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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远的
“
杨村糕干”叫卖声
侯福志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我坐火车经
停杨村火车站时， 总能听到小贩们兜售
杨村糕干的叫卖声。 武清人说话是较为
标准的普通话， 从他们嘴里一个字一个
字吐出的
“杨村糕干”，可谓字正腔圆、真
真切切，很多路过杨村的旅客，可以听得
明明白白，甚至可以从他们的声音里，感
受到
“
杨村糕干”独有的味道。
近日，闲翻旧报，笔者竟然在 80 年
前的老报纸上，看到描述同样叫卖声的
两篇文章，一下唤起了我对杨村糕干的
美好记忆。
其中一篇文章发表在 1940 年 5 月
18 日北平出版的《戏剧报》上，题目是
《杨村糕干》，作者是北平《实报》的著名
记者王柱宇， 他曾在平津两地报纸上，
诸如《实报》《戏剧报》《天风报》等，开设
名为“谈话”的专栏。 后来，作者将这些
谈风论俗的文章汇集成册，取名为《柱
宇谈话集》，由天津书局出版发行。
因为职业的关系，王柱宇经常乘火
车往来于平津之间，所以久闻杨村糕干
大名。 那时，每当火车经停杨村火车站
时， 他都要买上几包带回来，“聊以应
景”。 作者用简洁的文字，描述了小贩售
卖杨村糕干时的场景： 火车刚一停下
来，那些小贩们，便手擎一些“不等边的
方形纸包”，在车窗外边晃来晃去。 乱哄
哄的，喊成一片。 车上的一些旅客，大多

天津，是新中国较早解放的大城市
之一，1949 年 1 月 15 日迎来了新生。
在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百万天津市民
中，有一位武清籍进步青年，他就是天
津知识书店 （天津地下党秘密联络点
之一）经理杨大辛。 以陈荒煤、周巍峙
为核心的军管会文艺处， 对津门出版
业的改造，为新中国闯出了新路，积累
了经验。 特别是杨大辛担任经理的天
津知识书店，在军管会的积极促成下，
很快发展成为集图书编辑、 出版印刷
和门市销售为一体的公营综合性出版
机构。 其中的儿童图书 （包括新连环
画）最具规模和特色。 杨大辛在新中国
初期短暂的出版生涯里， 领导天津知
识书店，取得了斐然的成就，为新中国
出版业，特别是儿童图书的出版，作出
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
新中国连环画的起步在北方，革命
题材新连环画（木刻连环画）由鲁迅先
生发起（1931 年上海新兴木刻运动标志
之一，就是引进欧洲木刻连环画），革命
题材木刻连环画始于延安， 由华北、东
北，最后遍及全国。 1949 年 1 月 15 日
天津解放，军管会文艺处陈荒煤、周巍
峙进驻万全道 86 号， 美术工作队由胡

禁不住诱惑，纷纷掏出钱来，向小贩们招
手。“
甲四包，乙六包。 甚至有十包、二十
包，大买特买者”。
有意思的， 王柱宇曾经买到过所谓
的杨村糕干
“
赝品”。 作者分析，杨村糕干
之所以惹人注意，并且这样有名，肯定有
其独特之处，并且为一般糕干所不及。 但
是，当一种特产成名之后，便会有
“
赝品”
出来，以假乱真。王柱宇在文章中，记述了
“
赝品”打交道的经历。 据作者介
自己与
绍，有一次，王柱宇坐火车路过杨村，在杨
村火车站买了几包杨村糕干。 他相信，在
车站买来的糕干一定是正宗的，
“
似乎千
真万确，无可疑问了”。 但令人失望的是，
他
“
买来的杨村糕干，吃起来，第一有砂子
硌牙；其次吃着发干，往往不能下咽；再其
次，滋味也不见出色”。于是他断定：
“
杨村
糕干者，徒拥虚名而已。 ”
但王柱宇的看法， 不久就被扭转过
来。有一次，他天津的亲家郭有恒先生送
给他五包杨村糕干， 王柱宇开始还不以
为然， 笑着道：
“
此物徒拥虚名， 不堪承
教！ ”但郭先生很坚持，对他认真地说：
“你吃点试试！”说来也奇怪，王柱宇吃了
两块， 味道居然与自己吃到过的有明显
不同：
“
一是没有砂子硌牙； 二是细润自
然下咽；三是确是别有风味。 ”郭有恒对
王柱宇说：
“
杨村糕干， 并不是杨村的都
好，以‘
万全堂’一家出品为限。而这家最

