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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年年冬至时，冷不丁的，斑鸠要开口叫，在僵硬的树枝上突然高叫，嗓子带
呼噜还不太顺畅。
“咕咕——咕”“咕咕——咕”，从冬至到立春这一个多月，斑鸠开口了，叫

声是断断续续的，或者上午它迎着太阳叫，或者午后最暖和时它发声，没个准
当。或者，隔几天它又发声。三九严寒里，斑鸠的叫声仿佛枯树树枝里春的汁
水汁液，明里暗里的，曲曲折折发声而蠕动。冬来了，那春天还远吗？鸠声是
雪莱的注脚，鼓舞勤劳勇敢、不畏严寒的人。一旦立春——我们习惯叫打春，
不仅是鞭打土牛，不仅说地气刹那间可以冲飞羽毛，我对斑鸠因此而加速鸣
叫，立春了一呼百应的亢声鸣叫，感觉最深刻。
可是，今年立春因时而动的还有黄蜂。立春头一天，我在街头看见粉色梅

花开了一树，而一只细腰黄蜂，我不能判断它是野蜂还是家蜂，约莫是只野蜂
吧，嗡嗡嘤嘤趴在新花花蕊里。这“好色之徒”如此不畏冬寒，但我不能讽刺和
讥笑它，我佩服它，我惊异梅花早，且吃惊与斑鸠配合唱歌的居然有蜂。自然
的隐秘和奥秘，岂止是立春而飞动的一只蜂虫？
这是新冠疫情蔓延，跨年而来的又一个春节。上个春节，武汉封城的影子

还在，江城梅花和樱花空开空落。今年元月，河北东北又出状况，所幸在春节
临近之际柳暗花明。腊八进年，北方祭灶腊月廿三，年关歌谣唱起——“二十
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庚子腊八和大寒节气同一
天，接着2月3日立春，转眼就是除夕和春节了！

这个冬天寒冷吗？我认为总体当属暖冬。它再次验证了“小寒为一岁
最寒”的经验。元月5日小寒节气，我所在的地方随即零下十多度的酷寒骤
然来袭，常青树香樟的叶子被撕裂，有的叶子全冻焦了。可是大自然古怪，
元月中下旬，气温迅速回暖，偏高异常，2月6日腊月廿五，郑州高温达到22
摄氏度，破了本地气象纪录，也破了当日除岭南之外的全国纪录。牛年春来
早，从2021元月开始。
头年秋冬之际，11月大量开花的枇杷、八角金盘，还有早蜡梅，开了一段

时间，进入新年而花谢了。枇杷塔形花，坐了一大咕嘟幼果很明显。此后它再
开花，沥沥拉拉开花，不再锋芒毕露。元旦却是冰芯和黄芯蜡梅开花的盛期，
它们于蜡梅花里称王，香烈无比。中原和北方，这时候蜡梅花开再好，也不会
像巴蜀卖花人背柴火一样，大捆背着蜡梅花进城来。即使在淮南信阳，大别山
里人也惜花怜花，舍不得大枝斫蜡梅花。在对待蜡梅的态度与立场上，我们比
江南及西南人斯文。
历法在民间有说法，立春当天就可以算是农历的新年开头，辛丑属牛了。

一连多日太阳好，大地回暖，常青树和落叶树换了个姿势，纷纷走出寒流突袭
留下的阴影和狼狈，挺拔的雪松先回绿，伏地二月兰亦抬头了。因为庚子闰四
月，故而辛丑春节迟。去年春节1月25日，今年是2月12日。1999年的春节
是2月16日。二十多年来，我经历玉兰逢春节开花有不多的几次，1999年是
一次，印象深刻。今年立春而开梅花，我判断今年春节，郑州玉兰花将应时而
开。我是有把握的。
人算不如天算——2月6日腊月廿五，早上读写告一段落，吃了东西，我出

