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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的疑惑。
艺周刊》上，刊发了蒋子龙的《绅士
第三条，
“ 精短 ”。文学是语言
（外一篇）》。这两篇“笔记小说”，是
艺术，作家无不重视语言功力。若
蒋子龙小说创作的新尝试。
说对“精短”的要求，那么，议论文体
这个尝试始于去年《清明》第 6
莫过于杂文随笔，叙事文体当首推
期蒋子龙的系列短篇《寻常百姓》，
笔记小说。蒋子龙半个多世纪笔耕
在与编辑的访谈中，蒋子龙说，
“到
不辍，但“笔记小说”尝试不久，他说
——读蒋子龙“笔记小说”的笔记 “目前我不满意的，是自己的语言不
了写笔记小说的时代”。蒋子龙还
阐述了自己为“笔记小说”定的三个
够精到”。就像“真实”和“传奇”近
标准：
“一是真实，包括你（指《清明》
乎 两 难 一 样 ，语 言 的 生 动 形 象 和 精
编辑）所说的‘志怪’，也不是科幻，
炼简洁也很难求全 。
“ 笔记小说 ”的
夏康达
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存在，是我自
写作或能促使蒋子龙小说语言再上
己和我的亲朋好友的亲眼所见或亲
一个台阶。
身经历。二是具有传奇性，才可入
蒋子龙对“笔记小说”的三项要
笔记。三是精短，
篇幅不能太长。”
求，我感到背后有一个内核。譬如酿
此后，
蒋子龙在 2021 年 1 月 14 日《南方周末》
1962 年我在《上海戏剧》发表了第一篇文艺论 酒的勾兑，几种成分合理调配，才能勾兑出最佳味
发表《雨夜南瓜地》，
冠以
“世间笔记”
。现在又读到 文《试论报告剧的冲突及其他》。当时所说的“报告 道。
《清明》编辑在访谈中，讲到蒋子龙“笔记小说”
的
《绅士（外一篇）》，
都可视为《寻常百姓》的续篇，并 剧”
，
是以真实的新闻事件为素材创作的剧本，
如《为 哲思。优秀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形象塑造的背后，总
且觉得更加体现了蒋子龙
“笔记小说”
的特色。
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
《英雄诗篇》等。我认为：
“报 归会达到某个哲理的高度与深度。恩格斯说“作者
笔记小说是中国最早的小说文体，始于魏 告剧以真人真事作为创作基础，这就使它产生了一 的见解愈隐蔽对艺术作品来说就愈好”
，这“愈隐蔽”
晋。其中轶事小说《世说新语》很有代表性，影响 种特殊的力量。”今天重提六十年前这个观点，是因 是为了更好、也即更艺术地表达理念。而对“笔记小
尤为深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概括其艺术 为近年
来说，它隐蔽的哲思蕴含于作品的形象化表达所
“非虚构小说”
引人关注，近日蒋子龙在其
“笔 说”
特色为“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上 记小说”
创作中又首先强调
“真实”
，
使我从真人真事 勾兑出来的味道——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隽永的文学
世纪 80 年代新时期文坛曾萌生了“新笔记小说” 的特殊力量，想到了真人真事的审美性。艺术崇尚 意韵所透露的人生况味！
的新文体，可谓“笔记小说”现代版。近年，这种 真善美。我们知道艺术真实不等于生活真实，但艺
《天津日报》发表的《绅士》与《王爷买画》，刘琼
“笔记小说”体又颇受青睐。中国小说学会 2020 术创作决不排斥生活真实。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真 人生的这一瞬间和溥佐人生的这一幕，所展示的正
年度小说排行榜短篇小说榜首作品莫言的《一斗 事，在一定条件下，是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这个 是他俩性格、命运的一个文学“定格”“
。笔记小说”
就
阁笔记（三）》，
也正是
“笔记小说”
体。
“条件”之一，就是艺术家的发现和创造。蒋子龙把 是这么以小见大、以近观远的。
蒋子龙创作《寻常百姓》，确定的第一条原则 他的“笔记小说”进一步界定为“世间笔记”，显然更
先师钱谷融先生 1957 年撰文论述“文学即人
“真实”
，
给自己的
“笔记小说”
确立了一条铁律：
真 凸现其“笔记”性，是不是也意识到了真人真事之 学”
，奠定了在文艺理论界的崇高地位。先生晚年将
人真事。
全部中文藏书都送给朋友、学生，唯独留下几种版本
“真”
的审美价值？
笔记小说是一种带有散文化倾向的小说形
第二条原则，
“传奇性”
。世上真事多而奇事少， 的《世说新语》，不时展读。此事始终是我心中的谜，
式，兼有
“笔记”
和
“小说”
特征，也可以说是
“小说” 两者兼具，难矣！这个
“难”
，
恰是真事入文的重要条 为此我买了一本《世说新语》。没有想到蒋子龙年届
创作与散文化“笔记”叙述的相互交叉。窃以为， 件。前面说作家的“发现和创造”，首先就是在无数 八旬，竟把创作转向“笔记小说”，是否笔记小说的
散文与小说的重要区别之一是，
散文要写实，小说 真实人物与事件中，发现、筛选、提炼出具有文学性 “志人”
在文学的
“人学”
意义中，有其独特的启示？
可虚构；笔记小说兼有这两种似为悖论的文体特 质地的创作素材。传统笔记小说有“志人小说”
“志
笔记小说已有两千年历史，历久弥新，当下依然
“志人”以史家态度书写笔记，重 老树着花绽新枝，可谓永葆青春。蒋子龙 2013 年出
征时，
何者的比重更大，也会形成不同的质感。蒋 怪小说”两种类型，
子龙强调“真实”，显然是在“笔记”与“小说”两种 在记事之确实。
“志怪”
则追求传奇性与诡异性，虚构 版的文集洋洋 640 万字，大多是虚构小说作品，在阅
特征之间，更倾向于“笔记”，所以他发表《雨夜南 成分必然很大。蒋子龙以真实为主，同时强调有传 尽世间百态的耄耋之年，推出写实的“世间笔记”
，我
瓜地》时，特命名为
“世间笔记”
。他的想法是：
“笔 奇性“才可入笔记”，这就为他的“笔记小说”创作提 感到有深意存焉！
记小说的虚构部分更多，更具传奇性，诡异性，我 出了一个高难度的标准。他将作品命名为“世间笔
中国当代文学的小说文体一般分长篇、中篇、短
目前的这类作品真实性大，诡异性不足。眼下太 记”，并感叹：
“我目前的这类作品真实性大，诡异性 篇和小小说。如把蒋子龙的“笔记小说”
归于这个体
不足。眼下太诡异失去公信力。”这是他的追求，也 系，似可以称之为
诡异失去公信力。
”
（蒋子龙致笔者微信）
“非虚构小小说”
。

