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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存珍

公交卡上的红色印记
润玺

点心花纸闹新春
由国庆

红色票证

傲雪梅花方寸开
郭建国

火花天地

梅花，是中国十大传统名花之一，原
产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我
国人民对梅花有特殊的感情，把它与兰、
竹、菊并誉为“四君子”。它冰肌玉骨、独
步早春、凌寒留香的品性，历来深为人们
所钟爱。

在早期火花中，梅花就多次出现。
日本一火柴厂出品的“司马光砸缸”火花
（左图），图案所绘司马光用大石砸破水
缸救出同伴的故事，而这口古朴的水缸
上方，插有一株梅花，树姿秀雅，古艳雅
逸，意态生动，与水缸边机智顽皮的孩童
相映成趣。民国初期，我国同业厂的“麻
雀梅花牌”火花，图中是一只麻雀立于梅
枝上，翘着尾巴，叽叽喳喳，嬉戏吵闹，惹
得梅花也迎风含笑，绽芳吐艳，整个设计
将“麻雀立上梅枝头”的意境体现得淋漓
尽致。上世纪30年代，苏州鸿生火柴厂
出品的“国花”火花、广州东山火柴厂出
品的“岭南第一枝”火花等，都是以梅花
作为图案。

新中国成立后，火花中展现的梅花可
谓千姿百态、层出不穷。

杭州火柴厂 4枚套“梅花”火花，疏
枝缀玉，或艳如朝霞，或白似瑞雪。北
京火柴厂“梅花”牌火花，全套 5枚，一

朵朵梅花竞相绽放，红的似火，粉的似
霞，白的像雪，傲霜斗雪。苏州鸿生火
柴“梅兰竹菊”套花中的“梅”，展示出了
梅花凌寒绽放的神韵。南京火柴厂的
“梅花”火花，以水彩画构图，展示了梅
花的粉瓣玉蕊。遂昌火柴厂的“梅花”
火花，一株腊梅，清新亮丽。长汀火柴
厂出品的“咏梅”火花，简洁明快地绘出
了一幅写意梅花图。上海火柴厂的“梅
花”火花，采用剪纸造型，疏影横斜的风
韵在火花上再现。

此外，梅花作为背景或点缀图案，在
其他题材的火花中也常见。如南平火柴
厂出品的“儿童习武”火花。梅花树下，女
孩拉开架势练剑，白色梅花与女孩火红的
上衣相映成趣。苏州鸿生火柴厂出品4
枚一套的“苏州名塔”火花，其中一枚为瑞
光塔，其画面就具有“雪梅”的意境。飞舞
的雪花和横出的两枝梅花，使这座千年古
塔增添了飘逸之感。

天增岁月人增福，竹报平安梅报
春。农历新年即将到来，春天也慢慢地
走近了。

公交卡是通勤族的常备物品，依托
于庞大的使用人群和消费频次。公交卡
的卡面内容，也是优质的信息载体。在
二维码、NFC支付日趋普及的今天，实
体卡的纪念性和珍藏性大大增强。天津
是全国较早发行公交卡的城市，天津公
交卡从诞生之初，即已重视纪念卡这一
重要领域，最早一枚为1999年的天津公
交首发纪念卡。卡面虽小，但为设计者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不同主题的公交纪
念卡，不仅着眼于公交行业本身的发展
变化，还囊括了国家大事、重要纪念日、
城市地标、生肖、公益宣传等。红色题材
的天津公交卡亦不在少数。这些红色印
记，记录了珍贵的历史瞬间，成为一种特
殊而形象的史料。

2019年，天津公交发行了一枚互联
互通卡（图1），正面为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主题，卡面中上部为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活动标
识（以下简称“70周年标识”）和“不忘初
心 牢记使命”的红色文字。下方有革
命先烈的金色群体塑像和城市高楼林立
的红色剪影，二者分别代表过去的峥嵘
岁月和现在的繁荣发展，与背景的云蒸
霞蔚，共同呼应了卡面的主题。卡的背
面为历史照片，图中为正在行驶的天津
早期有轨电车。1904年，比商天津电车
电灯公司在天津成立，天津成为中国现
代公共交通的发源地，1904年也被称为
“中国公交元年”。2019年恰为天津公
交诞生115周年。一枚卡片，两面同设
两个主题，且其一与公交相关，这在全国
范围内并不常见，具有较高的收藏意义。

