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杏花村”是一家酒楼的名字，其全称为“杏花
村南饭庄”，又名杏花村酒楼，位于天津旧法租界，
创立于1928年前后，其大股东为前财政次长朱有
济，经营者则为儒商张云华。
据1930年2月11日出版的《北洋画报》载，杏

花村“治南式菜点颇精，南人趋之”。然其定价之
高，在津门则“举世殆无其匹。人尝谓‘小食堂’
价昂，抑不知杏花村物少而较贵。如‘炒三冬加
肉片’一小碟，索值及一元，狂欲噬人，弥足恐
怖。其他精馔更可想见矣”。后来，这家小食馆
进行了改建，并扩大了规模，形成了一家颇具影
响的大酒楼。
1940年 9月 14日《新天津画报》曾刊载一篇

《谈杏花村》（作者吴子通）的短文，读此文，可知这
家酒楼的大略情形。
吴子通是天津城南诗社七位创建者之一，与严

范孙、赵元礼等耆老友善。他于20世纪40年代初
结识了杏花村主人张云华，并应其约请，与时任城
南诗社社长王伯
龙一起，将杏花村
作为城南诗社长
期活动的社址。
关于杏花村，

吴子通描述道：
“画楼一角，位置
于软红十丈间，市
非远而适中，室甚雅而不大，盘飧则中西兼味，樽
酒则新旧并醅，行人不必借问牧童，自然闻香下
马。”张云华“性忱风雅，楼中遍悬诗家、书家、画家
作品，满壁琳琅”。
1940年10月7日，署名谦之的作者在《新天津

画报》上发表了《记杏花村》一文，记述了作者在杏
花村的所见所闻，其有关杏花村内外环境及内部
设施的记述更为详细。作者写道：杏花村的门口
有霓虹灯闪耀，远远地笑靥迎人，仿佛已带着几分
酒意。那富丽堂皇的金匾大字“杏花村南饭庄”，
则为报人、作家王伯龙所题写，“气魄浑厚，益为该
村生色”。酒楼内部的设置井井有条。作者由堂
倌带路，参观了二楼的布置。只见四壁悬满了名人
字画，其中就有当代名家金息侯、章一山等人的墨
宝，古色古香，颇为雅致。作者谦之先生随便点了
几个菜，细加品尝，感觉的确不错。作者还描述了
酒楼附近的环境，“推窗远眺，不觉扫兴。对面却是
一家豆腐店，屹然对峙，两两相形，殊觉不称。然而

一美一拙，一雅一俗，观之不禁令人绝倒”。
杏花村的菜品很有特色，最有名的是由王伯龙

推荐的“玉斧龙须”这道招牌菜，其做法是：取胜芳
鲜蟹（尖脐者）巨大双鳌（去骨）四对，置过滤后的
洁白鸡汤中，入水之二三分钟（勿令破碎），然后放
入去尾且切成寸段的龙须菜，再入水四五分钟，略
加绍酒和味之素半匙即成。将其贮入白色汤盘，
其风味颇鲜美，可与莲叶羹之菊花锅这道名菜相
媲美。杏花村的酒也同样很有特色。主人专门从
山东兰陵购进了地道的兰陵酒，另备有竹叶青及
绍兴黄酒。

1939年夏季，天津城被大水淹没，城南诗社因此
中断了活动。1940年元宵节，经社长王伯龙倡议，城
南诗社同人在杏花村酒家恢复了活动并举行宴集团
拜。到会者计有章一山、丁佩瑜、马诗癯、马仲莹、陈
葆生、王伯龙、吴子通、张聊公、陈子勋、石松亭10
人。据1940年3月6日《新天津画报》发表的《杏花
村重结城南诗社》一文载，团拜时，大家“即席商定恢