好的出品，因为供不应求，从来不到车站
上叫卖。这是在杨村当地买来的，自然不
同。”王柱宇这才恍然大悟，原来
“杨村糕
干，并非浪得虚名者”。
关于王柱宇笔下的杨村糕干“赝
品”，我有这样一个判断：在民国时期，以
至更早的时候，
“杨村糕干” 只是一个产
地标识，当时有很多堂号制作贩卖，并非
一家所独有。 比如，除当时最有名的“
万
全堂”外，还有一家“景全堂”同样有名。
1933 年 9 月 14 日，《新天津报》曾刊载
一篇题为《不吃杨村茯苓糕 枉在杨村走
一遭》（作者竹天）的小文，就提到了这个
“
景全堂”。 文章说，一地有一地的乡风，
一地有一地的出产。要说糕干，它是杨村
的特产，的确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已有
三四百年的时间了。杨村糕干相沿至今，
不知其名的简直太少了。在民间，有一句
俗语，
“不吃杨村茯苓糕， 枉在杨村走一
遭”，足以说明它的知名度。有意思的是，
作者竹天先生也曾在杨村火车站买过杨
村糕干，只是他买的糕干是“
景全堂”的，
而非
“万全堂”。 作者在文章中记述了他
的这个经历：
“
杨村糕干创造者是‘万全
堂’，名誉久著。最近有
‘景全堂’者，制之
糕干，料真味美，不使‘万全堂’专美于
此。 敝人昨自平返津，途经杨村时，车方
入站，便见小贩二三十人，各提小篮，内
中满装糕干，争相售卖。回津寓后，
‘杨村

艺海存珍

武清 籍 杨 大 辛
与天 津 知 识 书 店
吕 明
一川（后南下）和马达负责，通过积极响
应和配合，开始新中国美术运动。
1945 年底，杨大辛和几个伙伴创建
知识书店，地点在辽北路 60 号，后由地
下党李克简发展成为红色书店。1949 年
底，北京成立了大众图画出版社，其中
的创作员刘继卣，就是天津美协和知识
书店共同培养的青年连环画家。 刘继卣
在津期间，为天津知识书店创作了《王
贵与李香香》，还绘画了《鸡毛信》《王秀
鸾》等，一定程度上，天津是新中国连环
画的起步实践区之一。
天津知识书店， 自 1949 年 2 月开
始成为公营出版社， 到 1952 年 9 月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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谜语：学上段，会下段。 （猜一字）
（谜底将在下期同栏目揭晓）
上期：无脚无腿偏会跳，非禽非兽
却有毛，老人见它摇摇头，小孩见
它嘻嘻笑。
（毽子）

为天津通俗出版社，在这三年多的时间
里，共出版图书 280 余种，其中儿童类
图书的出版，是最具特色和规模的。 由
杨大辛担任经理的天津知识书店前期，
新连环画出版，是最值得我们研究和总
结的。 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的新连环画，
自己编辑创作的近十种，用其他出版社
的版型、稿源出版的有多种，还有科普
类连环画一种（两册）。
此外，知识书店的期刊也连载了许
多 新 连 环 画 ， 比 如 《新 津 画 报 》
（1949.07-08，共五期），有姜燕的《白毛
女》，而《新儿童》的儿童连环画，是新中
国同期最早的。 新中国首部科普图书最
早的少儿读物之一，新中国北方最早的
连环画之一等等，都是由天津知识书店
出版的。 可以说，天津知识书店是新中
国许多图书种类出版的最早的基地之
一。《人民美术》（
《美术》的前身）创刊号
发表蔡若虹的连环画改造文章中介绍，
截至 1950 年 2 月， 新中国出版新连环
画约 60 种，其中除了上海外，其他城市
包括天津、北京、广州的五家出版社，出
版新连环画约十种，天津的人民艺术出
版社（军管会文艺处）私营民主书店（长
沙路 37 号） 和天津知识书店的至少五
种，天津知识书店的就有三种：《蒋介石
罪恶史》（1949.07、 绘画伍必端）；《白毛