公交卡与地铁卡同属交通卡范畴，
也是交通卡中数量最多的两类。原本二
者的区分较为分明，卡片由公交或地铁
发行，在本系统内消费结算。伴随各地
的交通一卡通公司成立，一卡通系统逐
渐接入公交、地铁等市政服务领域，一卡
通成为交通卡的重要一员，如天津城市
一卡通公司发行的城市卡。此后城市卡
开始与公交联合发卡或单独发卡。单独
发行的城市卡，在收藏领域也常被称为

公交卡。如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60周年纪念卡发行。卡片以红色为
主色，中部有“10.1”的浮雕美术字，周围
点缀了金色光芒，底部有大面积的汉白
玉栏杆搭配构图。此卡也是目前发现的
发行时间最早的一枚红色主题公交卡。

2012年，庆祝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纪念卡由天津公交和城市一卡通共同发
行。卡面以橙红、明黄二色为主色，中间
有一枚党徽，光芒四射。下方有天安门
前华表、故宫太和殿及太和门前大铜狮，
雄伟庄重。另一面的红色弧形条幅上印
有“富强 民主 文明 和谐”，下方的五
颗星星，富有立体感。边缘有燃放礼花
的元素，烘托喜庆气氛，底部背景有长
城，绵延万里，气势磅礴。2017年，天津
公交发行庆祝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互联
互通纪念卡。卡面中间为一枚党徽，下
方印有“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底部有
天安门和天坛，背景为人民大会堂内部
穹顶和飞翔的和平鸽，边缘有红色丝带
随风飘扬，画面层次鲜明丰富。

2019年，“盛世华诞 普天同庆”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交通联
合纪念卡，由天津公交和城市一卡通共
同发行。卡面中心有金黄色的“70”字
样，并使用相似线条连续排布显示艺术

美感。下方有Flash风格的天安门建筑，
背景搭配暗红色多层折叠衬布造型。另一
面采用相同的艺术元素，中心印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字样。此卡在天津
公交的发行公告展示图中，编码为2019.
J6(6-28)，而正式发行的卡片编码为2019.
J4(1-1)，加大了收藏爱好者对此卡的关注
度。值得一提的是，此卡是公交纪念卡中
为数不多的竖版卡片。同时，卡片设计者
或许考虑到发卡单位名称较长，如果采用
与横版卡片中相同的文字字号，在竖版版
式中难以展开，同时为尽量减少画面遮挡，
卡面并未使用文字注明发卡单位，仅在左
上方标注了企业标识。这样的设计成为此
卡的亮点所在，别出心裁。

2019年9月，交通运输部直属单位中
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牵头组织开展了交通
一卡通领域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活动，包括天津在内的全国138个城
市于 9月 28日同步发行“70周年”纪念
卡。此卡专门聘请了“70周年标识”设计
者对卡面进行了设计。全国各地发行的
纪念卡，版式与图案一致，在正面卡号栏
及右上角的城市名称位置有所区别。天
津城市一卡通发行的“70周年”交通联合
纪念卡，在背面底部标注了发卡单位名称
及客服电话。

与“70周年”纪念卡相关的卡片，还有
两枚。其中一枚纪念卡在常规纪念卡标注
城市名称的右上角位置，标注了“中国·交
通”的中英文字样，背面底部标注了“全国
交通一卡通数据交换中心”。此卡在外观
上并未体现与天津相关的信息，但从中间
的卡号可以看出使用的是交通联合标准
卡“天津号段”。交通联合标准卡与银行
卡类似，在卡面中部标注19位号码，具有
全球唯一性。交通联合标准卡的主管机
构已于2014年向国际标准化组织（ISO）
成功申请到应用服务提供机构注册识别码
（RID）和国际发行机构注册识别码（IIN）
号段资源。笔者通过全国范围内的交通联
合标准卡号码整理统计，发现目前发行的
天津卡卡号前八位均为“31049102”，且通
过这八位数字，可以进行城市区分。这枚
“中国·交通”纪念卡的前八位与“天津号
段”一致，故而可以将此卡列入天津公交卡
的收藏范畴。

另一枚“70周年”纪念卡（图2），同样
使用“天津号段”且没有搜索到发行信息，
或许仅供交通卡发卡机构内部交流使用。
此卡以金黄色为主色，辅以少量红色，中部
设“70周年标识”，图案为烫金工艺，四周有
放射性的轮廓条纹延展至卡面边缘，立体
而充盈。背面有“中国·交通”和“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中英文字样，其中
“中国·交通”采用变色防伪工艺。此卡设
计风格与银行卡更为相似，卡号由表面凸
起并喷涂金色，从卡片边缘处可见卡基为
红色。绝大多数交通卡使用白色卡基印
制，彩色和透明卡基较为少见，成本更高，
虽然整体视觉区域不大，但观感更佳。此
卡不但设计精美、风格典雅，加之选料考
究、工艺复杂，堪称公交卡中的经典之作。