老树新枝

现在，
从我所居住的梅江地区开车去滨海新区大港，
也
就是四十多分钟的事情。上个世纪 80 年代，
我们一家尚住
在西青区小南河村，1983 年的时候，李港铁路客运线通车
了。这条铁路第一站是李七庄，
经过芦北口、王稳庄、万家
码头到北大港，
一共就五站，
途经十几个铁路道口。这条铁
路的客运线没有多久就停运了。2019 年，
这条铁路全面停
运，铁轨还在，记忆还在，而铁路的值班室、铁路道口的横
杆、
火车汽笛和咣当当的行驶声音都不复存在。
1983 年之后的某一年的大年初四，我们全家乘坐这
条铁路客运线从李七庄去大港拜年。这个全家，指的是
我的原生家庭，我兄弟二人和父母。也包括我父亲一兄
一弟一妹的各自家庭成员，对于我们兄弟来说，这是“一
大家子”一起出动，但对于我父亲来说，他的哥哥弟弟与

那年乘火车去拜年
杨仲凯
妹妹，其实也是他的原生家庭成员。我们这一家人凑齐
也很不容易，从初一到初三，我们各自有其他的事和拜年
任务。
因为我父亲是回祖籍插队的下乡知识青年，
我的原生家
庭四口人从小南河村出发沿着津涞公路到李七庄。这条路的
路基在过去就曾经是一条铁路，
附近的人一直叫津涞公路为
“铁道”
，
我们沿着废弃
“铁道”
变成的公路前行，
我的叔叔伯伯
和姑姑从天津市城中心出发而来，
在李七庄火车站汇合。那
个车站早就没有了，
每次我从那里路过的时候都会向那里投
去一瞥，
那里曾经有个火车站，
而我们曾经从那里集合，
我曾
经乘坐过那样的绿皮火车，
不是去远方，
只是去大港拜年。
这趟客运线每天四个来回，票价大约是全程
三元左右。一共也就是二三十公里的路程，就算
是那个绿皮火车每站都停车，也就是不到一个小
时的时间，车就到了。
我们不仅是到了，而且是“过了”。我们要去
的确切地方是现在大港中塘镇下属的薛卫台村，
应
该在第四站万家码头下车，
但我们却在终点站北大

