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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存珍

在周邓馆缅怀伟人
于刚

风行一时月份牌
由国庆

红色票证

鹅头扇骨见匠心
姜维群

收藏知识

每到开学季，许多学校会组织新生前
往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参观学习，缅怀伟
人的丰功伟绩，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纪念
馆的集体参观券（图1），设计简约，信息丰
富。集体类票券使用时需填写单位名称和
人数等信息，存根栏通常设计较宽，可容纳
更多文字。主券使用紫色为背景，紫色不
但淡雅柔和，还是南开学校的校色。周恩
来作为南开的优秀学子，体现“出污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品格。右下方有
纪念馆主展馆的外景图。建筑呈工字形，
主体二层，局部三层，屋顶为重檐庑殿形
式，外檐镶嵌银灰色花岗岩，雄伟庄重。
今年的1月8日是周恩来逝世45周年

纪念日。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

解放军的创建人之一。天津是周恩来和邓颖
超始终眷顾的第二故乡，是青年求学和开展
革命活动的起点。在天津，他们度过了勤奋
学习的学生时代，开始了探求真理的革命生
涯，为天津现代革命斗争历史和天津地方党
史写下了光辉篇章。

1978年3月5日周恩来诞辰80周年纪
念日，周恩来同志青年时代在津革命活动纪
念馆在南开中学伯苓楼成立。此楼为周恩来
就读于南开学校期间上课和开展社会活动的
场所。基本陈列为《周恩来青年时代业绩》，
并复原了读书时的教室。1994年为纪念邓
颖超诞辰90周年，邓颖超纪念馆在觉悟社旁
建立，并将邓颖超青年时代在津创办的女星
社旧址迁移至此。

1998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在周恩来
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前夕成立。纪念馆现有

三大展区，分别为主展厅、仿建西花厅和专机
厅。主展厅一层设有瞻仰厅和周恩来生平展
“人民总理周恩来”，二层为邓颖超专题展“邓
颖超——20世纪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三
层为临时展厅，举办各类专题展览。周恩来
邓颖超纪念馆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廉政教育基地和国家一级博物馆。
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

为两位政治家、一对夫妻并建一处的纪念馆，
因其展览主题突出、藏品珍贵多样，开馆多年
来接待中外游客已逾千万人次。与此相关的
纪念馆票券也是丰富多彩，种类繁多。
红色常规参观券为纪念馆开放初期的基

本款式，票幅较大，印刷清晰。票券两侧各留
有宽1厘米左右的位置，左侧为副券栏，附有
编码，右侧为检票栏，形式并不多见。根据使
用人群，可在左下方票种名称和右侧检票栏
等位置区分多个票种，有橙红色标记的成人
个人票、成人团体票，绿色标记的残疾人·军
人·学生票、蓝色标记的赠票等。其中相同票
种因印次不同，在票种名称字体选用、底纹深
浅、馆名字号、主建筑图色调等方面也有细微
区别。此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绿色标记影视厅
入场券，方框内的图片也由建筑外景图变为
影视厅内景照。影视厅主要放映周恩来、邓
颖超的文献资料片，也举办学术报告会。如
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周恩来与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专题报告会，在2001年
6月于影视厅举办。
单色系列参观券中，豆沙色的临时展厅

参观券和老人优惠参观券，通过后期加盖的
方式体现展览名称和票价。绿色和橘色临时
展厅参观券，分别标注了3元和5元的票价
栏。这几种票券的版式与尺寸同红色常规参
观券相近，但将检票位置移到了左侧副券栏
中。小尺寸橙色券为近年来所用，通过个人
身份证件免费换得。目前发现有三个样式，
在字体、背景照片和副券栏有所区别。左右
两侧均为主建筑外景照和海棠花特写。
集体参观券除文首提及的紫色款式外，