复城南诗社和每
周聚餐雅集，以杏
花村酒楼作社集
之地，依昔时蜀通
饭庄原例行之，择
于三月三日（星期
日）上午十二时作
庚辰年第一次公

宴，分韵赋诗”。
张云华本为儒商，曾创办过一家舞厅。他与城南

诗社许多文人有来往。1940年10月2日，张聊公曾
赋诗一首，以答谢张云华馈桃之谊。他在前序中写
道：“杏花村主人张云华兄，以肥城桃五只见贻，方
拟觅句赋谢，忽见金息老（指金息侯）答谢主人馈桃
七绝一首，吐属俊妙乃尔，自是身有仙骨，谨步其原
韵，以谢主人，并呈息老。”诗云：杏村本不异桃源，多
少渔翁坐满园。喜得桃源桃五只，从今我亦得仙根。

城南诗社恢复活动，张云华非常高兴，他特意安
排了“炸春卷”“什锦馄饨”“煮元宵”“烫麦饺”等美食
来招待贵客。为支持诗社下一步的活动，他还拟定
了优待办法，“旨酒佳肴，收费极廉，盛意可佩”。

有趣的是，杏花村恢复活动当天，王伯龙曾戏出
幽默联语征对。其上联为“元宵吃元宵，元宵宵夜”
张云华当即决定悬奖元宵一百枚，为最佳应征者之
赠品。消息传出后，一时应征者十分踊跃，佳品迭
出，堪称城南诗社的一段佳话。

接管大城市是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
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进行的一项重
要工作，也是我党工作重心从乡村转移
到城市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环节。它在党
的城市工作史，乃至整个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上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军事
管制委员会则是城市实现新旧政权顺利
过渡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机构。在新中国
城市解放初期，军事管制委员会直接负
责城市的接收和管理任务，在清除反动
残余势力、稳定社会秩序、团结人民群
众、恢复和发展经济生产，以及确保旧政
权向新政权过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早在1947年解放石家庄时，朱德总

司令就提出“以后打大城市，打下来后，
一个时期内，应该对城市进行军事管
理”。1948年9月24日，济南建立了第
一个军事管制委员会。11月15日，周
恩来总理起草了《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
指示》，在《指示》中他高度评价了“军管
制”：“根据各地经验，实行军事管制的办
法甚为有效。在军事管制委员会领导
下，一方面可成立委任式的临时市政府；
另一方面凡带紧急性临时或实验性的处
置，均可以军管会的命令之行之。”但是，
像天津这样一个情况复杂、各方势力盘
根错节的大型工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
港口城市，如何做好接管工作、稳定局
势，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又是一个新
课题。
1948年11月8日，辽沈战役结束不

久，平津战役还未开始，毛泽东主席就已
经在考虑天津等城市的接管问题，“北
平、天津、唐山、张家口解放在即，即刻准
备接管干部及党政机构的配备，务于一

个月至一个半月内准备完毕”，并强调
“华北局负责准备”。11月29日平津战
役开始，为迎接天津解放并顺利完成接
管工作，在党中央部署下组建了天津市
的军事接管机构及党政领导机构。中央
对此非常重视，毛泽东主席特别指出，
“此次接管平、津影响中外，你们务必办
到如同沈阳、济南那样的接收及管理成
绩，不要落在沈阳、济南之后”。12月13
日，黄克诚被任命为天津市委书记兼天
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敬为天津
市市长兼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
任，此后中央及华北局先后
抽调了7400余名干部，集中
在霸县胜芳镇整顿学习，准
备参加接管工作。
“军管会”肩负着从国民

党手中完整地接收和保护天
津的重任，以及将旧天津建
设成为人民的新天津的伟大历史使命。
在进入天津市区之前，天津市军事管制
委员会就做了充分的组织准备。根据中
央的要求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的城市
接管经验，“军管会”制定了《天津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工作纲要》《关于接管天津的
任务与方针》《关于接管工作中几个原则
问题的决定》《接交注意事项》《移交守
则》《接管人员工作守则》等一系列方针
政策，以确保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

