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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正月十五，人们谈论的都是灯，而
我关注的则是赏灯人的服饰。

古人过灯节是从正月十三到正月二
十，明万历年间进士谢肇淛写《上月观灯》
诗，就一口气写了七天的观灯盛况。从“千
枝风蜡一时悬，共道元宵胜去年”一直写到
“宝马鞭催归蹀躞，玉人帘卷望须臾”。其
中“十七夜灯”一首写道：“杨柳舞多凋绿
绮，芙蓉结少落红衣。六街尚有余香在，拾
得遗簪信马归。”遗落在地上的首饰就这么
多，可见游人如织，真是“士女喧阗春似海，
更祈圆满到明朝”（同上）。不仅青年男女
热衷观灯，少年儿童也不放过这一热闹时
节。南宋姜夔有诗写：“游人总戴孟家蝉，
争托星球万眼圆。闹里传呼大官过，后车
多少尽婵娟”，接着写：“花帽笼头几岁儿，
女儿学着内人衣。灯前月下无归路，不列
天明亦不归。”可见规模相当壮观。南方不
像北方会遇上“正月十五雪打灯”，倒是“正
好嬉游天作魔，翠裙无奈雨沾何”。
清人屈大均也写南方的灯节，在《广东

新语》中记：“……嬉游者，率袖象牙香筒，
打《十八闲》为乐。城内外舞狮象龙鸾之属

者百队，饰童男女为故事者百队，为陆龙
船，长者十余丈，以轮旋转。人皆锦袍倭
帽，扬旗弄鼓，对舞宝灯于其上。”南方舞龙
灯也有多种，舞起来沿街人声鼎沸。

北方灯市从正月初八起就开张了，明
代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记述得相
当详细，仅北京东华门一处就有“夷蛮闽貊
之珍异，三代八朝之骨董，五等四民之服用
物，皆集”。而且，灯笼有烧珠、料丝的，纱
则五色，明角、纸、麦楷、通草做成百花、鸟
兽、虫鱼及走马等。同时，还
有各种杂耍，包括蹬坛、蹬
梯，乐队奏的则是小曲、数
落、打碟子。烟花施放有寿
带、葡萄架、珍珠帘、长明塔

等，还有小儿跳太平鼓舞，可见中国古人的
灯节远不止灯彩。

清代姚燮专写《东华门灯市》诗，一开
头就写“锦障四五里，明霞荡花绮。珠箔
十三楼，明月天上头。灯气春浓月气避，
花气薰烟搀酒气”。观灯人与表演者的服
饰形象则是：“绿疏槅子堆墨纱，鬟影鬓影
衔尾鸦。东巷蹬梯跳白索，西巷挝筝舞裙
薄……五侯七贵争让街，瑟瑟满地寻堕
钗。”看来男女都参加的喜庆活动，总会遗

落下不少簪钗。
上面这首诗中还写道：

“朱门钉子金兽环，一更二更
人如山。”说的是妇女出游到
各城门时，都争着去摸门上

的铜钉，意在求子。《帝京景物略》里也记：“（正
月）八至十八日，集东华门外，曰灯市……妇女
着白绫衫，队而宵行，谓无腰腿诸疾，曰走桥。
至城各门，手暗触钉，谓男子样，曰摸钉儿。”

元宵节的活动太丰富了，比如前面提到
的走桥，即“走百病”。华北一带民俗即有“正
月十六遛百病”之说，这可能是给终年操劳而
且困守闺中的妇女们放几天假，就像“二月
二，龙抬头”妇女不做针线活儿一样。只是明
代首都妇女为何会在遛百病时穿白绫衫呢？
是那时天气暖和，还是衫外再披大氅呢？

南方确实春节时已经不太冷了，明代陆
伸有《走三桥词》，专写“……走遍三桥灯已
落，却嫌罗袜污春泥”。明沈榜《宛署杂记》
写：“元宵游灯市，走桥摸钉，祛百病。”清顾禄
《清嘉录》记：“元夕，妇女相率宵行，以却疾
病，必历三桥而止，谓之走三桥。”
如今人们过元宵节也有许多活动，但除了

大型灯会之外，主要是吃汤圆。实际上中国民
俗中的文化内涵很深很广，仅从与服饰有关的
点滴古诗文献中就能想象出灯节文化的厚重，
中华民族的年俗中满含社稷稳固、五谷丰登、
健康长寿、子孙万代的数不清的积极意义。