还有版式相近的绿色款，票种名称中的“券”
字为正确写法。另有一枚周恩来同志青年时
代在津革命活动纪念馆的集体录像券，票面
手写参观时间为“08年”，而此馆在2008年
时早已闭馆。因两馆存在传承关系，推测此
票当时并未用尽，本着节约原则，留存到新馆
继续使用。
仿建的西花厅参观券，有粉紫、淡黄、浅

蓝三种颜色，代表全价、优惠、免费三个票
种。背景均为西花厅陈列厅入口位置照片，
但在照片拍摄角度和清晰度上有一定差别。
此处于2008年建成开放，整体依照20世纪
60年代中南海西花厅的布局和风格仿建而
成，通过实景实物的形式，生动展现周恩来和
邓颖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专机厅陈列着一架伊尔14型—678号

客机，它是1957年苏联政府赠送给周恩来的
专机。周恩来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乘坐
该机到访过国内外多座城市。专机厅的参观
券巧妙地设计为航空登机牌的样式，左侧主
券栏有飞机的图文介绍，右侧副券栏标注编
码和票价信息。此券有两种配色，分别为蓝
白色全价票和绿白色的半价优惠票。另有蓝
白色的2元票券，可供机外参观。
纪念馆针对一些临时展览，还曾发行过

专用参观券。如1999年《迎接澳门回归祖国
图片展》带有大三巴牌坊照片的绿色参观券，
2001年《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
士斗争史实展览》红蓝配色入场券。2001年
《中华魂——中国共产党革命英烈事迹展
览》，曾发行了三种不同票价的入场券（图
2）。此票通过左右两侧的存根栏与副券栏
区分票价，主券左上方有党徽，红颜色的天空
有革命之意。背景为万里长城，代表祖国大
好河山，背面盖有纪念馆售票专用章。票券
色彩丰富，有效地映衬了展览主题。
开馆初期还发行过多种卡式门票。两枚

一套的“聆听周总理讲话纪念卡”，正面选取
瞻仰厅《情满江山》汉白玉雕像和纪念馆外景
照片，左侧有竖向金、银色线条点缀，下方设
双孔，或为置入机器时检测所用。周恩来百
年诞辰纪念磁卡，五枚一套，竖版印制，票面
为周恩来青少年时代的照片，在全国周恩来
纪念馆范围内通用。银卡门票为纪念周恩来
诞辰百年暨纪念馆落成而发行，共5万枚，凭
此票在当年7月1日前可免费参观纪念馆。
票券中心是周恩来邓颖超的合影，背景是他
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这样的画面，充满温
馨，饱含深情，令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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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折扇自明朝盛行以来，一代代的工
匠在扇骨的创新上迭出新意，使折扇扇骨艺
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出新方面多有创
意，在复古方面亦有有心人，津门制扇大工匠
刘宇先生在开掘扇骨古式上一帜独树，颇得
心源。
折扇扇骨是中国工艺的大千世界，这里

只说“扇头”。
扇头在字面上理解，本来是扇面意思。

如清吴伟业《又题董君画扇》有“过江书索扇
头诗”句，就是请人把诗写在扇面上。然而扇
骨有自己的专业术语，扇骨分上、下两部分，
上半部分的扇板是保护扇面的，叫扇头；下半
部分是扇柄，末端叫扇端。然而人们把“头”
给了下面，把扇端叫成扇头。
为什么这么头尾颠倒呢？想起了大白

菜。大白菜生长在菜地时，人们认为上面的
部分是菜头；大白菜躺放在菜板上，会认为根
部是菜头。因为折扇扇骨这个末端工匠们设

计出各式头型，于是约定俗成被称为
“扇头”。

为了美观，为了持拿适手，工匠们
将巧思妙想注入扇头中，形成了折扇
扇头的大千世界。刘宇先生近来复制
出一柄宫廷象牙鹅头扇骨，填补了扇
头动物头型的一个空白。

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扇中，有
一柄仇英绘的山水扇，其扇骨为象牙制，是直
棍式窄骨，俗称“一根葱”，这种扇骨是日本最
古老的形制，在明代是常见的。最外的扇板
和小骨计12根，即扇板2根、小股10根。这
样数量的扇骨到了清代、民国时期，已被9单
（扇板2、小骨7）和11单代替。