门看草木萌动苏醒，料不到在隔路小街上，分明一株辛夷树正开花。树不大，
它笔直树枝上多是毛笔头一样的灰白花蕾，最上头高高在上，映着蓝天而红花
半开，嫩生生的荷花红。它的名字也叫望春玉兰。我拍照了，我很冷静，并没
有像早开梅花一样，及时分享到朋友圈，我想独自享受它，安慰我自己黄蜂一
样的勤快勤劳。可是，当天手机里“植物星球”杭州李叶飞的公号，曰“今年春
来早，玉兰花早开”——西子湖畔的望春玉兰也开花了。别急，“莫道君行早，
更有早行人”。2月7日夜里，澎湃新闻图文报道，上海在2月3日立春当天，
有白玉兰迎新早开！那里的市花白玉兰，和我遇到梅花开满树同一日。顿时，
我感到莫名其妙的无限欣慰。
第二天2月8日，腊月廿七，过年的鼓点趋急，街头已经装饰一新，天气又

极好，如旧书重读一般，熟门熟路的，我特意在熟悉的路线上穿行——不要说
我不稳重，我没法稳重，我为自己准确预报玉兰开花而兴奋，尽管事实上慢了
半拍。因此，我也没法不喜形于色。走啊走，走过东风渠，又走过熟悉的金水
河和紫荆山公园，老天奖赏我，我竟然依次看见毛白杨辛夷梅花山玉兰和山桃
一并开花，而迎春花连绵开得十分烂漫，绿叶都齐全了。
气候暖化实实在在的，不容置疑。原来看梅花，我要等元宵节过了，结

伴去南京和苏州看花。2010年，公园建园中园，临着向阳的东南门有了小园
“梦溪园”。茂林修竹，芭蕉奇石，大小双池有暗道互通流水，仿曲水流觞
……这些都不说，我尤其对那从远方移植而来的早梅和冬红果两种树最为
青睐。我记得清楚，那是个落雪的元宵节，城市上午纷纷扬扬下雪，但因为
这棵梅花开得好，引人注目，游人打伞绕树看花。有母女两个，都不认识梅
花，妈妈说是桃花吧，女儿说，还没有到开桃花时候呀。我听着觉得有趣，却
明知不言，我想类似这吸引人的活谜语，现实生活里多一些更好。缘于好
奇，使忙忙碌碌的世人，都可以像这一对母女一样，绕树三匝而探秘探花。
随后，也就是这十年时间，如今郑州看梅花容易了。东风第一枝，梅花在此
也不负盛名。
辛丑牛年春节，政府号召“就地过年”，大城市因此与往年不同，人流减少

不多，变得比往年更热闹了。花事讨喜，梅花玉兰山桃花开早，我看花，有喜也
有忧，觉得气候有些不正常。转而又想，我们有了充足的疫苗，加上抗疫成功
的经验和精神，即使发生别的困难，它难不倒我们，准能克服它。
题图摄影：刘芳

春节未至时，过年的气氛已经扑面而
至。不仅各式红彤彤的年货摆上了商场超
市的柜台货架，就连各类电商平台的显示
界面都变成了一片打眼的亮红色。
网购买了一条最新款春季红色长裙，

寄过来的包装盒里，除了商品本身，还附
着一张设计精美、写着春节祝语的红色卡
片以及一幅红色的对联。因压力而紧绷
的心顿时有些温暖，一边在心里感谢商家
的考虑周详，一边佩服他们在创新营销
策略中对中华传统春节的“红”文化拿
捏得恰到好处。
天津人喜欢红色，过年时对红色的追

求更是到了极致。对此，已故的天津文
史研究者顾道馨在《绿波集》中说：“天津
人过年尤其重红色。举凡青年妇女衣饰
鞋袜，室内的炕褥、桌帷椅套，门窗墙壁
上贴的春联、福字、窗花，供品中的茶食
糕点和苹果、蜡烛和供花，还有拜帖和名
片，都要用红色的，偶有红色不鲜艳者也
会被指为不妥。”
传统春节期间，天津妇女的打扮，是映