1949年 1月 14日，解放天津战役
开始，随着战斗的节节胜利，接管干部
在地下党的引领下直奔所接管的地区
和部门。15日中午12时，公安接管干
部首先进入天津市内。“军管会”的主要
领导和各机关的主要干部也于下午16
时陆续进城。其他干部和纠察部队也连
夜赶赴市内。在攻城部队的配合下，接
管干部分别接管了国民党天津市政府、
警察局、电台、报社、电厂、水厂、银行等
重要部门。“军管会”以军字第一号布告
向全市宣布：“奉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

前线司令部政治部电令，
成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平
津前线司令部指挥之下的天
津区军事管制委员会。任命
黄克诚、谭政、黄敬、黄火
青、王世英、许建国、李聚奎、
钟伟、袁升平为天津区军事

管制委员会委员，并任命黄克诚为主任，
谭政、黄敬为副主任。”天津市人民政府
也同时宣告成立。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最初在原法
国公议局大楼（今和平区承德道12号）
办公，1月22日，根据工作需要，又迁至
迪化道（今和平区鞍山道）四十六、四十
八号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稽察处旧址，不
久又再次搬迁至张园，与中共天津市委
联合办公。“军管会”是解放天津实行军

事管制的最高权力机关，其下设办公厅、
行政部、接管部、文教部、市政接管处等
部门，分别负责财经、文教、市政三大部
门及其下属各部门的接管工作。
接管工作开始后，“军管会”以“各按

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
为总方针，根据“原职、原薪、原制度”的
“三原”政策开展接收工作，并通过天津
新华广播电台和《天津日报》向人民大
众宣传。在接管过程中，除了个别遭受
敌人特务机关破坏或是毁于战争的部
门之外，大部分单位在3日至5日基本
完成了接管工作。2月中旬，全部接管
工作结束。2月28日，“军管会”接管部
召开接管工作总结会议，共接收大小公
营企业和机关663个，接管工厂115个，
仓库165处，机关、医院316处，大专院
校4所，省立大专院校3所，省立中学4
所，市立中学8所和小学122所。在天
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下，国民党
的反动统治被推翻，建立了新的人民政
府，不仅如此，“军管会”还在联络群众、
恢复城市功能、安定人民生活、恢复经
济发展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天津城市接管工作的开始也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接管工作进入第
二阶段，城市接管水平较之前得到进
一步提高。一方面，在天津城市接管
过程中，认真吸取了已接管城市的经
验教训，在接管政策、接管手段和接管
步骤等方面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深化和
调整；另一方面，天津城市的顺利接
管，也为此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接
管积累了经验。
1949年10月31日，华北人民政府

宣告结束工作，天津市人民政府直接受
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天津市军事管制委
员会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

天津解放的故事（五）

军管会与城市接管
龚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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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村”与城南诗社
侯福志

沽上
丛话

“像塞纳河在流经巴黎最紧要的部位
时出现了一个可爱而微妙的转弯一样，我
们天津的母亲河海河在流经市中心处也出
现了一个同样弧度的转弯。在转弯处的这
段旧称‘老龙头’的河干上，架着一座被传
说为出自巴黎埃菲尔铁塔设计师居斯塔·
埃菲尔之手的万国桥，也就是今天的解放
桥。它钢筋铁骨，雄伟壮观，是海河上最著
名的大桥，也是天津的标志性桥梁。不仅
如此，解放桥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它为那
些刚刚从天津火车站下车的来自五湖四
海的宾客们，由北向南地拉开了一段堪称
天津城市历史文化宏大叙事的帷幕。大
幕后面的主角，便是本书的主
人公——解放路……”正是在
这引人入胜的开篇语中，我们
走进罗丹、罗文华新著《流金溢
彩解放路》一书中。以前曾经
有不少人从某个角度、某个时
期、某个局部写过解放路，但是
能够全面而概括地写出160年
历史、12公里长的解放路，此
书还是第一部。