港才下车。我记得下了车之后在站前望着白茫茫一片冬天大
地时的茫然心情，
这是在哪里，
我们有点不知所措。
到薛卫台是去给父亲兄弟几人的舅舅去拜年。现在回
想这条铁路线路绕脚而折腾，而那时既然用了这样的乘车方
式，看来已经是最好的选择。我记得在车上听到他们兄弟几
人的感慨，他们深情回忆更早的几十年前他们从天津城乘坐
“二等”
去薛卫台村的情景。坐二等，就是坐在别人自行车后
衣架位置上从甲地到乙地，并且向骑自行车的人支付费用的
客运方式。在那个年代，会有很多有自行车的人在公共汽车
下等待着拉活儿。我父亲兄弟几人从现在的广东路利民道
交口出来，在东北角官银号那边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先到现在
津南区的小站，下了车之后就有“二等”了，他们给我们讲那
时的公路条件，二等坐得并不舒服。而这一次，他们是坐着
火车来的。那毕竟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听着我父辈们的话，
望着窗外的景色，我有一种要出远门的雄壮感觉。
但我的感觉并没有美好多久，车就到站了，这让我有点
儿失望，有点像过家家。而失望还在于坐过了站。我们下了
车，费了很大周折，又用了公交车加步行的综合方法，才从北
大港来到了薛卫台。大年初四，年味儿正浓，家家户户的平
房上都有那个年代感很强的电视机天线，门上都贴着对联。
我们还路过了好几个粉丝加工厂或者就是作坊，洋灰做成的
竖桩子上面缠着铁丝，铁丝上面晾晒着宽的和细的粉丝。
我们的拜年活动得到了隆重的招待，我伯父由于很久没
有去给舅舅拜年，一路上忧心忡忡。他们的舅舅在有几分愠
色之后，还是热情地迎接了自己的这个外甥，何况来了这么
多人，我伯父也有了我们这一群晚辈。他由于高兴，那个晚
上喝醉了。我们无法当天返回，只好住下来。我们兄弟二人
和我伯父的儿子、我们的堂兄住在一个房间，那时候他已经
是技校学生，跟我们相比简直是见多识广。他生活在城市，
到这个荒僻的地方来拜年，很有些居高临下的意思。半夜我
们还在聊天，他忽然发现桌子上有一桶饮料，他决定喝了再
说，我们极力反对，但
“人微言轻”
，反对无效。只见他轻轻悄
悄地站起身来，拿起那瓶饮料，一扬脖子就喝，又迅
速地吐出来，他先痛苦地叫，又自嘲地笑，说：喝错
了，不是饮料，
是豆油。
我最近还路过了那条铁路的绥江道道口，铁轨
还有，修成了李七庄铁路公园。那条铁路其实就经
过我现在居住的梅江地区，我往南方一望，想，那年
去拜年，
走的就是这条路。
题图作者：
卞家华

说过
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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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鼓励与提携

