放着，展示着自己独有的气质
和魅力。
看着这些小花，让我想到，在举国上
下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今天，有许许多多
普通劳动者，为早日战胜疫情，默默地奉
献着： 有不分昼夜奔忙的出租车司机，他
们为了能让医护人员多休息一会儿，自动
组成一支服务队，不计报酬地接送他们回
家，随叫随到。 有建设“火神山”医院的工
人， 他们为了让患者早日得到治疗和康
复，夜以继日，高强度地拼搏着，仅仅十天
医院就建成并投入使用。 还有环卫工人、
快递小哥等等， 他们在祖国和人民需要
时，不顾个人安危，不计报酬，默默奉献着
光和热。 他们就像这长寿花，看上去普通
平凡，却有着别样的风采。
我喜欢这美丽阳光的长寿花，更敬佩
那些普普通通的劳动者。
（武清）

人为什么会产生无聊感？ 这是因为
在较长时间里无所事事， 使大脑活动失
去了兴奋点，处于停滞状态。古人说：
“
心
之官则思”。 人的大脑是用来思考的，古
人不明白这一点， 而认为心脏是用来思
考的，这当然不对。 不过他们懂得，人活
着就要进行思考。如今长时间无事可做，
人怎么会不感到无聊？提倡用思考、特别
是具有丰富想象力的思考， 就是通过思
考启动大脑，让大脑“复工复产”。大脑活
跃起来了，人的精气神也就上来了，无聊
自然也就被战胜了。
（武清）

·轻松一刻·

谜 语
谜语：稀奇稀奇真稀奇，树根上面
长胡须，冬天落叶春发芽，全身辫
（猜一树木）
子长又细。
（谜底将在下期同栏目揭晓）
上期： 四方来合作， 贡献大一点。
（器）

一样新春别样妆

李志杰 画 （区职教中心）

云游天下

两次游西湖
张秀银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
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能不忆江南？ ”
每当读起这首词时，我心中对江南总是
充满向往。前年，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2018 年的 3 月，我与几个姐妹一
起来到江南。 到达江南的第四天下午，
乘大巴车来到了西湖边。“真美啊！ ”我
们异口同声地赞叹着。 一会儿工夫，淅
淅沥沥地下起雨来。 我们完全被西湖
的美景陶醉了， 任凭细雨淋湿衣衫。
雨丝越来越密， 湖面上笼罩着一层薄
烟。 远处，游船在雨雾中若隐若现，不
时传来人们的歌声和欢笑声。 整个西
湖如梦如幻地呈现在一片烟雨中，如
同一幅江南水墨画， 别有一番风韵。
我们一边欢呼雀跃，一边用手机拍照，
此时很想坐上游船，好好地游览一番，
因为时间关系，导游招呼大家上车，我
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这里， 让我多少
有些遗憾。
去年 3 月， 我与老公再次来到了
西湖。 那天天气格外晴朗，在明媚阳光
的照耀下，湖面波光粼粼，站在岸边远
远望去，西湖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如温
婉的少女，楚楚动人。 湖上游船画舫在
水中来来往往，如诗如画。
我们买好票后，登上游船，导游开
始向我们介绍西湖的美景和传说：“西
湖不仅是一个自然湖， 更是一个人文
湖。 在这里自然与人文的美融为一体，
相得益彰。 它每个季节都很美， 春来
‘花满苏堤柳满烟’，夏有‘红衣绿扇映
清波’，秋是‘一色湖光万顷秋’，冬则
‘白堤一痕青花墨’。 西湖有许多奇妙
的传说，名自景始，景以名传，故有‘苏
堤春晓’‘曲院风荷’‘平湖秋月’‘断桥
残雪’等景名典故流传于世……”我颇
感兴趣，仔细聆听着，仿佛看到了许仙
与白娘子的断桥相遇， 梁山伯与祝英
台的断桥相送。 听完导游介绍，我们便