这个扇骨最奇特的地方是扇头。在扇骨
专业书中曾经作过统计，各种头型从明代至
今共有近百种之多，但把鹅头设计为扇头则
是第一次见到。

鹅和鹤是中国文人眼中的文禽。如果说
鹤是飞翔在天的仙，那么鹅就是行走在地的
贤（人）。首先，鹤与鹅的鸣叫是文人听觉上
的享受。《诗经·小雅》：“鹤鸣于九皋，声闻于

天。”《晋书·王羲之传》：“会稽有孤居姥养一鹅，
善鸣。”不仅欣赏鹅鹤的叫声，还欣赏鹅鹤的形
体，春秋时大音乐家师旷“援琴而鼓”，有十几只
鹤飞来，和着音乐列队“延颈而鸣，舒翼而舞”。
鹅的视觉欣赏，是它的走路。鹅步有着缓

慢而斯文的步态，伴着扬头的高傲之态，似与斯
斯文文的文人有相通之处。尤其在王羲之“黄
庭换鹅”后，鹅的声名鹊起，成为文人诗家的宠
儿，参与到诗文与生活中。在山阴，一道士养着
一群好鹅，王羲之特地去看，很是喜欢，于是出
钱想买鹅。道士不卖，王坚持要买。道士说我
的鹅不卖，但你可以写《黄庭经》来交换，而且是
把这一群鹅相赠。王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
归，甚以为乐”，成为千古佳话。苏轼有诗：“一

纸鹅经逸少醉，他年鹏赋谪仙狂。”
有此爱鹅佳话，也有了鹅池（传为王羲之养

鹅处）。晋末有龚氏畜鹅，于是有湖叫鹅湖，有
山名鹅湖山，在此基础上又有了鹅湖寺，还有了
大名鼎鼎的鹅湖书院。有了鹅的文名，当然也
有了扇骨扇头鹅头的设计。
“一根葱”的扇骨，就是直通通的一根棍，但

到了扇端则变成不规则的一个鹅头，连接着后
面长长的鹅颈。刘宇先生讲，这鹅头的两条曲
线精准的构式，复制起来十分困难。

公鹅头上有肉瘤，此鹅头上端略略凸出，隐
隐的，却让人感觉鹅的憨态可掬；鹅头下端往上
收起，向外延伸成为鹅喙。本来鹅的喙略呈尖
状，但此鹅嘴处理成圆钝状，而且有了表情，更
为生动。重要的还在于，这样的处理拿在手中
温润可手，扇子摇起来手感舒适。

更具妙思的地方，是鹅眼的处理：用五彩贝
做眼白，用黑牛角扇钉做眼珠，闪闪发光，活灵
活现。刘宇还注意到，用扇钉的圆黑代替眼珠，
眼珠在眼白中间位置略微靠前不到一毫米，鹅
前视，就像有了生命。他感慨地说，古代工匠匠
心所在极细微处，复制起来极难捕捉。

但是，刘宇先生捕捉到了。
由此想到大雕塑家罗丹的一句话：“对登

堂入室的艺术家来说，自然的一切，无一不
美。他的双眼大胆地感受表象内的真实，犹
如开卷读书那样，轻易地看出自然内部的一
切真实。”艺术真实自然，就有大美。这件宫
廷扇扇骨复制者，便复活出来它“自然内部的
一切真实”。

新年到，旧时习俗家家都已换上了新年日历、月历、月份
牌画，曾几何时，老月份牌与老广告文化相互促进发展，说来
话长。

近代中国“五口通商”以来，洋商洋货跨海而至，清光绪二十
二年（1896）上海鸿福来票行（彩票专销店）推出了《沪景开彩图》，
这是目前所知第一幅正式标明“月份牌”字样的广告画海报。