革命者

许多作品，都是柔石在彻夜不
眠中完成的。
“黑夜是他光明的追求
时刻，也成就了他革命的烈焰熊熊
燃烧的最美好的时光。”
友人这样评
价他。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26 年，柔石回到故乡宁海办
校，后来还成了县教育局局长。而
由他主持工作的宁海中学也慢慢成了
宁海革命大本营。可惜，后来在党内
“左”倾路线影响下，一场“暴动”葬送
了这个学校，也葬送了柔石在家乡的
可见，鲁迅的鼓励在柔石内心激起了
教育救国之路。
巨大的波澜。说来也巧，
不多时，
鲁迅因所
故乡的一场革命的失败，也粉碎 居的景云里 23 号靠近宝山路，行人嘈杂，
了柔石内心曾经想过的开辟“宁地之 加上邻居时有小孩吵闹，恰好同胡同的 18
文化”的梦想。残酷的现实，更让他明 号有房空出，于是决定租下。鲁迅请他在
白革命的唯一出路，是推翻反动统治。 商务馆当编辑的三弟周建人一起搬到 18
“门前拴着晨风中高嘶的白马，声 号居住，
又念柔石等几位青年无居所落脚，
音正激荡着壁上深思的宝剑呀！”柔石 便把腾空的 23 号让他们住。柔石听后开
又一次离开故乡，而这一次他就再没 心得快跳起来。更让柔石感动的是，鲁迅
还让他们到自己家搭伙就餐。
能回来……
他的目的地是上海。以革命者的
这些都让柔石内心充满感激与感
战斗姿态，他正式到了鲁迅麾下，成为 动。他在日记中这样说，
“ 自己的心底有
一名巨人身边的战士。
异常的不舒服”的时候，
“在先生家中吃了
这是 1928 年初秋的上海，桂花飘 饭，就平静多了”。先生“他的坚毅的精
香的季节。鲁迅住在闸北横浜路景云 神，清晰的思想，博学的知识，有理智的讲
里23号。第一次见面，
柔石虔诚地捧上 话，都使我惭愧”
“ 先生慈仁的感情，滑稽
自己的《旧时代之死》书稿，
并且向导师 的对社会的笑骂，深刻的批评，更使我快
介绍了自己的创作动机与修改过程。 乐而增长知识”。鲁迅还帮助柔石将他的
鲁迅当即就喜欢上了这位浙江小老乡， 《旧时代之死》发表在《奔流》杂志上。
鲁迅的提携无疑为柔石走上革命文艺
因为在北京他就多少听说过
“宁海有位
文学青年”
。鲁迅接下书稿之后的一番 道路拓出了条宽阔大道。不久，柔石得知
鼓励，
让柔石心潮激荡，
夜不能眠，
于是 自己的好友冯雪峰在老家浙江义乌受国民
他把这喜讯告知了远方的家人：
党反动派通缉而到上海，
便把这位有才华、
有见识的青年文学理论家介绍给鲁迅。

何建明

批阅。鲁迅先生乃当今有名之文人，如能
称誉，代为序刊印行，则福前途之命运，不
蹇促矣！

福已将小说三册，交与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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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1949 年 1 月 15 日，天津解放，天津市军事
管制委员会随即开始对天津各行业进行接管与
改造，其中一项是对旧报纸的接管和处理，以便
抢占舆论高地，形成对我接管的有利舆论。天
津接管前夕，天津共有报刊“中外大小共计 20
家 22 种，内外文 4 种，中文 18 种，有地位影响较
大对开报纸 4 种，其他多为 4 开或 8 开报，影响
甚小。发行最多者为 35000 份，最少者仅有
300 余份”
。
对于该项工作，中共中央很早就已经开始
谋划。1948 年 11 月，中共中央关于新解放城
市中中外报刊通讯处理办法的指示中就提到，
对于报社旧有的编辑与记者要根
据不同情形进行处理。天津解放
天
后的 1949 年 1 月 18 日、1 月 19
津
日和 1 月 23 日，中共中央又分别
解
就天津旧有报纸处理办法给天津
放
市委指示，指导天津的私营报业
的
改造工作。同时为了更好地团结
故
旧的新闻机构工作人员，中共中
事
（
央又做出指示：
“ 采取争取、团结
六
和改造的方针，除始终追捧国民
）
党反动派的反动人员之外，对一
般的旧报纸、刊物的新闻机构工
作人员要进行适当改造。”据此，
天津市军管会对天津的旧报纸分
别做了不同处理。
《民国日报》是国民党天津市
党部的机关报，其社长、总编辑大
都是国民党天津市党部的委员。
该报因在抗战胜利后接收了天津
华北新报社的全部财产和设备，
后又购置了转轮机等设备，并附设有承印所，是
当时天津市物资雄厚的一家报社。早在 1948
年 9 月，中共地下党秘密组织的“天津记者协
会”就在报社内部开展了工作。当时的记协会
员勾宪真后来在回忆中说：
我
“接受了共产党给
我的秘密任务，即搜集和提供情况，保护工厂，
配合解放军，以便利解放后对天津民国日报社
的接管”。不久他又争取到了该报副总编辑姚
仲文参加护厂工作，并发展了晚报编辑张虎刚、
摄影记者关季衡、晚报记者董蔚章等加入，成立
“民国日报小组”，在制止该报南迁及护厂工作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津解放当天，在
“地下记
协”的安排下，姚仲文和张虎刚立即编写了《天
津新闻记者协会号外》的新闻稿，并与《新生晚
报》同时出刊天津解放的号外。由于顺利接管
《民国日报》，使得《天津日报》能够充分利用该
报社的旧有物资，迅速于 1949 年 1 月 17 日创
刊，开启了天津报业的新纪元。
对于《大公报》的处理，早在发起平津战役
的时候，
有关部门就研究了解放后天津《大公报》
的处理问题。当时决定的方针是按照私营企业
对待，党和政府不予接管，
但是也要对其反动政
治立场给予揭露和批判，并决定在原天津《大公
报》的基础上进行改组易名，
继续出版。于是，
天
津解放后，
《大公报》也和其他报纸一并被停刊接