入眼帘的所有红色中最令人瞩目的风采。
文化人是倍受尊重的群体，春节期间的红
衣红裳也屡屡在文化人的妙笔回春中留下
芳迹。清代天津有一位隐士写了这样一首
过年风俗诗，“新年著个满堂红，颊染胭脂
一色同。热闹娘娘宫畔路，香车飞趁夕阳
红。”将一群大姑娘小媳妇擦着红脸蛋、抹
着红嘴唇，一身红装，往返天后宫烧香还
愿，与日月同辉的美丽身姿生动呈现出
来。津门文人冯文洵也在《丙寅天津竹枝
词》中,以“称体衣裁一色红，满头花插颤绫
绒”来描摹普通人家妇女穿周身清一色的
正红，以红绒花做头饰的过年装扮。
妇女身上的红装款式常常与时俱进，

这也有了红旗袍在特定历史时期威风春
节街道的场景。为此，上世纪初年的天津
著名书画家王伯龙,作有“照眼旗袍拖地
长，绒花压鬓竞时妆。若非‘红孩妖’成队，
定是集团新嫁娘”的俏皮竹枝词，描写了上
世纪30年代的春节，天津的摩登女性穿着
红色旗袍盛装，结伴出游的景象。天津著
名报人刘炎臣结合自己对本地民俗的了
解，做了恰如其分的批注，“津市新年，妇女
咸着大红旗袍，鞋袜中衣，悉为红色，鬓边

绒花斜插，皆红丝绒制成，各式吉语，如必
定如意、富贵满堂之类，外乡人见之，认作
新嫁娘无疑”。天津妇女好热闹，女子们三
五成群，穿着凸显身形的旗袍，戴着红头
花，遇见熟人互相拜年说吉祥话，既不犯
憷，也将讲礼仪、重友情、热心肠的地域性
格展现无遗。

除了红旗袍，春节受到天津妇女欢迎
的，还有大红色的平底鞋。王伯龙以“小
鸟依人出必偕，并肩拉腕步长街。比郎
今日矮三寸，新换大红平底鞋”来勾画上
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春节情侣出游约会

时，女性的娇艳妩媚。刘炎臣做注释，
“津市过年，妇女多喜着大红平底鞋，较
平时忽然矮短二三寸，马路边道，姗姗行
来，备生姿媚”。脱下了高跟鞋的女人，
降低了海拔，在秉持传统观念的旁观者
看来，显得更加楚楚动人。于是就有了
《北洋画报》提到的“鞋店在岁末时，必赶
制各式大红鞋，陈于窗中，亦颇悦目”的
年节商业景观。

红色的正装往往搭配红色的装
饰。据评剧演员新凤霞回忆，传统中的
天津妇女为了好看，身上常常带着一个
绣花口袋，挂在裤带上，从衣角下露出
一点来，掏钱时有意露
出绣花钱包来。绣花口
袋根据时节不同，变换
花样和颜色，夏天是淡
雅的颜色，绣荷花、绣兰
花，秋天要明快的颜色，
绣菊花，春节时用鲜艳的
颜色，用红色绣上聚宝

盆、财神爷和金元宝。
被誉为当代“红学泰斗”的周汝昌，对天

津妇女过年期间的红色装扮有这样一段表
述，“单说津门妇女，在大年初一，‘千门万
户曈曈日’，一开门就一色大红色衣装，从头
上绒花（必不可少），直到脚下鞋袜，绝无一
丝杂色！那才真正表现出‘喜气满乾坤’‘万
象更新’的巨大景色与吉庆心情——这是真
天津人的美好创造，独一无二，他处万不能
及”。在周汝昌的眼中，天津妇女的过年装
饰，是一种能够表现民风乡俗，体现人间喜
庆的生活仪式，是一种令人爱不释手的极高
艺术创造。因为有了这些红裙红袄的女人，
让腊尾年初的天津城形成了一道奇景，“其
美无伦”！