传统农历（阴历）纪年法在民间根深蒂固，最初的月份牌
上多采用农历与西历（公历）并行的方式。孙中山先生倡导
“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力主采用西历。1912年元旦，孙中山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随即，中国图书公司发行了一幅
《中华民国元年月份牌》散行民间，公历与月份牌逐渐推广。

十里洋场大上海是外商淘金的乐园，忽如一夜春风来的
月份牌广告以新奇的视觉效果和消费诱导力在华洋商界迅速
萌发。且说郑曼陀，他是开创月份牌新派画法的一代宗师，其
擦笔水彩技法影响至深。郑曼陀自幼命运坎坷，然勤学上进，
20世纪初年仅二十岁上下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气。他在杭州一
家照相馆开设了人像写真画室，将中国传统人物画技法与西
方水彩技法融合，逐渐形成一种新法——擦笔水彩法。如此，
传统线描人物的线条被淡化，用炭精粉擦染出人物的明暗，再
以水彩层层渲染。后来，郑曼陀到上海谋生，在街头鬻画时被
富商看中，其作品被商家率先以月份牌海报推出，郑曼陀所绘
的月份牌从此声名鹊起。郑氏画风特别突出东方女性肌肤的
白皙与娇嫩，柔情万千的大美人跃然纸上，广告感染力空前。

因月份牌广告画海报上印行年历，发行起来自然会受时
间性限制，所以后来一些月份牌索性去掉了年历，且逐渐演变
成为纯粹的广告海报，但总体风格无大改变，表现风格更趋多
样化，人们照例仍称之为月份牌。

初期的月份牌受工笔人物画、传统年画的影响很深，画中
人物以古典纤纤仕女为主，她们身体清瘦，服饰保守，除了花
容月貌之外再无半点“显山漏水”，完全遵循传统审美风格。
后来也出现了以京剧扮相入画的形式，惟妙惟肖，风行一时。

风气的开化愈发迅速，随着女学生、女明星、交际花等新
女性的出现，她们很快被描摹入画。旗袍的风行与西化改良，
让月份牌上的女子们一下子“能言擅唱”起来。20世纪20年
代末至30年代初，随着流行趋势的变化，画面上的旗袍款式
已是无袖的样子，女子的手臂与香肩完全展示出来，着实引人
视线，广告主的推销诉求得到更有效的满足。在杭穉英为阴
丹士林所绘的一幅画中，身穿玫瑰色高开衩旗袍的少妇跷着
二郎腿坐在洋式沙发里，她左手抚在膝盖上，右手放在沙发扶
手上，白嫩如新藕。再看那红润的容颜透着浅浅的笑，妩媚的
眼神注视着观者。

仔细研读各种海报，不难发现当时市面上流行的各种外
国纱质面料、蕾丝面料以及所制成衣无不反映于画中。可以
说，人见人爱的月份牌是近现代海派生活时尚的镜子，甚至成
为人们追逐摩登的范本。

老上海名画家杭穉英绘制的月份牌画

出任“总务主任”
“这是定好的事，再改不太好！”

就这样，后来改选成年龄最小的刘
仁静与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
表出席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邓中夏因此没有出现在后来中
共“一大”的13位代表名单上。然
而，作为当时年轻的中共党员中最有社
会影响和知名度的邓中夏，仍然是李大
钊委托的“一大”重要的筹备人员，在准
备北京党组织出席全国代表大会的报
告。6月28日，邓中夏到南京出席少年
中国学会年会；7月4日，邓中夏从南京
到达上海，住在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
文女校。此后的三四天时间里，邓中夏
不仅向上海方面的“一大”会议筹备组
递交了北京党小组的“报告”，而且一直
在“与已赴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
事”。“一大”代表包惠僧在回忆文章中
这样说：“会议之前，各地代表都到达上
海，住在法租界打铁浜博文女校楼上，
毛泽东同志也住在这里，邓中夏同志当
时应重庆各中学夏令营学术讲习会之
约，定期前往讲学，不能参加我们的会
议，但是他在博文女校同各地代表同住
了三四日，他同每一个代表都交换过工
作意见”，为大会召开起到了很大的作
用。而且邓中夏在这期间同上海方面
的李汉俊等人商量了会议安排，因为当
时有中共“北李南陈”（北方的李大钊、
南方的陈独秀）两位领导人之说，所以，
代表“北李”的张国焘主持会议，“南陈”
麾下的陈公博做会议记录，上海的代表
则做好“会议服务”。所有这些确定后，