春节前，不知不觉间津城街巷已摆挂
上红艳喜庆的对联福字、剪纸吊钱儿，新春
味道就这样不经意间弥漫开来。更有讲究
老例儿的市民，开始挑选年画了。
提到年画，可能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
杨柳青年画。其实，咱天津还有一个独具

传承五百年
余韵犹绵绵
——小记东丰台木版年画
岳付玉
特色的年画——宁河区丰台镇的东丰台木
版年画。东丰台木版年画始于明朝中期，
盛于清乾隆至民国初期，至今已传承五百
余年。2007 年，东丰台木版年画被列入天
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也滋养了一方文

南徙成都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漫画界有一
个说法：
“南有叶浅予《王先生》，
北有
冯朋弟《老夫子》。”对于近一个世纪
后的我们，
这句话很可以说明漫画大
师冯朋弟在中国漫画界的地位。
冯朋弟，原名冯棣，号止堂，满
族人，1907 年生于成都，但冯家的祖
籍却是北京通县。
冯家祖上的满族姓氏为富思库
氏，满语为 FusukuHala，汉语的意思
为
“喷壶”
，世居墨洛古（今河北承德），
后多冠汉姓为冯氏或富氏等。富思库
氏，并不是一个大姓，只有正蓝旗有，
系康熙年间从科尔沁撤回的人员编入
旗。另有一说，冯氏本为汉族（尼堪、
抚顺尼堪）姓氏，见于《八旗满洲姓氏
通谱》，世居沈阳。此外汉族（尼堪）冯
氏有两支，一支隶属于镶黄旗包衣籍，
著名人物有东阁大学士英廉；另一支
隶正蓝旗包衣籍。冯棣家族祖上究竟
属于哪一旗的后人，现已无从可考，
但
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姓氏之中，
因为冯
棣的出现，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挥写
出了异彩纷呈的一笔。
冯棣的祖父冯定夫为清朝捐班、
道台。清光绪初年，冯定夫携家人由
北京南徙成都，并在当地开办了一家
专门为捐官买爵者营运钱财的钱庄。
冯定夫凭着自己多年积累的
官场人脉，一方面为四川本地
那些希望花钱买个官职充门
面的富人打通环节，得偿心
愿；
另一方面也迅速为自己和
家人在成都站住脚跟积累了