周汝昌出生于天津咸水沽镇，少年就读
于天津南开中学，对天津有着很深的了解和感
情。他工作在北京，一生致力于红学研究，是
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深学者。夹带着对故
土的感情，在对北京和天津两处北地年俗的亲
身体验和比较中，他认为红是天津色，天津人
对红色有一种纯粹的喜爱。天津妇女过的是
一个艺术化的春节，展现的是一种不僵不滞、
不顽不固、活泼生动、自由新鲜的文化气象。
这也让“天津的风土人情自有特色”,值得年
轻一代“借鉴而怀思”。

当然，春节穿红的不光是天津女人。传
统天津有句民谚：“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
女要花，小子要炮，老婆要裹脚条（缠足），
老头要新毡帽。”本命年系红腰带，穿红衣服
也不乏天津男人，但每年的覆盖面毕竟有
限。传统天津男士的过年红比较普遍地表
现在这顶帽子上。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传统
天津商人的长袍马褂，必戴一顶帽衬，春节
拜年时，帽顶换红疙瘩。红帽子毕竟太夸
张，但是要在其他素色帽子的顶部点缀一
些红色装饰，和平日有别的喜庆气氛就脱
然而出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曲艺艺人积极响应天
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部“曲艺要说新唱新”的号召，
排演新节目。随后，一批歌唱新社会的新编曲目被搬上
舞台，有常宝堃的《新灯谜》《新酒令》《封建婚姻》和《思
想改造》；富少舫的《解放后的新天津》；阎秋霞、林红
玉、马书麟等人的《刘志丹》《三勇士推破船》《新十女夸
夫》等。据统计，1949年 2月至9月间，天津全
市142个娱乐场所共演出1584场，其中上演新
鼓词六十多段。

天津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天津的
曲艺工作，很快就成立了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
协会通过曲艺社的形式把天津的曲艺艺人组织起
来，进行新曲艺节目的创作和演出。当时有两个
比较有名的曲艺社，即大众曲艺社和红风曲艺
社。大众曲艺社，设立在玉壶春茶楼；红风曲艺社，
设立在燕乐升平茶园（即燕乐戏院，后改为红旗戏
院）。由于燕乐升平茶园是天津历史上第一个专
门演出曲艺的茶园，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该茶
园红极一时，侯宝林就是在这里“从开场第六到说‘大轴’，
从无名到有名”。因此，天津戏剧曲艺工作者协会就把燕乐
升平茶园（燕乐戏院），作为当时曲艺演出的首选剧场。红
风曲艺社演出的曲艺种类十分丰富，有张寿臣、常宝堃、马
三立、赵佩茹的相声；白云鹏、骆玉笙、阎秋霞的京韵大鼓；
花五宝的梅花大鼓；王佩臣的乐亭大鼓；高元钧的山东快
书；石慧儒的单弦；王宝霞、王元堂的河南坠子等。他们都
是天津观众熟悉的知名艺人，演出很受欢迎。

1951年5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发布了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经天
津市文化局批准，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该团属民办
公助性质，是天津市最早建立、由政府文化部门直接领导
的民间艺术团体。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后，根据中央
指示精神，全力以赴排演新曲词。骆玉笙演唱的京韵大
鼓《独胆英雄吕松山》《黄继光》；石慧儒演唱的单弦《劳动

模范张淑云》《姚大娘捉特务》；王佩臣演唱的乐亭大鼓
《小姐俩捡棉花》；高元钧演唱的山东快书《小大姐翻身》
等都在群众中有较好影响。1953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也建立了专业曲艺表演团体——天津广播曲艺团。接
着，天津各区也成立了专业曲艺团体，如和平区书曲队、
红桥区曲艺团等，这些团队的成员合计有四百多人。此
外，业余的曲艺演出团体则有天津市工人业余艺术团曲
艺团、西门里曲艺票房等。天津当时的大小书场、茶社有
七十多家，较大型的曲艺演出场所有红旗、群英、玉茗春、