阅读《流金溢彩解放路》，
我们意识到，解放路的形成和
发展，与天津近代以来的历史
发展紧密关联；解放路的日趋
繁荣，体现着天津城市地位的
不断提升。1860年，第二次鸦
片战争结束，天津被迫开埠，
英、法两国率先在海河西岸的
紫竹林一带设立租界。作为两
国租界最主要道路的“中街”，
即开始规划与修筑。中街北段
贯穿法租界，又称“大法国路”；
南段贯穿英租界，又以当时在
位的英国女王的名字称为“维
多利亚道”。英、法租界中街加
上后来延伸至美租界的道路，
大致相当于今天的解放北路。
1895年，德租界在美租界的南
面设立，其最主要的道路也是
中街，正式的路名以当时德国
皇帝的名字叫做“威廉街”，大
致相当于今天的解放南路北
段。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威廉街以时
任美国总统的名字改为“威尔逊路”。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天津各国租界完全
收回，国民党政府将旧英、法租界中街改为
“中正路”。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市
人民政府于25日即发出通告，更改市内七
处道路、桥梁、公园的名称，其中四处涉及
今解放路：中正路改为“解放北路”，威尔逊
路改为“解放南路”，中正桥改为“解放桥”，
中正公园改为“解放公园”。从“大法国路”
“维多利亚道”“威廉街”“威尔逊路”“中正
路”到“解放路”，这些名称足以显示出这条
路在近代以来天津城市中特殊重要的地
位。具有160年历史的解放路，是天津建
设最早的近代化道路，也始终是近代各国
租界中最重要的道路，更是一部浓缩的天
津百年城市发展史。因为解放路上历史风
貌建筑大部分现仍存在且完好，所以此书
的整体脉络便围绕主要建筑从北到南展
开。这样的结构和顺序，也便于读者了解
从近代到当代的解放路，并由此了解这一
时期整个天津的发展。

此书的书名用“流金溢彩”来概括跨越
了三个世纪的解放路，是因为它首先就像
一条流淌着金子的道路，是一条金融之
路。银行街，也叫金融街，以美国纽约的华
尔街最为著名。近代天津的英、法租界中
街，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北路，中外银行麇
集，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中心，有“东方华
尔街”之称。天津开埠后，英、法租界中街
作为租界早期最主要的道路，兼有政治、经
济、外交、交通等综合功能。1880年，英国
汇丰银行最早在天津筹设，一大批外国银
行随后涌入。各国银行为显示实力，相继
在英、法租界中街一带建造了气势雄伟、规
模壮观的银行大楼。不仅英、法、美等国的
银行设在英、法租界中街，日、德、俄、比、意
等国虽然在天津辟有本国租界，却也将银
行设在英、法租界中街。北洋时期时局不

稳，战乱频仍，华商银行为求安全，也纷纷向
英、法租界转移。后来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
也设在英租界中街。中外银行日趋集中，使
得英、法租界中街逐渐形成金融专业色彩浓
郁的银行街。书名用“流金溢彩”还有另一
层重要意义，就是它最直接、最形象地体现
在解放路两旁光华四溢、多姿多彩的建筑
上。天津由于保存着近代以来数百座小洋
楼而被称为“万国建筑博览会”，而解放路就
是“万国建筑博览会”的样板和缩影。在今
天的解放路上，坐落着大量的被列入各级文
物保护的建筑和历史风貌建筑。特别是解
放北路，几乎完整地保存着20世纪二三十