军
管
会
对
旧
报
纸
的
接
管

受审查。此事中共中央知道后，于 1949 年 1 月 17
日电告天津市委：
“大公报拟从内部革命……改换
名称……使平津解放后除党报外有一党外的民主
报纸配合。
”1949 年 1 月 23 日又复电天津市委：
可
暂时不要让其出版，
希望改组后再考虑出版。在此
背景下，
《大公报》由毛泽东亲自改名为《进步日
报》，
于 1949 年 2 月 27 日正式创刊，
成为天津解放
后第一家民营报纸。事后，
黄克诚在自述中曾如此
说道：
“天津市原来有两家颇具影响的大报，
天天要
出版发行。我们对天津市实行军事管制时，
曾研究
了对这两家报纸如何办的问题，需要马上作出决
定。
《益世报》不能允许它再出版发行，这是没有问
题的。但对《大公报》怎样办？我考虑在刚刚解放
的城市里，对报纸还是控制严一点为好，以免出乱
子，
于是就决定《大公报》也停止出版发行。此事很
快被中央察知，为此我受到中央的
批评，说我不该不经请示而擅自决
定天津《大公报》停刊。经中央批评
后，
天津《大公报》即复刊。
”1952 年
12 月 31 日《进步日报》停刊，
与上海
《大公报》合并，于 1953 年 1 月 1 日
仍以《大公报》的名义继续在天津出
版，是一张以财经、国际宣传为重点
的全国性综合类报纸，
1956 年 10 月
1 日起迁至北京出版，1966 年 9 月
10日停刊。
与对《民国日报》和《大公报》的
处理方式不同，
其他报纸大都经过
万
审查后停刊，
仅保留了几种报纸。
鲁
《益世报》因有教会背景，且经常公
建
开发表反共宣传，天津解放后即被
查封。中共中央也认为已将其没
收，不必改变。对于《新星报》，因在
天津解放前夕被国民党禁停，天津
解放后其负责人曾申请复刊，但是
党中央特别指示：
“《新星报》反共反新政权反苏言
论甚露骨，以不许其复刊为妥。”
《中庸报》等六家
具有反动政治背景的报纸和《自由晚报》
《天津夜
报》等几家私营报纸经过审查，也只保留了《新生
晚报》
《博陵日报》
《华北汉英报》以及俄文的《新语
报》等几家私营报纸。
对于报纸的接管和处理，1949 年 4 月 12 日，
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曾进行过初步总
结，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认为：进城后所有报刊一
律停刊待审，这样的处理是错误的。这在做法上
过于简单化，没有考虑到群众的需求，容易产生劳
资纠纷，也不利于我党的宣传工作。天津市委在
全面总结接管天津的经验时也再次提到：
“在处理
民办报刊问题上，曾不分进步与反动一律停办，没
有扶植进步报刊，做对我方有利之宣传。”
不过，整
体来看，面对天津解放初期的复杂局面，天津市军
管会在处理天津旧报纸问题上尽管出现过一些偏
差，但是在中共中央的正确指导下，经过深入调查
和核实，对天津旧报纸的接管和处理基本是成功
的，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为后来全面接管天津做
了充分的舆论准备。时任天津
沽上
市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的王阑
西就曾评价说：
“ 你们的工作，
丛话
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接管天
津，起了很好的作用。”

化。谷俊华老先生是天津的一位民俗历史学
者，
多年来潜心于历史和民俗的相关研究。站
在他反复考证、
多次现场勘测并精心手工绘制
的东丰台古镇复原平面图前，
谷先生介绍说，
因
为要跟北京的丰台相区别，
丰台镇才被称作东
丰台。丰台镇地处宁河、
宝坻、
丰润、
玉田、
丰南
交界处，
地理位置四通八达，
古时为进京要道、
漕运枢纽，
水陆码头遍布，
各方商贾云集，
曾留
下
“京东第一镇”
的美名。东丰台木版年画盛
行时，
曾有过
“家家点染、户户丹青”
的红火场
面。至清末民初时，
这里仍有十多个有名的画
铺和13个有规模的染纸作坊，
是冀东年画最大
的集散地之一。谷先生展开他收藏的部分年画
说，
东丰台木版年画融合了冀北、
东北地
区的风情，
具有线条粗犷、
色彩艳丽的特
点，
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美学风格。年画
版式也颇具特色：
有的对吉祥字大胆使
用，
不惜占据画面主体；
有的设计成窗格
式画面，
将十余块画版拼接套印，浑然
一体；
还有的再现了传统戏剧情节，
分
段画面竟然可以裱制成16幅条屏。
上世纪 50 年代，东丰台木版年画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殷实的财富。
冯定夫因病去世后，家族的生意转由
其子冯廉斋继续经营。冯廉斋在父亲的指
导下，早已深谙经营之道，接手家族生意
后，
将钱庄运营得风生水起，
冯家的财富在
冯廉斋手中达到了鼎盛。此后，冯廉斋又
看准时机，将传统钱庄改为更为现代化的
银号，这家由冯廉斋创办的银号便是后来
尽人皆知的成都“裕川银号”。20 世纪上
半叶，
成都知名的浚川源银行，
就是在裕川
银号的基础上成立的，
只不过时过境迁，
此
时的浚川源银行与冯家已无任何关联了。
冯廉斋在经营钱庄银号的工作之余，
最
大的爱好便是昆曲。他还是成都一个知名
昆曲社的成员。冯廉斋共六个儿子，
四个女
儿。有爱昆曲的父亲，就会有爱京戏的子
女。受冯廉斋的影响，
冯家的六个男孩竟然
全都会唱京戏，
而且六个人都会拉胡琴。在
这六位公子之中，
在戏曲领域最有发展的是
长子冯森，在 20 世纪 30 年代，冯森成为四
川响当当的文化名流——川剧大师
“天籁”
，
这就是冯棣的长兄。冯森对冯棣
的影响可谓是极大的，
甚至超越了
他们的父亲冯廉斋。因此，
在介绍
冯棣之前，
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
这位对冯棣一生产生过巨大影响
的兄长的人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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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遭受打击，日渐衰落。有的老作坊曾存
有堆满屋的上千张杜梨木或者枣木画版，均
被劈柴烧火，毁于一旦。上世纪 70 年代，部
分年画传人重拾祖业。通过政府扶植和几
代传人拾遗推新、不懈努力，东丰台木版年
画不但成为广交会的常客，还远销到海外，
再次绽放出昔日的光彩。
每逢春节话年画，
因其与咱们中国年有着
深切的文化纽结。东丰台木版年画的魅力，
不
仅源于其对民间生活现实与憧憬的独特呈现，
更因其对悠久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下次再聊起津城年画，别忘了还有东丰
台木版年画呀。