香甜点心是昔时过大年的首选美食、馈赠佳品，有人形容春节礼尚往
来就好似点心大游行，那一张张覆盖着甜蜜的花花绿绿的点心笺呢？堪称
新春街市最耀眼的亮色。

京津糕点老字号桂顺斋有近百年的历史，是津门美食文化的重要代表
之一。桂顺斋恪守传统风味，且注重包装宣传、点心笺印行，让美的设计同
样为人们带来精神层面的喜乐感受，同时真切记录了不同时代的生活往
事。在笔者收藏的百多种旧点心笺中，桂顺斋故纸自成系列，特色显著。

仅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点心笺为例，春风吹拂下的花纸迅速恢复了百花
齐放、多彩多姿的样子。1985年前后桂顺斋推出的点心笺上洋溢着喜庆
氛围，画面俨然就是一幅月季花写生作品，花儿盛开或含苞，娇艳欲滴。与
这张点心笺相随并用的点心盒外观还可见“中西糕点，京津风味，糖果烟
酒，蜜饯食品”字样，广告意味凸显。需要关注的是，这纸点心笺上已出现
“金汤瓶”商标，地址中专门在括号里注明了“芦庄子”三字。

芦庄子位于老天津南市与日租界旭街（今和平路）交汇处，此地正是桂
顺斋在津的发祥地。1924年，来自北京通县大顺斋的刘星泉在芦庄子口
买下门面经营清真小吃。这一年刘星泉恰得千金，名叫淑桂，高兴之余特
为小店取名桂顺斋。桂顺斋以诚实守信为本，对所承袭的京味糕点的质量
要求极为严格，绝不马虎，很快赢得了天津卫顾客的信赖。20世纪30年代
初，桂顺斋还请来曾经烘焙宫廷糕点的高手，并加大资本投入，前店后厂推
出了京八件儿、萨其马、蜜麻花、蜜供、麻团酥等系列糕点，逐渐形成了酥、
香、松、绵、软、亮、甜的自有风味。历经近百年的发展，桂顺斋久已成为华
北地区妇孺皆知的品牌。

笔者综合天津电话发展史料研究推断，桂顺斋在1987年1月以后又印
行了一张点心笺。这张画纸16开大小，以大红色、玫红色、淡黄色的三朵月
季花为主图，“桂顺斋”三字已由老式的美术字变成了颜体书法，广告词写“中
西糕点，质高味美，前店后厂，自产自销”字样。解读这张点心笺中的其他信
息可知，随着城市建设的发展，和平路（原145号）芦庄子桂顺斋店址在这时
已变更为“101号—105号”，电话号码从5位升至6位，为225125。老字号
的经营也取得了长足进步，除了芦庄子老店（当时也称一分店）之外，在和平
路、多伦道、开封道等还开办了四家分店及一家冷热饮店。其中的第二分店
是20世纪70年代初位于和平路345号的燎原糕点店（桂顺斋开办，笔者存
“燎原”故纸），通过新印点心笺上的信息可知，其门牌号已调整为253号。

再有，“天津市桂顺斋糕点厂”之名出现在又一张点心笺上，它大致印
行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八开大小，以三种花卉为主图，画面上
方印有“津京糕点”大字，下端有厂名，相随的电话号码为756093。

1989年春节天津下了大雪，记得我就是带着这样点心笺裹着的两盒
点心到女朋友家拜年。雪中推着自行车一步一滑前行，途中一踉跄没稳
住，连人带车带点心摔出老远，胳膊腿不疼，车子没坏，只可惜点心包摔裂
了，还甩出两块点心，那崭新的点心笺也沾水折损。我又气又恼，坐在雪地
上边歇脚边捡起那两块已成雪球的点心，索性掸掸雪粒，吃！挺香甜。就
这样，五六公里路，我竟走了近两个小时。

话回藏品，还有一张点心笺落款为“桂顺斋糕点厂第二经营部以及分
部”，约印行于20世纪90年代末，画面与上述那张三朵月季花的点心笺大致
相同，但广告词为“京津糕点，传统风味”，电话号码已升至现今通行的8位。
近年，桂顺斋糕点有限公司曾印行过一张具有时尚气息的正方形点心笺，衬
底是电脑制作的粉红色月季花图，朦胧温馨，然而再也感受不到旧式手工绘
画的韵味。画面信息显示，和平路101号已成为桂顺斋商厦的地址，另有分
店五处。