年代的街道风貌，甚至还矗立着
多座19世纪建造的西式风貌建
筑。几乎每一座历史建筑都具有
不凡的身份和特殊的故事，它们
也都成为建筑技术和建筑艺术的
样本。“盐业银行大楼窗上镶有盐
滩晒盐及帆船运盐景象的彩色玻
璃，尽显富丽堂皇；东方汇理银行
大楼屋顶上的帕拉第奥式亭子，
足具灵动超逸；汇丰银行大楼正
面的爱奥尼克巨柱式门廊，气势
极为壮观；金城银行大楼顶楼向
外探挂的时钟，细节十分精彩；华
俄道胜银行大楼穹顶的采光亭，
仿佛呼应着遥远的异域文明；新
华信托储蓄银行大楼外檐的石材
饰面和细长开窗，似乎宣示着现
代主义经济生活的到来……”书
中这些精彩的文字，形象而生动
地表述出解放路作为“东方华尔
街”的寸土寸金，以及作为“万国
建筑博览会”的奇光异彩。
两位作者近年在研究解放路

历史文化中多有新的发现，有些
成果便反映在此书相关篇章中。
如解放路形成“银行街”的时间、
解放桥开桥情况、梅兰芳曾住百
福大楼、法国俱乐部原址后来曾
为“胜利联欢社”、法国公议局大
楼所在地原先是第一代“法国菜
市”、利顺德大饭店曾有“礼查饭
店”的译名、泰莱饭店曾称“来得

乐大饭店”、韩国独立运动著名领导人金元
凤是海河中学老校友，等等，都具有一定的
学术研究价值。由此也从不同角度说明，解
放路的历史文化是极为繁复而厚重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流金溢彩解放路》对

这条路的阐述，并没有像很多作者那样沉湎
于它曾经的富丽堂皇中，而是以继往开来的
视野将其定位在“创新领先之路”上。一百多
年来，解放路创造了无数个天津第一乃至全
国第一，始终走在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
列。解放路上近代出现的北洋西学学堂、天
津轮船招商局、利顺德饭店、天津印字馆、大
清邮政津局、新万国桥等，尽管各自具有复杂
的历史背景，但无疑都属于先进事物，或成为
社会进步的重要基地和媒介。就连解放路上
的西餐厅、电影院、照相馆、理发店、汽车行、
裁缝铺，包括新中国成立后开设的友谊商店，
都是天津理念、设备、样式、成品诸方面最新
颖、最时尚、最高端的业态。1959年，解放南
路从琼州道延长至市区南部尖山居民区和陈
塘庄工业区。今天的解放路长达12公里，是
天津市区最长的南北向通衢大道。新中国成
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解放路在引领城
市发展、带动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尤为
突出。作者以天津环球磁卡股份有限公司为
例谈企业改革方面的成就，以海信广场为例
谈商业创新方面的成就，以环渤海家居中心
为例谈服务业创新方面的成就，以梅江居住
区为例谈在城市住宅改革和居住理念创新方
面的成就，指出在天津这片充溢着开放进取精
神的热土和沃土上，解放路一直是一条实力雄
厚、意气风发的创新之路、领先之路，“我们的
解放路，保有着流金岁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更会开启一个异彩纷呈而且愈加美好的明
天”。站在城市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高度研究一
条道路，充分体现出此书超出一般历史文化
著作价值的现实观照与理性思考。
（罗丹、罗文华著《流金溢彩解放路》一

书，近日已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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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进步青年到革命者
柔石在省城上大学，他家人为

了“锁住他的心”，在老家给他找了
个“门当户对”的农村媳妇，让身处
新潮生活中的柔石陷入了一种矛盾
的境地……这与他革命战士的人生
追求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他的许多
作品和诗中都流露出这种挣扎又不
能摆脱的痛苦。“五四”时期的许多人
都经历过这种人生过程，包括鲁迅、茅
盾、陈独秀等。
这种痛苦与挣扎，是那一个时代

的青年所面临的一场人生搏杀——活
着要活得痛快，死了便死个清确，平
复！莫忘人生真正的意义，你立身的
价值！
柔石用自己的诗句来激励自己，

并对自己说：“你应当知道你自身的宝
贝之宝贵和爱情。你应当高飞你坚决
的意志之艇，以达到环行地球的目
的……你应该去喜玛拉雅山峰而俯视
太平洋的宽阔呀！从今后，决愿你明
白夜和月，明白生存和死亡，生存和死
亡所拴系的切要意味！”
有道是，愤怒出诗人。压抑者，也