玉壶春、通海茶楼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艺人的阶级觉悟迅速提

高，政治热情空前高涨。白云鹏在《新生晚报》撰文，
明确提出艺人必须肩负三大义务：提倡通俗艺术，为人
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
常宝堃为了尽快接受革命理论，连续参加军管会文艺
处举办的讲习班，被评为学习模范。他把自己的心得
体会浓缩成两句话：“不学习，不得了！学习了，了不
得！”常宝堃还积极探索相声艺术如何适应时代变化，
他对传统相声进行整理改编，放弃低级庸俗的段子和
不健康的表演，在相声艺术发展史上称得上承前启后、
开一代新风的大师。
1951年天津市曲艺工作团成立，作为曲艺工作团业

务骨干的骆玉笙，深切体会到自己已经从旧社会的艺人，
转变为在国家机构领取工资、受人尊敬的文艺工作者。从
此再不撂地献艺，闯码头，赶场子，为衣食奔走；不担心失

业和为晚年犯愁；他们这一代人已经从艺术和政治上都获
得了新生。同时，党对曲艺事业大力扶持，对老艺人的信
任爱护，也使骆玉笙明白了曲艺事业要发展，就必须与新
时代相适应，必须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必须勇于创新。她
认为鼓曲的创新、演唱技巧一定“要适合内容，做到口唱、
心唱、唱声、唱情的统一，轻重、憎爱都要表现出来，生活体
验、艺术素养都不能忽视”。骆玉笙正是秉持这一创新原
则，上世纪50年代初先后创作出《邱少云》《珠峰红旗》《卧
薪尝胆》《飞夺泸定桥》《韩英见娘》《长征》《正气歌》等京韵

大鼓新唱段。
与骆玉笙有同样人生经历的马三立说，因

为共产党来了，人与人的关系变了，他这个说相
声的再不受轻贱了，不再是卖艺人，而是新中国
的文艺工作者，这是翻天覆地的变化。由于深
感过去那不堪回首的困苦、艰难与屈辱，马三立
专门买来红纸，写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
岁”贴在屋里，他有说不出的激动。1950年，马
三立加入红风曲艺社。因为他是曲艺社的主要
演员，也是国家主人，不再是吃“开口饭”的卖艺
人，这种翻身的喜悦让他彻夜难眠，他开始思索

相声演员的新使命。他认为过去相声以讽刺为主题，嬉
笑怒骂，插科打诨；而新生活为相声演员提供了进行歌
颂的主题，促使他们要为新社会和新生活演出，为新社
会、新生活创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的曲艺

创作十分活跃，天津也形成了一支谙熟曲种、精通曲律、了
解演员特长和观众情趣的创作队伍，并在全国名列前茅。
天津的曲艺工作者不仅积极创作新节目，还十分重视挖
掘、整理传统曲艺的珍贵遗产。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整
理出版了著名评书艺人陈士和的评书《聊斋》以及张寿臣
的单口相声，还排演了濒于失传的荡
调、马头调以及各种小调。天津的曲
艺工作者一边对传统曲艺进行剔除
糟粕、保存精华的改造，一边进行曲
艺的改革与创新，他们为天津曲艺的
发展与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春节花事早
何频

天津解放的故事（八）

解放初期的天津曲艺

杨楠

过年红
胡荣华

九重葛（中国画） 孙凤英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一场特殊的婚礼
“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

博真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
“夫妻对拜——革命拥抱！”
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博真和

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
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
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
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

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囚车内发生了什么
事，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
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

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时间相拥相爱
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
那一刻，沿途百姓，惊愕地目送着一