邓中夏还同“会务总管”、上海代表李达夫人
王会悟一起察看检查了“一大”开会的会场。

“好了。我可以放心走了！”邓中夏检
查完毕会场后，走出“李公馆”——“一大”
会址、李达兄弟的寓所，便深深地呼吸了
一口气，脸上露出一丝青年霞光……

此刻的他，心头一定异常澎湃，因为
在中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是他自

“五四运动”以后的两年中一直与李大钊
等革命同志积极努力和期待的事。现在，
为了动员更多的青年、工人和知识分子觉
悟，他把一个重要的历史机会留给了其他
同志，自己则穿着长衫、带着雨伞，朝黄浦
江的码头走去。

而受命到上海大学出任“总务主任”，
既是党的安排，又是他邓中夏自己非常愿
意做的一件事。作为“五四运动”和“二
七”京汉铁路大罢工的旗手，又是中国共
产党建党伟业的参与者，邓中夏非常清楚
和重视革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故他到

“上大”后，实际上承担的是校长职务，因
为于右任平时不到校办公，总务主任邓中
夏便成了实际上的“全权”执行者。

17岁入北京大学的邓中夏，受校长蔡
元培的“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很深。后来
接受马克思主义后，更明白了教育要救中
国，必须先对国人的思想进行启蒙。

小闺女儿真有瘖子
小闺女儿就进去了。一会儿又

出来，朝这男人走过来。这男人觉出
有点不对劲，看看小闺女儿，问，你怎
么了？小闺女儿冲这男人比划了两
下，张张嘴，却没出声儿。

男人问，怎么回事？
小闺女儿又比划了比划，费劲地

说，嗓子，坏了。男人一听就急了，问，
前几天还好好儿的，怎么说坏就坏了？

小闺女儿说，上火，咸菜吃多了。
男人气得直跺脚，只好说，那就过

几天再说吧。
过了几天，这男人又来了。这回小

闺女儿不光说不出话，干脆连声音也出
不来了。男人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闺女儿比划着说，嗓子眼儿，长了个疮。

这男人一听没再说话，扭头就走了。
高掌柜后来跟王麻秆儿说起这事。

王麻秆儿早就知道这个男人，这才告诉
高掌柜，这男人叫麻皮，是专在街上踅摸
小女孩儿的。踅摸上了，先带回去让他
老婆调教，教唱小曲儿小调儿，然后再卖
给“落子馆儿”。所谓“落子馆儿”，也就
是“窑子”。高掌柜听了惊出一身冷汗。
但这回也知道了，这小闺女儿看着岁数
不大，还真有瘖子，也不是好糊弄的。后
来日子长了，小闺女儿才说出她家的事。

小闺女儿她爸叫李显贵，在北藕村
是个做豆腐丝儿的。再早也不做豆腐
丝儿，只做豆腐。后来李显贵发现，做
豆腐丝儿比做豆腐赚钱，就改做豆腐丝
儿。李显贵是个实在人，又爱琢磨事
儿，做的豆腐丝儿不光筋道儿，味儿也
好，卖得就挺快，没几年也就赚了钱。