赏灯人服饰说
华梅

华说华服

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五
月，自始至终都是值得铭记的日子。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在北京爆
发；1920年5月1日，多地出现纪念国
际劳动节的集会游行；1925年5月30
日,“五卅惨案”震惊中外；1928年5月3
日，“济南惨案”发生；1947年5月20
日，沪宁苏杭学生反内战，“五二零血
案”爆发。五月，因此被称为“红五月”。

然而1949年的“红五月”，对于天
津广大市民来说，却有两重
含义：除了缅怀烈士的庄重
心情，还有翻身道情的喜
悦。天津人民迎来新生后
的第一个“红五月”。为总
结前一段接管天津文艺的
经验，更为了在崭新的“红
五月”中巩固成果，激发市
民建设新天津的热情，天津
军管会文教部文艺处早在
4月10日，便会同华北总工
会天津办事处（即市总工
会）宣传部，于天津图书馆
召开了“迎接‘红五月’开展
新文艺工人座谈会”。
全市70多个工厂100

余名职工代表参加了会
议。文艺处副处长周巍峙
首先讲话称“过去工人所能
见到的文艺活动，主要是歌
颂封建压迫、宣扬迷信、色
情的京戏、评戏与相声，麻
醉群众斗争意识的美国大
腿影片，以爱情、月亮和花
为主题的一些无聊的话剧
与颓废的歌曲，这说明了解
放前工人阶级不但在政治上、经济上受
到压迫和剥削，就是在文化上也是同样
受到欺骗和毒害的。解放后第一天就有
工厂自动组织宣传队出外欢迎解放军，
在庆祝平津解放大游行后，
至少有三四十个工厂已经
组织了话剧团、歌咏团、秧
歌队或歌咏队，演出了《年
关》《解放前后》《血债》等新
剧，其中就有工人自己的创
作”。在介绍了近期工厂文
艺开展的现状后，他说：为了迎接“红五
月”，现在“很多工厂的职工们纷纷向宣
传部和文艺处要材料，要求派人去帮助
文艺工作，这说明了新的文艺活动已经
被工人阶级重视和受到他们的欢迎”。
在听了周巍峙讲话后，工人代表与

职员30余人相继发言，除了反映各厂
文艺工作开展情况和遇到的困难外，还
提供了许多工厂文艺的经验，并为即将
到来的“红五月”演出做了策划。针对
大家发言，文艺处处长陈荒煤随即做了
三点说明，一是阐明开展“红五月”工厂
文艺活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工
人们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加强工人

阶级的团结和教育，鼓励生产热情，发
展生产支援前线，使人民解放战争早日
胜利；二是要求工厂文艺活动应该以不
妨碍生产为原则，并批评了个别厂工人
在排戏时积极而上班打瞌睡，以及铺张
浪费等现象；三是所有工厂的文艺活动
应在自觉自愿的基础上开展，反对“拉
夫”的做法。他说“要大大提倡”工人们
“自己写、写自己、自己演、演自己的方
向。应该努力争取、团结职员来合作，

对凡是愿意参加帮助工作
的职员都要热情欢迎”。随
后宣布“文艺处已成立工厂
文艺工作组，经常帮助与指
导工厂文艺活动，而且帮助
工人同志看剧本，修改剧
本，相信在大家努力之下，
一定会在‘红五月’很好地
展开工厂文艺活动，并且会
有许多新的创造”！

对于工人们提出的
“红五月”宣传活动经费问
题，总工会宣传部部长王林
作出如下解答：“职工文教
经费华北政府已有指示，按
工资的百分之一点五，由厂
方发付；现正研究文艺费用
应占多少，不日即可规定比
例，各厂文艺活动的经费困
难可以获得适当解决。”随
后文教部宣传处处长曹裕
民鼓励大家说：“国民党不
让工人有自己的文艺，解放
后文化上也解放了，大家能
见到新文艺，如《白毛女》
《王秀鸾》等，但这些还是农

民生产的文艺，我们还要产生工人自己
的文艺。”总工会宣传部与军管会文艺
处共同号召工人们多写反映工厂生活
的作品，供“红五月”应用，“凡有适用的

作品立即整理出版并拟予
以奖励”。

此次会议之后，为将
“红五月”运动在全市普及
开来，文艺处原“工厂文艺
工作组”立即更名为由周
巍峙任组长，鲁藜、孟波及

各剧社负责人组成的“群众文艺工作
组”，肩负起有计划地推进工厂与学校
中的“红五月”文艺运动之责，同时还选
派40余名剧社干部走进工厂、学校开
展文艺活动，并负责编辑出版反映工人
生活的应征作品。就在当年4月，新成
立的天津人民音乐社就出版了《解放歌
选》第三集“红五月号”，内中除刊有贺
敬之、周巍峙、鲁藜、孟波、曹火星、王
莘、杨润身、张鲁等人的新作外，还选收
了任青年、陈世奎、韩瑞祥等工人创作
的《纺纱织布歌》《扛棉花包歌》。而居
于篇首者，便是贺敬之作词、麦新作曲
的《红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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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叫灯节，这个节日还有很多好听的叫法，但人们也喜
欢它最本色的名字，就叫“十五”。