解读故纸，岁月留痕。纵观张张老点心笺，图色艳丽，信息丰富，红红
火火的年景与甜蜜时光一幕幕似重现眼前，引人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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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人武装起义
秘密培训班主要传授一些最基

本的军事常识，而核心的制造炸药
和枪械使用技术等培训，则在另一
个秘密地点由中央直接指挥进行，
那里只有十几人，处于绝对的秘密
状态。
相比之下，山阴路上海区委机

关的这个据点会集了工人武装起义的
基本骨干，以教育和动员民众，及教授
最简单的军事防备和军事技术为主。
教员罗亦农主讲马列主义和时局与形
势，赵世炎主讲党的组织建设，汪寿华
侧重工人运动。秘密培训班时间虽不
长，但成效却十分明显，相当一批优秀
学员这个时候加入了党组织。有个数
字能说明，五卅运动后的1925年年
底，上海地区有中共党员1350多名，
到1926年赵世炎、罗亦农、汪寿华他
们办班结束时，上海中共党员总人数
已达2500多人。此时，北伐军节节胜
利，直逼浙江、上海。就在这时，浙江
省长夏超宣布“独立”。上海将归谁，
成为当时最受关注的焦点。
10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受党中

央的指令，正式决定举行第一次工人武
装起义。罗亦农被推荐为起义总指挥，
赵世炎和汪寿华皆是起义的指挥，各负
责发动民众和相关工会组织工作。
起义的时间定在10月24日。一

切都在等待浙江方面的消息——上海
的罗亦农、赵世炎和汪寿华每时每刻
都在聆听杭州方面的消息，然而前方
的消息大出意外：浙江省长夏超在率
部进军嘉兴时，遭到由北而南向杭州

进军的孙传芳部沉重打击。10月22日，
夏超只得率残部向余杭退却。23日，孙军
进入杭州，并派兵追击夏超，在余杭公路
上将夏超打死。
“不行了！立即停止起义！”10月23

日晚，原计划的武装起义无法再继续进
行了。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研究了形
势，迅速向中央报告并获得批准后，马上
作出新的决定。然而，此时已深更半夜，
有些地区的工人纠察队未能及时接到停
止起义行动的通知，便开始与警察发生
冲突，后果自然与计划和设想的有了严
重差异……工人领袖陶静轩、奚佐尧等
10余人在冲突中牺牲，百余人被捕。

次日凌晨，第一次起义宣告结束和失
败。中共中央对武装起义的失败非常重视，
令汪寿华到武汉向中央主持工作的负责人
张国焘汇报武装起义的经过，并再次强调上
海搞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和可能性，要求借北
伐大军之势，再次进行武装起义，这样上海
必有可能在中国共产党的掌握之下。

听上海同志信心百倍地讲述武装起
义成功的把握，年轻的中共中央自然也十
分期待和希望，张国焘等当然全力支持上
海搞一次“像像样样”的武装起义。“把帝
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彻底吓得爬不起来！”
这是那个年代多数中国共产党人的愿望。

何桂兰遇上卖茶叶的
老朱脸皮儿薄，一听赶紧连连

摆手，红着脸说，这点小事儿，不值
得谢，都是街上混饭吃的，关照一下
也应该。正说着，老何的老婆就带
着闺女来了。老何的老婆也是个不
会说话的人，就知道说谢，翻来覆去
地说了半天，还是个谢。但老何的
闺女挺会说话，说得也得体，话虽不
多，却句句让老朱听着挺顺耳。老朱
一高兴，话也就多起来。

这个中午，老何一家人请老朱在
门口儿的小饭铺吃了一顿烩饼，老何
跟老朱还喝了二两老白干儿。但吃
饭时，老何两口子没怎么说话，光听
着老何的闺女跟老朱说了。老朱也
是遇上了合适的人，一高兴，话也就
越说越多。

老朱长这么大，还没遇上过说话
这么爱听的人。男人也就罢了，还是
个女人。后来一打听，老何这闺女叫
何桂兰，还没出阁。就托人去何家说
媒。一说也就成了。

但这个何桂兰也没跟老朱过几年
日子。老朱婚后才发现，这何桂兰不
光能说会道，还是个心大的女人。但
心大跟心大也不一样。有的女人心
大，是心宽，别管什么事，一过去就忘，
不往心里搁；这何桂兰心大，是心野，
虽然说不出以后想怎么样，但总想过
跟一般女人不一样的日子。