路歌声的囚车……那一刻，依偎在爱人胸
膛前的伍仲文抬起一双泪眼，仰首凝视着
她的新郎蔡博真，而她的爱人则将炽热的
双唇轻柔而又坚定地贴向她的双唇……
写这章节时，恰逢纪念五四运动

一百周年之际，翻阅着一本本革命英烈
传记，看着一张张稚嫩而青春的烈士脸
庞，我的耳边回响着习近平总书记在人
民大会堂说的话：“青年最富有朝气，最
富有梦想。近代以来，我国青年不懈追
求的美好梦想，始终与振兴中华的历史
进程紧密相连。在革命战争年代，广大
青年满怀革命理想，为争取民族独立、
人民解放冲锋陷阵，抛洒热血……”
是的，因为梦想和朝气，才让一代又一

代年轻人为了理想和信仰冲锋陷阵、抛洒
热血。在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时代，
年轻的革命者，就是怀揣理想来到上海，来
到党的身边，来到革命的中心。他们许多

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和家庭，甚至是学业，离别
了亲人和故乡，只身一人，或结伴而行。

曹顺标烈士便是这样的一位青年。他
是1932年上海的“共舞台事件”13位牺牲者
中最年轻的一位，牺牲时只有17周岁。但他
内心的革命火焰与他青春的热血一样炽烈，
当他和其他十多位“重犯”一起被敌人从上海
押至南京监狱后，得知自己被判处死刑，他表
现得大义凛然。在漆黑的夜晚，他对同室的
难友低声道：“我已经做好准备牺牲了。我死
后，请你设法带信给我哥哥，他也是共产党
员，叫他把我的尸体埋在大路旁，我要睁着眼
睛看到红军打进南京城才闭上眼！”这位从萧
山来到上海的小伙子，在家里排行最末，上
面有三个姐姐、两个哥哥。12岁那年，他像
哥哥一样，怀着对大上海的憧憬，考上了上
海八仙桥国法堂，第二年又转到立达学园。
15岁时他就加入了共青团，第一次上街参
加游行就被关了一个多月，后来又因为阅读
进步报刊，被学校开除。之后在家人的帮助
下，他重新在复旦大学高中部和大夏大学高
中部读书，而这个时候的曹顺标，虽小小年
纪，但已经是一位革命队伍中的活跃分子，
凭借着“小囡”的身份，散发革命和进步报
刊。两年之后，革命形势发生深刻变化，17
岁的他，走上了职业革命者道路，成了中学
学生联合会负责人之一。

和杨灯罩儿的旧怨
但刘大头刚到家，就让官府的

人堵在屋里了。等进了大牢，又见
到李大愣和小尾巴儿，才知道他俩
也给抓进来了。李大愣告诉刘大
头，官府的人早已蹲在他俩的家门
口，就等着他俩回来。刘大头奇怪，
官府的人怎么会知道他俩住哪儿，
再说他俩是义和团，家门口也没人
知道。李大愣说，他也是进来之后才
听说的，蜡头儿胡同有个姓杨的，绰号
叫杨灯罩儿，这人知道底细，还跟租界
的洋人也勾着，是他告诉洋人的。

刘大头一听，这才明白了。
李大愣的大哥，也就是小尾巴儿他

爸，在坛里是二师兄，还亲手杀过一个
洋人军官，案情重大，只过了一堂，就让
官府砍了。小尾巴儿一看他爸给砍了，
就急了，天天在牢里蹦着脚儿地大骂。
后来官府的人让他骂急了，就把他也砍
了。刘大头和李大愣在牢里关了大半
年。后来两家儿的人烦人托壳，又上下
打点，最后才总算把人放出来。
刘大头从牢里一出来，第一件事就