中国的年讲究普天同庆，十几亿人口都在同一时刻过年。但年文化内涵
最核心的部分首先是“合家欢乐”，没有人会邀请朋友来自己家里过年，能在一
起过年的只有家人。
大年除夕夜和元宵节两个时点，是整个过年文化中最华彩的部分，简直可

以说是双峰并峙。但元宵节和除夕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对比除夕，元宵节是开
放的，元宵节的本质是一场中国的狂欢节。
很难想象，古代社会能允许妇女在元宵节的时候走上街头赏灯赏景，这可能

是深宅大院里的女性一年当中走上街头的唯一机会。很多青年男女在元宵节相
识，或者设法在元宵节的时候相会，发生过很多故
事，欧阳修写“不见去年人，泪湿衣衫袖”，所以元
宵节被叫做中国情人节。实际上也不够准确，情
人节是安静的，是情侣一一对应的。而元宵节更
像一场中国的狂欢节。一曲笙歌春如海，千门灯
火夜似昼，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相聚。
《隋书·柳彧传》记载：“每正月望夜，充街塞

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们甚至可
以戴上面具，男女易服或者穿上诡异的奇装异服
载歌载舞，这不就是狂欢的场面吗？宋代也有记
载：“妇女出游街巷，自夜达旦，男女混淆”，妇女也
是可以和男人一样狂欢到天亮的。辛弃疾的《青
玉案·元夕》里，东风夜放，星落如雨，鱼龙竟然舞
了一夜。而一句“众里寻他千百度”——人流如
织的样子密集到何种程度，就不难想象了。
人们常说正月十五“闹元宵”，一个“闹”字，

本来就是一场狂欢。在月亮的清冷之下，人们
在“闹元宵”，一静一动，一冷一热，简直是天人合
一、人神各半。元宵节是过年庙会社火活动的
加强版和最高潮，秧歌旱船之类走起来、扭起来、
闹起来，烟花爆竹燃起来。但元宵节的狂欢里
还是有东方的含蓄，一切又都井然有序。一面
在“闹”，一面还有“猜灯谜”这样安静的智力活动
和元宵这样有艺术品位的美食。谜面就布置在
彩灯之上，猜中者有香囊、羽扇等各种“谜赠”作
为奖品。看着浮起的元宵像月亮似的在锅里跳

跃，捞起来咬一口，又嫩又滑。如果说晚间吃元宵最大的问题在于热量太高并
且过于甜蜜，那猜谜语最大的问题在于，知道了谜底，也就失去了迷人之处。

元宵夜里，除了一起来赏灯的人，大多数人互相都不认识，不认识也不影
响大家一起欢乐。花灯竞放、五彩斑斓，人们头上有一轮圆大的月亮，谁说东
方人保守、含蓄、没有想象力？而别说古时候，就是到现在，节日的欢乐气氛
里，望着那一轮明月，月亮皎洁如玉盘，人们的心头还是会有遐想和感动，也就
可以想见，在人们还相信月亮之上有玉兔和嫦娥的年代，内心的震撼程度。

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古时候没有电，月亮能把大地照亮，
人们很自然地会对月亮产生崇拜并且对月伤情。岁月不居，又是一年，无限感
慨。佛教的兴起助推了元宵节的诞生，官方民间都在正月十五燃灯供佛，渐渐
这个时间张灯结彩成为法定的事情，节日就固定下来了。历朝都有灯节连续
多日的，最初开始张灯叫“试灯”，十五这天叫“正灯”，最末一天叫“阑灯”。也
有“神灯”“人灯”等不同说法。就是到了现在，各地元宵节办灯会也一般会从
正月十四到正月十六连续三天，现在的灯会较古代加入了“声光电”等多种手
段，但古人充分利用自然条件，也创造出了那么多个璀璨的不夜天。
记忆里，去看灯会的次数不少。天津有年画之乡千年古镇杨柳青，那里的灯会办