的糕干，景全堂的茯苓糕’，这种声音还
在我脑中盘旋呢！ ”
从上述两篇文章，我们可以大致了
解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杨村糕干的历史
面貌，但关于“赝品”之说，还需要进一
步分析。
“赝品”确是存在的。 正如笔者前面
所言， 早年， 杨村糕干只是一个产地标
识，有很多堂号制作和贩卖，但在众多堂
号中，“
万全堂”存在时间最久，并且有着
很好的口碑，也的确最为正宗，这毋庸置
疑。除此之外，其他的一些堂号，诸如
“
景
全堂”，虽然不如“万全堂”有名，但在当
地，也确实拥有一批消费者，因此，在杨
村火车站销售的“万全堂”以外的产品，
也不应一概而论。 这其中，质量不好，而
又打着其他知名堂号的产品， 应当算作
“赝品”；而那些打着诸如“景全堂”自己
堂号的产品，尽管风味与“万全堂”可能
有所不同， 但也不能一味地归结为“赝
品”。 王柱宇先生购买的杨村糕干，很可
能只是属于前一种情况。
记得 20 世纪 80 年代初，杨村除传
统的老字号“万全堂”外，还有其他一些
堂号或店铺所谓的杨村糕干出售， 但品
质确有不同，味道也确实存在差异。记得
那个时候，我的父亲、三哥，就曾贩卖过
杨村糕干。据我三哥回忆，他们那时批发
糕干的地点，是设在杨村“六街桥”西侧
的一家店铺，每天早晨由父亲去批发，然
后再由爷儿俩分头去天津市内售卖。 叫
卖的时候，就喊“杨村糕干”。 若有顾客
问，就说是
“杜家的”。当时他们都是骑着
自行车，一天一个来回，很是辛苦。
我已 30 多年没有坐火车经停杨村
火车站的经历了， 也不知道穿越时空的
“
杨村糕干”的售卖声还有没有？
（天津市·武清籍）

女》（1949.11、 绘 画 姜 燕）；《刘 胡 兰》
（1950.02、绘画曹世琦）。
曹世琦是天津连环画最早的画家之
一，以“
世琦画室”名义，出版了多部新连
环画。
同期， 天津有为大众图画绘画的刘
继卣，为上海兄弟图书绘画的张鸾，还有
立足天津、走向全国的曹世琦等。天津知
识书店版连环画主要有：《四大金刚》（戚
单）、《春天》（曹振峰）、《王贵与李香香》
（可友）、《逼上梁山》（任率英）、《七一号
机车》（程默）、《向美帝讨还血债》（任子
清）等。借外版和稿件的有：《戎冠秀》《美
帝侵华百年血史》 等。 科普画册单列包
括：《我们 50 万年前的祖先》（1-2 册、
32 开、杨鹤汀绘画）。 其中，由可友绘画
的新连环画《王贵与李香香》，是连环画
家刘继卣创作、出版的第一部连环画册。
据杨大辛回忆， 当年刘继卣参加了
天津军管会文艺处美术工作队的创作
组，由马达推荐，为天津知识书店绘制连
环画。刘继卣是天津著名的青年画家，中
国画非常好， 但是没有创作连环画的经
验。 就是在罗斯福路（今和平路）知识书
店总店楼上，杨大辛不断鼓励刘继卣，让
他放心地去创作， 书店相信他的能力和
水平。 不久，这部连环画出版，受到读者
的欢迎，很快加印了一版，这在新中国成
立之初的天津，是不多见的。正是天津知
识书店的连环画初试笔， 坚定了刘继卣
创作连环画的信心。很快，刘继卣被北京
大众图画出版社选中，在天津、北京，先
后完成了《鸡毛信》《王秀鸾》《东郭先生》
等连环画， 开创了新中国连环画的新局
面，成为这一领域的第一人。
天津知识书店出版的连环画， 开创
了天津、 中国北方乃至新中国连环画出
版的新局面，可谓意义非凡，不同凡响，
此为天津以及武清人的骄傲。
（天津）