村里有个叫田广泰的，本来开着一爿油盐
店，一见李显贵做豆腐丝儿赚钱了，就不
开油盐店了，也做豆腐丝儿。一个村里出
了两家做豆腐丝儿的，自然要分走一半生
意。但李显贵厚道，既然是一个村的乡亲，
这豆腐丝儿做出来也不光是卖本村，周遭
儿都能卖，谁做都是做，也就并不计较。可
这个田广泰心眼儿多，脑筋也活，这门手艺
还没学地道，先学会了掺假。掺假本儿小，
利也就大。但人家买主儿也不傻，东西好
坏，搁到嘴里一尝就知道了。可豆腐丝儿
又不像别的，做了就得赶紧卖，尤其夏天，
早晨做了，下午没出手就黏了。田广泰每
天做少了不够卖，做多了又卖不出去，也就
一直不赚钱。可他不赚钱，却把这个账记
在小闺女儿她爸李显贵的头上，认为是李
显贵挡了他的道儿。于是想来想去，就想
出一个主意。他先去城里的药铺买了一包
大黄。大黄是一味中药材，专门清热泻火
的，人一吃，立刻就拉稀。

这田广泰准备好大黄，等了几天就等
来机会。

做豆腐丝儿，得用豆腐。李显贵本来
是开豆腐房的，后来做豆腐丝儿，就不开豆
腐房了。旁边的张楼村有一家豆腐房，东
家姓黄。这黄掌柜跟李显贵是朋友。李显
贵再用豆浆，就从这黄掌柜的豆腐房进。

6 3 使命感倍增
王长杰指着那排房子说：“这有这

么多间房子呢！随便住。”
王继才看着几乎一样大小的房

子，找了间看上去干净的屋子，说：“就
住这间吧！”

王长杰说道：“到家了，那咱搬东西
去?”“走！”两人把卸在码头上的东西一
趟趟往紧挨着的另一间屋里搬。东西
还真不少，他们来来回回搬了好多趟。
酷暑天气炎热，上下台阶使他俩累得气
喘吁吁。终于搬完了，两人开始聊天。

王长杰问：“继才，你是第一次上岛
吧?”“是。”

王长杰说：“这个岛不大，只有
0.013平方公里，海拔36.4米，用不了半
个小时就能围着岛走一圈。从这台阶
往上走，走过208级台阶就上了崖顶，
观察哨楼就立在最顶端。站在哨楼观
察窗前，海面一览无余，能看到一两海
里外的船只。如果使用高倍望远镜，
即便是阴雨天，也能看得很远很远，我
们专门给你配备了高倍望远镜。”

王继才听说是专门给他配的高倍
望远镜，很受鼓舞。

王长杰和王继才休息了一会儿，说
着说着就拾级而上。他们站在观察窗
前，面对大海，极目远望。这时王继才
心潮澎湃，使命感倍增。

王长杰对开山岛的情况
了如指掌，两次近距离的接触，
令王继才对他十分敬佩。快一
个上午了，王长杰该回去了。
尽管王继才和这位领导还没聊
够，可是，又不得不送他下岛。

到了码头，渔船发动机不耐烦地喘着粗
气，冒着黑烟。船老大等急了，使劲儿向王
长杰招手。王长杰急火火地跳上渔船，还一
个劲儿地叮嘱：“继才，一定要坚持住，我看
好你！错不了！有事儿就给我打电话！”还
没等王继才把话茬儿接过来，渔船就像箭一
样驶离了码头。

王继才看见王长杰不停地挥舞着手臂，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远去的渔船越来
越小，变成一个小白点，直到小白点也消失
了，王继才才回过神来。环顾四周满山怪石
嶙峋，空荡荡的几排旧营房，一条黑咕隆咚
的坑道，加起来顶多一百多米长的台阶石
道，这里没有淡水，没有电……这时，他才意
识到，现在这里只剩他一个人了。他心里有
些发慌，有想大声呐喊的冲动，可是喉咙发
紧，试了两声，不行！喊不出来！他想用喊
声驱走孤独和恐惧。他运足了气，终于喊出
了声：“啊——啊——”这喊声惊天动地！

下半天过得好漫长，他把王政委带来的
物品又仔细地分类码放了一遍，把屋里屋外

打扫得干干净净。他就是想干活
儿，不敢停下来。尽管前一天晚上
他失眠了，没怎么睡，但他也没觉得
困，干了半天不觉得累也没觉得饿，
只是耳朵里灌满了“咣——咣
——”海浪拍岸的声音，重复单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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