得好，我带家人去过几次。人多，车要停老远才能走过去。天津市区
里也都会有好几场大型灯会，现在的文化中心之前叫青少年活动
中心，记得那年正月十五灯火的夜晚，我也在那里相会女友，直到
灯会结束，又一起乘着夜色从那里走到了南开大学。我还专门到蔚
县去看“拜灯山”，那时还年轻，当时不觉得。在灯光和月光里，觉得
时光会永恒，觉得来日方长，觉得一定会记住这一刻，一转身就是
很多年，有的事情已经忘了。 题图作者：卞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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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偶然中，海伦和玛格丽特两姐妹结识了威尔克斯
一家人。在威尔克斯家所拥有的霍华德庄园中，玛格丽特
和威尔克斯太太的感情最为要好，海伦却在和小儿子保罗
的一段短暂恋情结束后离开了威尔克斯家。威尔克斯太
太死前将整个霍华德庄园留给了玛格丽特，男主人亨利·
威尔克斯隐瞒了这一事实，转而向玛格丽特求婚。离开了
霍华德庄园的海伦遇见了名叫巴斯特的男子，两人相处融
洽。玛格丽特再度见到海伦之时，她震惊地发现，尚未成
家的海伦已有身孕，这样的海伦遭到了威尔克斯家大儿子
查尔斯的厌恶和驱逐。这是英国作家爱德华·摩根·福斯
特写于1910年的小说《霍华德庄园》的故事梗概。当时英
国正处于国王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整个欧洲大陆的文
化、思想、艺术界正在发生巨变，英国的文艺思想界人士也
在积极响应，反对维多利亚时代的保守，呼吁新思潮，追求
新内容，反对一味追求物质而忽略精神生活。福斯特后来
的很多小说都受这一时代影响。

福斯特出生在伦敦，父亲早逝，之后他和母亲搬到了
赫特福德郡乡下。小时的经历也是福斯特小说灵感的一
个重要来源之一，例如：小说里的霍华德庄园原型就是当
时福斯特住的地方。影片中大姐经常在家里举行文艺沙
龙，也是福斯特个人经历的一个写照。20世纪初，伦敦

大英博物馆附近的布卢姆斯伯里街，作家沃尔夫的家里常常
举办沙龙，英国文化界的顶尖人才都聚在这里，如哲学家罗
素、经济学家凯恩斯等。布卢姆斯伯里文学圈的人才对英国
文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福斯特也是其中一员。
电影《霍华德庄园》除了有原著小说做文本支撑外，众多

演技实力卓越的演员的参与，也让这部电影更加精彩。因饰
演《沉默的羔羊》中汉尼拔一角，而获得第64届奥斯卡最佳男
主角奖的安东尼·霍普金斯在本片中扮演一位傲慢、自私的庄
园男主人。在电影中，他把一个虚伪的上流社会的人演绎得
淋漓尽致。大姐玛格丽特的扮演者是凭借本片拿下奥斯卡最
佳女主角奖的英国演员艾玛·汤普森。虽然汤普森的长相不
算特别惊艳，但岁月的积淀让她的眼眸写满了故事。

书中的霍华德庄园恬淡幽静，见证了几段爱情的盛开

和凋亡。它吸引了无数读者，也吸引了无数优秀的电影
人。以庄园为背景的英国经典影视剧非常多，比如被观众
熟知的《傲慢与偏见》《呼啸山庄》《曼斯菲尔德庄园》等影
片，以及近年来很火的英剧《唐顿庄园》。这些“诞生”于庄
园的故事不仅在视觉上传递了英格兰文化的美，而且也代
表着一种精神文化家园的符号。

就让我们走进福斯特笔下的霍华德庄园，看两大英国
戏骨安东尼·霍普金斯和艾玛·汤普森联手上演的这段20
世纪英国的庄园秘闻，感受盘桓于其中错乱的情愁……

2月27日22:26CCTV—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霍华德
庄园》，2月28日15:31“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闹元宵（漫画） 朱森林