战
“疫”父女兵

付娟 画 （区职教中心）

云游天下

涌金门
阿 樱
从杭州市南山路向北走， 穿过博
物馆和图书馆， 便能看到一池波光粼
粼的湖面， 曲折相连的水面横桥在尽
头隔开一个小池， 池塘里金色的“水
牛” 在夕阳下露出背脊， 这就是涌金
池，也是传说中的涌金门外。
我曾在查找《西湖文献集成》的时
候多次见过
“涌金门”这个名字。
南宋时期，涌金门外的几条街，大
概是杭州城里最受青睐的旅游胜地。
这里是老杭州城的西门之一， 是人们
游湖的通道。 涌金门由五代天福元年
吴越王开凿涌金池而筑， 西湖水由此
引进杭州城，相传有金牛从水中出现，
吴越王大喜，由此赐名。 每到寒食节前
后， 无数游人从杭州城涌出， 王孙公
子，越女吴姬，或划着船，或骑着马，陆
续经钱塘门往断桥那头去。 《白蛇传》
中许仙的原型、 宋代话本里断桥遇妖
的奚宣赞，就是住在涌金门附近，沿着
这条路线游春时留下的奇谈。 还有《水
浒传》中浪里白条张顺的最后一战，便
是经由涌金门水道潜进杭州城时，被
埋伏好的城上兵勇凌空打下来的。
涌金门的热闹从宋开始代代传
递，直到清朝，其中最热闹的便是“六
月十八落夜湖”。
那时候，杭州诸城楼上，往往在天
明时点燃一根香烛， 香烛燃尽便是日
落时分，城门也会随之关闭，唯有六月
十八日的涌金门是个例外。 由于第二
日便是观音娘娘的诞辰，巡抚、布政使
和按察使这三名官员， 便要划船去天
竺求头香。 头香意味着福气，最早上香
的机会自然也不能让给别人，因此，整
个浙江一府两县的各级副官们一早便
到寺庙站班，涌金门也因此而不闭。 到
了夜晚，无数大小游船如过江之鲫，向

着茅家埠摇去。 船上盏盏灯火在夏夜
里渐渐汇集，仿佛天上银河倒影下来，
随着水波缓缓流转。 官府以外的普通
平民也借机乘船出发， 欣赏“三潭印
月”的夜景。 有些画舫里奏起笙歌，歌
女柔如轻纱的小调随着丝竹的旋律慢
慢融进月光， 还有人按旧俗为冥府的
故人们放起了荷花灯。 一时间，更多的
星火自夜中亮起，人们欢唱起舞，畅聊
彻夜。 虽然开始的借口是为观音娘娘
贺寿， 最后却变成观音娘娘看这世间
官民同乐了。
涌金门最终在民国时期被拆除，杭
州城里的人们不必再赶着日子夜游西
湖。 如今，即使仅剩涌金池的西湖一隅，
依然值得人们流连忘返。我在杭州城五
年， 每次骑车沿着南山路自北向南，看
到荷花与木板桥构成的曲径之下，那只
金牛的厚重背脊时，都会有种与古人擦
肩的错觉。梧桐树影下的夕阳是与南宋
一致的晚照，苏小小墓前的凉亭是与南
朝相似的歌声。暖沙上的白鸥不知换了
多少代，断桥上的风景不知轮回了几个
四季，但湖上的一切似乎被清风明月按
了定格，历史在此，永不褪色。
从南山路往东走， 只要随意穿过
几条小道，便能看到杭州老城区里最
繁 华 的 街 区——
—延 安 路 。 湖 滨 银 泰
城、工信大厦，你能想到的大都市现
代化消费应有尽有。 然而一墙之隔的
梧桐影下，青瓦白墙所对的湖光山色
依然是苏轼当年享受的“造物者之无
尽藏”， 给人一种涌金门存在时的明
晰之感。
百年树木森森而起， 三天竺的路
口已经不能直接看到西湖。 站在茅家
埠眺望时，我不禁感叹：涌金门真的不
在了吗？
（武清）