杨灯罩儿清理铺子

来子放下手里的东西，
慢慢转过
身，
看看杨灯罩儿。
杨灯罩儿又说，这铺子，没你的
事儿了。
来子没说话，就从铺子出来了。
想了想，
来胡同找尚先生。那次杨灯
罩儿回来，
把自己的一半铺子盘给老
朱，没留任何手续。来子回来一听，
就知道这事儿不靠谱儿，
显然是杨灯罩
儿又在成心绕老朱，就去跟尚先生商
量。尚先生明白来子的意思，
觉着自己
一个人还不保裉，当时马六儿在家，就
把马六儿也一块儿叫过来。尚先生来
了，先问清老朱是怎么回事，然后自己
和马六儿当证人，写了个字据，证明在
老朱和杨灯罩儿之间，
确实有过这么一
笔交易。这时，
尚先生一听杨灯罩儿又
来铺子了，
果然以为他当初跟老朱的那
笔交易没人知道，
就把当时写的证明字
据找出来。想了想，又问来子，老朱留
下嘛话没有。
来子不知尚先生指的是什么。
尚先生说，
他走了，
这铺子怎么办？
来子明白了，
这才把老朱留的话说
了。但又说，
他说是说了，
可又没凭据。
尚先生说，
这些年，
胡同里的人都是
看着你长起来的，
你是嘛人，
心里都有数，
你总不会也像杨灯罩儿，
是那种信口雌
黄、
无中生有的人吧，
大伙儿信得过你。
来子说，
这事儿，
我还得再想想，
另
说吧。
尚先生已经想到，
杨灯罩儿这回是
这么来铺子的，肯定又得打歪歪，本想
叫马六儿一块儿过来。但马六儿胆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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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杨灯罩儿不省事，
不想招惹他。尚先
生看出他的心思，也就不勉强，自己跟着
来子过来了。杨灯罩儿这时已在街上叫
了两个人，
正清理铺子里的东西。回头一
见尚先生，知道是来子叫来的，只当没看
见，
招呼着这两个人继续干活儿。尚先生
过来，
先让这俩人停下，
回头问杨灯罩儿，
老朱刚没，
你这是替谁收拾？
杨灯罩儿乐了，
说，
替谁收拾，
当然是
替我自个儿收拾。
尚先生不慌不忙地问，这铺子，还有
你的事儿吗？
杨灯罩儿好像没听懂，眨眨眼说，这
铺子有一半是我的，
怎么没我的事儿？
尚先生说，
对，
可那是过去。
杨灯罩儿又噗地一乐，
现在也一样啊。
尚先生摇摇头，现在，恐怕不一样
了。说着，就把当初写的证明字据拿出
来，递给杨灯罩儿说，这上边有老朱的手
印儿，我和马六儿是证人，你要是想问马
六儿，
他这会儿在家，
让来子把他叫来。
杨灯罩儿接过字据看了看，
脸登时涨
红了。
尚先生说，咱一个胡同住着，都是老
街旧邻，
我这也是向理不向人。
杨灯罩儿把脖子一拧，
可老朱已经死
了，
光凭你说，
也死无对证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