辛丑元日

一夜连双岁，寅宫斗转移。
朝来观鸟语，春已到花枝。
人境芙蓉面，山川锦绣时。
高怀常自喜，更待有新诗。

跨年守岁

围炉擎岁酒，剪烛话春风。
世事新巢燕，人情旧雪鸿。
来思霖夏雨，往矣味冬菘。
与晤怜秋鬓，高歌句更雄。

梅江观棋

对坐无言语，临河鉴古今。
支颐观妙悟，袖手养禅心。
落子真忠确，推枰亦独沉。
残棋休炙冷，俯仰复长吟。

咏银杏树

古柯玄照水，文杏饰为梁。
久有凌寒志，今成傲骨香。
临街飞彩蝶，入草满金黄。
萧瑟江湖事，他乡醉故乡。

咏佛手柑

南来奇妙果，嘉气满华堂。
映月三分色，拈花一段香。
屈伸皆自在，用舍尽行藏。
直指还微笑，传心共烛光。

诗五首
李靖

《霍华德庄园》：
恬淡典雅的英伦古典影片

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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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革命女青年
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柔石，其

实骨子里非常坚强，尤其是他的斗
争精神，很像鲁迅先生。当2月7
日那天晚上他和难友们突然被押到
二楼的“法庭”时，敌人欺骗柔石他
们是去“南京”，需要他们一个个在
纸上“画押”。轮到柔石时，他仔细
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原来是“执行枪
决书”！
柔石愤怒了，大声对难友们说：

“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按手
印呀！”
“啊？他们要枪毙我们呀！”“打倒

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
法庭内顿时大乱。“快把他们押下

去！快快！”愤怒的口号声和持枪宪兵
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使得龙华的
那个夜晚格外凄凉和血腥……
野蛮残暴的敌人怕“事出意外”，

草草地将柔石等24位共产党人押至
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一块荒地，就立即
端起枪，一阵猛烈扫射，惨无人道地将
24名共产党人杀害于此。
啊，这是龙华历史上最悲惨的一

幕。后来也有人说，龙华的桃花之所
以特别红艳，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革命
烈士的鲜血染浸了它……或许是吧。
“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

掉了很好的青年。”鲁迅闻知柔石和
胡也频、冯铿等被敌人野蛮杀害，悲
愤难忍。三天之后，他见到冯雪峰，
一边落着泪，一边拿出刚刚写下的那
首“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
衣”的悼诗。

两年后，他再度挥泪写下著名悼文
《为了忘却的记念》。鲁迅在这篇悼文中
提到的“冯铿”，是个革命女青年，而且是
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对柔石最后两年
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柔石称她为“梅”。

这枝“梅”，在鲁迅笔下，是“体质是弱
的，也并不美丽”之人，但确是一枝带着几
许革命“刺”的梅……

冯铿的性格与她给自己起的名字一
样，是位铿锵的青年革命者。牺牲时冯
铿只有24岁，她的丈夫叫许峨。两人是
同学，爱人是其父亲的高足。冯铿小时
候的名字叫“岭梅”，是她大哥从唐诗“四
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中取的
二字。“冯铿”则是她走上文学革命之路
后的笔名。

也许是家里的男孩太多的缘故，冯
铿从小就有一股男孩子的脾气和性格，
长得也是浓眉大眼，不爱修饰，又爱辩
论，从小常说“敢打老虎的才是武松，欺
弱小的不算好汉”一类话。中学毕业后，
她与许峨自由恋爱，一起在汕头老家邻
县潮安县一乡间小学教书。爱文学的
她，开始看不惯当时的旧社会恶势力，所
以拼命学习与写作，曾发誓：“我要赶紧
学习，掌握文学这种武器，替我所敬爱的
人复仇，实现我的理想。”

何桂兰改嫁于老板
这以后，店里的伙计顿顿来给

送饭，板面、饺子、烧饼、肉夹馍。何
桂兰索性也不再问，送嘛吃嘛。吃
了几天，店伙计又来了，说，北屋的
于老板想见您，看意思，是有话说。

何桂兰一听，知道得有这一天，
就跟着来到北屋。

这北屋的于老板是个四十多岁
的男人，面皮白净，留着两抹像墨一样
的黑胡儿。他正倚在床榻上，一手拿
着书，一手把着个紫砂泥壶。见何桂
兰进来，就坐直了问，天津来的？

何桂兰答，是。
又问，天津哪儿的？
又答，河北抬杠会。
这于老板显然去过天津，但想了

想，好像不知道抬杠会这地方。
何桂兰说，侯家后，过了河一直往北。
于老板一听笑了，说，侯家后我常去。
这于老板的茶叶生意做得不大，

也就是春秋两季，往内蒙古跑两趟。
这时内蒙古也不大去了，只在六安开
了两个茶叶铺子。何桂兰在这于老板
的房里坐了一下，见他话不多，也就告
辞出来了。当天晚上，客栈掌柜的来
到何桂兰娘儿俩的房里。客栈掌柜的
姓连，连掌柜一进来就说，他这辈子只
会开店，还从没管过闲事儿，这回也是
受人之托。