尽情地感受西湖风情，水光潋滟，山色
空蒙， 还能看见云雾笼罩的雷峰塔，
“三潭映月”如宝石般嵌在湖面。 我高
兴得一会儿欢呼，一会儿雀跃，一会儿
录视频，一会儿静静地欣赏。 西湖是柔
美的，也是妖娆的。 她柔情似水，朦胧
中， 平静的湖面像是一面不曾打磨的
镜子。 碧蓝的湖水与天空浑然一体，微
波随着 游 船 的 行 驶 有 节 奏 地 拍 打 船
身，水面上泛起了粼粼波光，还有几只
结伴飞行的白鹭在水面上飞翔。 我们
陶醉在这质朴自然的美中， 不由地把
头探出窗外，任春风吹拂脸颊，任湖水
打湿头发。 我情不自禁地朗诵着苏轼
的诗：“水光潋滟晴方好， 山色空蒙雨
亦奇。 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
宜。 ”此刻，西湖变得更加诗情画意起
来。是的，古往今来，有多少文人墨客沉
醉在这如画的景色中吟风弄月，填词作
赋。西湖真是一首无声诗，一幅有声画。
我已深深地爱上了它，心底留下的不仅
仅是赞美和依恋，还有浪漫的梦想。
渐渐地，天暗了下来。此时，华灯初
上，夜幕下的西湖摇曳生姿，美轮美奂，
我们依依不舍地与西湖告别了。坐上车
后，我微闭双眼，仍旧陶醉在这美丽的
景色中。
（武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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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氏太极拳创始人李瑞东在
太极拳《发明源起》一文中，简要记
述了弟子王润等所编《武当嫡派内
家真传太极神功秘录》（八卷本）主
要纲目内容，照录如下：
第一卷，乃温州派，此卷篇数
虽属无多，然言简意深诚为初学入
德之门也，不可轻视之。
第二卷、三卷、四卷，为武当派
内家之真传， 不但为技艺之宗祖，
实为修身练气之神功，希圣希贤大
道之根源也。
第五卷、六卷，为南派西宗之
合编，师弟问答传道真口诀也。 此
乃全集之枢纽，至道之真传，诚渡
贤之宝筏，醒世之金针耳，尤不可
不慎焉。
第七卷、八卷，为玄功密旨，
南宫之秘法也。 乃紫府灵文，仙家
密宝也， 实大道中之护法玄科之
鼻祖也。
李瑞东为《武当嫡派内家真传
太极神功秘录》（八卷本） 正言道：
“此书为大道之正路，修仙之真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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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身炼精炼气炼神修性修命之神功
也，岂世人所传之俗本可比可及者也，
若仅以武备小技视之则失道远矣，是
书所载之法所论之理可谓详且尽矣。 ”
李瑞东又言道：“自得诀得书 （本
文注：王兰亭所予《拳谱》）之后，一旦
豁然贯通焉，方知学道传道之难，故不
敢自秘而不传也， 谨将本门拳棒之路
数名目（本文注：所言‘本门’，是指武
当嫡派），功夫之次第。 步位练法，修道
之口诀、 心法并所得……三丰道祖秘
传之乩训各位祖师仙师之训言一概笔
之于书，列名卷数之次第。 ”李瑞东再
言：“本由黄帝战蚩尤不胜， 祷之于天
为国忧民至诚感格得蒙九天玄女元君
圣师， 下降传出剑术神功开武备之端
祖，又观蛇鹊之战，推其战斗之机悟理
想义传出拳勇，名为八面熊拳。 历圣相
传至于宋元三丰张道祖按无机太极八
卦错综之义，阴阳相推之理，五行生克
之机衍成太极神功，此太极之始也。 ”
以上均自李瑞东为 《武当嫡派内家真
传太极神功秘录》（八卷本） 所撰太极
拳《发明源起》。 可见，李瑞东在本文深
刻阐释了太极文化和太极拳的历史渊
源及其内涵法理与
“发明源起”。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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