容易成为作家。柔石便是在这种心境
下越来越爱好文学，并用文学释放内
心的痛苦。
1925年，他带着短篇小说集《疯

人》到北京大学当旁听生，这让他人生
又有了一个全新的飞跃。就在此地，他
结识了冯雪峰，认识了在这里上课的鲁
迅，尤其是听鲁迅的课，使他感到是“平
生之最大乐事，胜过了十年寒窗”。
这一年，上海的五卅运动给了柔

石思想上巨大的冲击与影响，让他从一个
进步青年，一跃成为革命者。也就是在这
场反帝革命斗争的浪潮中，他发表了著名
的战斗诗篇《战》，让他成了声名鹊起的革
命诗人。九十五年过去了，让我们重新读
一下这首战斗诗篇，感受一下那个峥嵘岁
月里的战斗激情吧——

尘沙驱散了天上的风云，尘沙埋没了
人间的花草；太阳呀，呜咽在灰暗的山头，
孩子呀，向着古洞森林中奔跑！

……真正的男儿呀，醒来罢，炸弹！手
枪！匕首！毒箭！古今武具，罗列在面前，
天上的恶魔与神兵，也齐来助人类战，战！

火花如流电，血泛如洪泉，骨堆成了
山，肉腐成肥田，未来子孙们的福荫之宅，
就筑在明月所清照的湖边。

呵！战！剜心也不变！砍首也不
变！只愿锦绣的山河，还我锦绣的面！
呵，战！

努力冲锋，战！

在北京的一年，是柔石想得最多、写
得最多的时候，他写小说，写诗歌，也写独
幕剧，并且继续从事他擅长的散文写作。
这个时候的柔石，有一种“拜伦式的英雄”
追求，这很符合他的性格：外表少言少语，
内心却异常丰富激昂，常常失眠于黑夜
里，而黑夜里又是他最富激情的时刻。

老朱还有个事儿
来子问，这事，还有别人知道吗？
老朱说，那晚上，有个人看见了。
来子问，谁？
老朱说，杨灯罩儿。
那个晚上，老朱拉着刘二的排

子车往河边去时，正碰上杨灯罩儿
迎面过来。老朱心虚，没跟他打招
呼。杨灯罩儿也没说话。但他看见
老朱，忽然站住了，就这么看着老朱拉
着车在他跟前走过去。等来到河边停
下来，老朱才发现，这洋人的身量儿太
长，本来已经把他的两条腿窝起来，可
盖上土，两只脚还是露出来。这脚上
穿的是洋人的军靴，一眼就能看出来。

来子问，后来，杨灯罩儿也没提这事？
老朱说，没提。
来子这才明白了。本来，来子的

心里一直纳闷儿，当初杨灯罩儿要跟
老朱合开这铺子，明摆着是欺负他，老
朱再怎么迂，这点账也能算过来。可
他这几年，怎么就一直认头让杨灯罩
儿这么欺负。现在老朱一说，也就清
楚了，他是在杨灯罩儿的手里有短儿。