何桂兰说，您有话就说。
连掌柜这才说，说闲事儿，其实也

是正事儿，北屋的于老板早年太太过
世，一直没续弦，这次见了你，心里一
下就动了意，可又不知你这心下是怎

么个意思，才托我来打听一下。
何桂兰一听就明白了，心想，在这当

口儿，这当然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
况且今天见了这于老板，看着倒是个正
经的斯文人。这么想着，就把自己眼下
的境况说了。当然不能说是让人拐来
的，只说男人死了，带着孩子来这边投奔
亲戚，不料这边的亲戚也死了，这才落在
客栈里。又让连掌柜把话带过去，如果
于老板不嫌弃，她也愿意。

这以后，何桂兰也就带着小福子又
嫁了这于老板。

可嫁过来才知道，这于老板看着斯
文，也不是好脾气。他前边的老婆还留
下一窝儿孩子，两男一女，都比小福子
大。这于老板对自己亲生的儿女都不待
见，整天不管不问，拿小福子也就更不当
回事。于老板的这几个孩子也总欺负小
福子，说他是“拖油瓶儿”。但小福子的
脾气也随他妈，不吃亏，于家的这几个孩
子跟他打，他也就跟他们打。到小福子
二十来岁时，看看这于家实在没嘛意思，
人也没一个顺眼的，就想走。这时何桂
兰已经又给这于老板生了一儿一女，家
里越来越乱。何桂兰也看出来，这于家
往后没小福子的地方。既然他想走，就
跟他说，干脆回天津，让他找他爸去。

57 5 进步思想
袁诗荛时任国立成都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教务主任，虽然并不直接
教授冯棣，但同在一个校园内，袁老
师以其超强的影响力对冯棣产生了
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辛亥革命后，轮番上台的四川
军阀为筹措军费，在社会上横征暴
敛，百业加税，还把发行货币视为
“摇钱树”，通过“改铸铜圆、改大变小”
而“点铜成金”“点铁成金”。四川境内
的货币信用直线下降，在“劣币驱逐良
币”的作用下，民众手中的货币逐日贬
值，生活水平每况愈下。中国共产党
积极领导四川民众开展抗议运动，学
生运动也在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地
开展，成都经常有游行和群众集会、报
告、讲演。

一次，冯棣从学校回家的路上，经
过成都少城公园广场，在靠近图书馆
的门外，有人用竹席当顶篷搭了个讲
演台，台上有讲桌，有人在台上讲演，
还呼口号，其中有一个口号是“打倒烂
军阀”。当人们跟着喊“打倒烂军阀”
的口号时，冯棣看到自己熟悉的袁诗
荛老师走上台去发表讲演。袁老师演
讲中有一段使冯棣十分震惊，袁老师
说：“有人喊口号‘打倒烂军阀’，这个
口号好像说有些军阀是烂军阀，也有
些军阀是不烂的。其实，只要
是军阀都烂，没有不烂的军
阀。”这样的分析给了人们很
大的启发，让人们了解到这个
口号是有问题的。冯棣在台
下被袁诗荛老师的明智所折

服，但同时也为袁老师的讲演内容提心吊
胆，虽然内心非常佩服，但又不想他因为
这样直率、猛烈地攻击反动军阀而遭到迫
害，因为这样实在是非常危险的。在袁诗
荛老师的影响下，冯棣懵懂地了解到“如
果没有勇敢不怕牺牲的精神，革命又怎么
能够成功呢”？

袁诗荛老师无微不至地教导冯棣和
其他具有进步思想的学生。冯棣曾回忆，
学校中各班同学都组织画墙报，大部分都
是用手抄写的，冯棣和同班同学刘尔钰一
起出墙报。他们为自己的墙报社起名叫
“沸社”，墙报名为“砧声”。他们的墙报材
料很丰富，还配有漫画。袁诗荛老师看了
他们的墙报很高兴，还亲自指点他们。冯
棣曾写过一篇题为《虚荣》的文章，发表在
墙报上，袁老师夸赞冯棣说：“写得不错，
只是不应把故事中的主角写得有些地方
没有常识，这是不能随便写的，因为主角
代表着作者一定的思想，不能随便写。”

除了袁诗荛老师外，成都四川省立第
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持有进步
思想的人也不少。与冯棣同宿舍
的周尚明、刘尔钰因为兴趣相投，
成了无话不说的密友。

在师范学校学习期间，每逢
下课，冯棣总是忙着画墙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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