老朱平时在铺子里绱鞋，何桂兰
在家呆不住，就经常出来闲逛，且常
去运河边，就爱看南来北往的各种商
船。一天在河边遇上个卖茶叶的，是

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一张嘴说话，像外
地口音，可听着又有点天津味儿。他问
何桂兰，要不要茶叶。何桂兰在家时，
常看老朱喝茶。但老朱喝的是花茶。
这人说，他卖的叫“涌溪火青”，是安徽
出的。何桂兰这才知道，这人是安徽泾
县人。
何桂兰本来就爱说话，又听这人的

安徽口音跟天津话有点儿像，就跟他闲
聊了几句，一聊也就认识了。这男人说，
他姓黄，叫黄青，就是这“涌溪火青”的
青。一听何桂兰问有没有花茶，就说，花
茶也有，明天给她拿来。于是两人约好，
第二天还在这儿见。
第二天，这黄青又来了，但没带花

茶，却带来一包小干鱼儿。他说，这叫
“琴鱼干儿”，只有泾县才有，不是吃的，
也是当茶沏，沏出来的叫“琴鱼茶”，女人
喝了皮肤白嫩，也能养生。何桂兰一听
挺高兴，问这黄青多少钱。黄青就笑了，
说，不要钱，拿来就是送她的。何桂兰回
来沏水一喝，果然满口清香。这以后，也
就常来河边见这个叫黄青的男人。这黄
青也挺爱说话，说泾县如何好，如何青山
绿水，吃的东西多，玩儿的地方也多。何
桂兰听着，慢慢就心动了。终于有一天，
答应跟这个叫黄青的男人走。

34 31 儿女的苦
“继才啊，你不容易啊！你干得很

好！比我想象得还要好！有你在，我
就能放心地走了！”王长杰吃力地抬了
抬手，王继才将手递过去。“我走了，你
要继续把开山岛守好，我才能放心！”

王继才看着政委期待的眼神，
应道：“政委放心，我一定把开山岛
守好，一直守到我守不动为止。”

王长杰是个很健谈的人，他和王
继才坐在一起，基本都是他在讲话。
他还想说些话，却感到很累，心慌气
短，两眼殷切地看着王继才，分明是还
有话嘱咐王继才。王继才见状，站起
身来，那双大手却一直握着王长杰的
手，久久不舍得松开。

王继才又大声地说一遍：“放心
吧，政委！我一定把开山岛守好，一直
守到我守不动为止！”王长杰不住地点
头，他十分信任王继才。

医生、护士都来了，王继才只好松
开手，依依不舍地走出病房。他一出病
房就开始掉眼泪，怎么都忍不住。他坐
在走廊的椅子上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过
了好一会儿，王继才从医院出来，哪儿
都不想去了。计划要办的几件事，他也
没心思去办了，匆匆赶到燕尾港码头，
搭上一艘渔船便回了开山岛。

从此，他把下岛那桩事，深深地埋
在心底。
“子要尽孝，父要尽责。但

我的家人都理解，忠是最大的孝
和责。”王继才说，“身体是自己
的，但人是国家的，而家就是岛，
岛就是国，守岛就是卫国。”

王继才何尝不知儿女的苦，但在他心
中，岛小，却关系国家尊严。在守岛和个
人生活之间，国家和自家、大家与小家之
间，王继才选择了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守
岛卫国的大义之中。
渠清如许，必有源头活水。在中国人

的骨子里，从来都是有国才有家。我们的
民族历经磨难，斗志弥坚。正是因为有了
无数和王继才一样舍小家为大家的平凡
人，执著奋斗于平凡岗位，我们祖国的发
展才能欣欣向荣。
新世纪的曙光来临了，全世界同步迈

向21世纪。开山岛虽然也迎来了21世
纪，但一如既往地重复着昨天的日子。在
这里，新世纪的曙光没给他们的生活带来
多少新意。日复一日，他们只能从收音机
里领略千禧之年的样子。收音机是他们
打开精神世界的唯一窗口。
开山岛上的日子和昨天一样，一天天地

过去了。当三个孩子都陆续下岛上学，岛上
只有夫妇二人时，开山岛更安静了。可是，

安静下来的开山岛，令人不安，令人
烦躁、焦虑，甚至令人窒息……如
今，在开山岛，强台风带来的狂风暴
雨不可怕，寒冷湿热不可怕，可怕的
是寂寞。这寂寞会使人狂躁发疯，
可是他们只能默默地忍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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