连 载

张振发

六、李氏太极的三盘主拳
文经武纬成大道
天参地助修神功（8）
李瑞东在整理和创编“太极五
行捶”构架和套路时，避免一些传
统拳势看左看不到右，看右看不到
左的“半架”弊端，吸纳岳氏心意十
二形拳特点，将李派太极五行捶构
架进行系统整理并创编成既对称
又完整的拳式与套路。 该套路将
大、小、松、紧、刚、柔、快、慢、中平
九种拳架（即九种练法）融为一体，
最终形成“整架太极拳”。 同时，突
出“
刚”与
“柔”的圆与满。 即刚劲分
八类：反弓、箭督、风猛、炮燃、雷
震、电闪、山峙、刚硬；阴柔含十二
种：轮转、球滚、胶粘、磁吸、木漂、
水流、绵软、金柔、针尖柔、箩底丝
缠、箩中蹦豆、平准。 刚劲犹如箭之
中的，必透七孔而后已；如炮之燃
火，务求穿山之功力；如墙倒山塌，
欲躲而不能；如迅雷猛烈，无掩耳
隙间；如大风强猛，草石俱偃矣。 而
柔劲犹如弓圆剑远、 随风使舵、顺
水推舟、水中漂木和磁石吸铁一般
耳。 李瑞东有言：“凡此种种，必尽
心悟， 功至而无惑。 ”（
《李派太极
拳》）。 民国时期的著名武术大家杨
明漪在所著《拳勇见闻录》一书中
有述：“太极有刚柔之分，发之于李
瑞东。 ”即，刚柔之用，显见之于李
瑞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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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盘拳（太极五行捶）操练歌诀，
第一节（春）之歌诀，首句为：“提顶吊
裆心中悬，两膀轻松力自然。 三参固住
三元气，开天辟地静在先。 手分两仪七
星抱，双手托起万重山……”人盘拳操
练歌诀是以天地交感先生气候后生四
季（春、夏、秋、冬）而成四节。 其道合河
洛之理，大衍之数，而生动、静二盘。 动
盘按天地人“三才”定位，以天地人“三
盘”为主拳，还有若干辅拳；静盘包括
立式、坐式、卧式，还有若干功法。 如此
行、立、坐、卧全应四象，动、静两盘，拳
归一理，实为罕见。 李派传人称：“李瑞
东祖师追求的至高境界正是行、 立、
坐、卧皆是拳。 ”
李派修炼太极拳的步骤和方法按
初练、单练、双练等渐进渐入渐得之于
法度，要在练势、练气、练理、练机上下
功夫。 李瑞东指出：“
夫单练者，乃一身
独练也。 独练切勿贪多，务求纯熟。 或
择一二式而专练之，此谓之练势；或连
三五式而急练之，此谓之练气；或趁势
之便利而任意练之，此谓之练理；或酌
式想象而练之， 此谓之练机。 合而言
之，单练四要也。 ”指出：“本理以造势，
即势以运气， 借气以生机， 行机以达
理。 ”再指出：“不练势则势不稳，不练
气则气不接，不练机则机不灵，不练理
则理不通。 俱有次序， 不知理而徒练
势，则势不真；不练气而遽练机则机不
活；不练机而遽练理则理不圆。 ”（李瑞
东《单练四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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