老朱长出一口气，身子就一点一
点往下出溜。

来子赶紧又扶他躺下了。
这时，老朱的抬头纹已经开了，鼻

子翅儿也扇了，看着，已经只有出气
儿，没有进气儿了。老朱用手比划了
一下，使着劲说，衣裳，在底下。

来子弯腰看了看，床底下有个包袱，
就明白了，老朱已给自己准备了装裹。

来子说，你闭眼歇会儿吧。
老朱说，还有个事儿。

来子说，你说。
老朱说，这铺子，以后就交给你了。
来子听了，看着老朱。
老朱说，我跟前，也没别人了。
来子知道，老朱说这话，其实也是白

说。现在跟前没有第三个人，已经到了
这时候，又不能让老朱写下来，就是写，
老朱不认几个字，也只能写自己的名
字。但还是点头说，知道了。

这天夜里，老朱就死了。
尚先生一早来包子铺，跟高掌柜商量

老朱的后事。高掌柜一听老朱没了，半天
没说话。尚先生说，老朱家里没人，天又
热，给他闺女送信儿来不及，再说就知道
他闺女的婆家在塘沽，具体地方也不清
楚，这个后事儿，您看怎么办吧。高掌柜
叹口气说，现在年岁大了，铺子的事都已
交给儿子，老朱这事，就让尚先生多操
心。又说，还按老规矩，让胡同里的人给
老朱凑口棺材，大伙儿有多大心，出多大
力，没多有少，最后包子铺兜着就是了。

尚先生在胡同里把钱凑了凑，来子
操持着，就把老朱发送了。

发送老朱的当天，杨灯罩儿来了。杨
灯罩儿是听到信回来的。来子正收拾老朱
留下的东西，杨灯罩儿一进来就说，铺子的
事，不用你管了，我自个儿归置就行了。

53 1 时代窗口
“漫画”一词最早出现于北宋年

间，是对水鸟“鹭鸶”的别称，形容这
种鸟在水面上伸展翅膀滑翔，伸着
长长的鸟喙捕食的样子，而这种水
鸟的动作很像一只大笔在平静的水
面上随心所欲地画画。日本文人非
常喜欢这个对“鹭鸶”的别称，把这
个词引进到日本文化之中。后来，
著名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将自己夸张
变形、用笔随意的画作称为“漫画”。
再后来，“漫画”这个词又通过日本浮
世绘作品的影响返回到中国。

1926年，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出
版了个人漫画作品集《子恺漫画》，这
也是中国第一部以“漫画”命名的个人
漫画作品集。与此同时，在鲁迅、郑振
铎、朱自清等文化名人的倡导下，“漫
画”一词开始得到广泛传播和使用。

处于巨大社会变革时期的民国，
漫画领域诞生了无数大师，他们选择
用漫画代替文章对社会的不公与黑暗
进行讽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
经济发展迅猛，新型印刷技术被广泛
采用，成为当时中国重要的印刷出版
地。凭借逐渐便利的图像印刷复印技
术，漫画杂志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漫
画刊物出版进入黄金期。《上海漫画》
《时代漫画》《电影漫画》《独立漫画》
《中国漫画》等刊物如井喷般
涌现。作为漫画传播的一大
平台，“中国漫画史上最重要
的杂志”——《上海漫画》《时
代漫画》——集结了一大批成
绩突出的漫画家。这些刊物

凝聚着张光宇、张正宇、鲁少飞、曹涵美、叶
浅予、廖冰兄、丁聪、华君武等漫画家，这些
耳熟能详的名字让我们领略一代漫画大师
的风采。这些艺术家将上海的都市生活尽
显于他们的笔下，那充斥在每个角落的都
市风情和人们的空虚、孤独、颓废，向我们
提供了一个如同万花筒般的窗口，向我们
展现出20世纪中国的各种危机和矛盾。

叶浅予的王先生、黄茅的牛鼻子、冯
朋弟的老夫子、张乐平的三毛……这些漫
画形象随着报纸杂志的连载、单行本的出
版，风靡城市的大街小巷，甚至引领了社
会风尚。

今天再来审视这些作品，会感叹当年
中国知识分子思想竟是如此恣肆与犀
利。文学的力量在于“一滴墨水引发千万
人的思考”，图以载道，漫画则是用视觉的
图像为时代留下回忆。让现在的人能够
通过色彩和线条，和那时的人们对话。

相对于上海漫画的无上荣光，北方
漫画长期以来并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

相关研究也很少涉及。随着时
光的流逝，历史当事人的逝去，
史料的湮没，都让这段历史越来
越难以钩沉。

安静之中，似乎总有些历史
的回声，留给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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