是来找杨灯罩儿。但杨灯罩儿这时已
听到消息，早钻进租界不露面儿了。刘
大头找了几次没找着人，越找不着，心
里的气也就越大，于是在外面放出狠
话，杨灯罩儿要躲，最好就一直这么躲
着，别让他看见，哪天看见了，非活劈了
他不可。杨灯罩儿一听这话，果然沉不
住气了，先是来找包子铺的高掌柜，想
请他出面给说和。高掌柜早就讨厌杨
灯罩儿，这次又是为这种事，就推说自
己跟刘大头虽认识，但没这么大面子。

杨灯罩儿也知道高掌柜不想管，只好又来
找尚先生。尚先生这时也已听说了这
事。尚先生倒不为杨灯罩儿想，是为刘大
头。刘大头的老婆有病，几个孩子还小，
家里的日子还得指着他。他这次虽然出
来了，可毕竟是花钱出来的，官府的人还
一直盯着他。倘再闹出点事，再进去，就
不是花钱能出来的了。于是就来找刘大
头，对他说，好鞋不踩臭狗屎，俗说话，恶
人自有恶人磨，他这种人，以后肯定好不
了，你为他再折出去，不值当的。

尚先生这一说，刘大头才把这事暂
时撂下了。

刘大头这个晚上打杨灯罩儿，还不
光为李大愣侄子的事。

杨灯罩儿这时又在一家叫“爱德蒙”
的洋行混事儿。尚先生说，杨灯罩儿有
个一般人都比不了的本事，说白了，也就
是拆梯子。他只要用着谁了，能在最短
的时间里，让对方对他印象极好，然后迅
速拉近关系。等用完这人，觉着没用了，
一回头就把这梯子拆了，街上再碰面儿，
都不一定理你。然后下一个用着谁了，
再想办法搭这个梯子。

杨灯罩儿当初在河北药王庙的洋人
医院认识了大卫李，觉着这人是个有用
的梯子，于是就扒着搭上了交情。

61 9 学徒制版
当然，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也并非

是平静的，处于巨大社会变革时代的
学校，也时刻充满着纷争。冯棣入学
的时候，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创校校
长刘海粟因“裸体模特风波”已于
1928年春辞职，携家眷赴欧洲考察美
术教育，这时的校长已几经更迭，
1929年时任代理校长的是西洋画系
主任王远勃。在王远勃的带动下，学
校教学整体上更偏向于西洋绘画专
业，冯棣入学时也选择了西洋画专
业。因为在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艺术系参加绘制墙
报，冯棣打下了坚实的绘画基础，所以
在上海美专西洋画系的学习得心应
手。从二年级转学而来的冯棣，很快
便掌握了木炭、水彩、油画等多种绘画
技法。作为上海艺专的佼佼者，冯棣
只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便顺利跨级
毕业。

在上海上学的这段时间，冯棣除
了在学校学习西洋绘画技法，还经常
到报摊上去翻阅各色报纸杂志，既可
以了解上海滩的新闻时事，也可以了
解十里洋场的娱乐八卦，冯棣对新闻
行业的了解越来越深，逐渐萌发了成
为一名新闻人的想法。

1931年，冯棣自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毕业后，感到在上海生活压
力较大，经与家人商量，决定
前往在北平做生意的表哥孙
问樵家借住一段时间，并借此
机会在北平继续学习一些赖
以生存的手艺。

1932年年底，在表哥的联系下，冯棣
先到位于北平和内东半壁街11号的怀英
制版印刷局附设的怀英照相制版印刷学
校当学徒（冯朋弟自传中说是“北京怀英
制版厂”，并不准确）。怀英制版印刷局在
当时采用的是最为先进的珂罗版制版技
术，印刷的产品除了文字书籍，还有一些
精美的艺术类画册，当时京津冀的官员、
文化名流，如吴佩孚、傅增湘、郭则沄、江
瀚、江庸、俞平伯等人都曾在此印过书画
集。冯棣在这里初步了解了制版印刷的
流程与工序，但因经济原因，冯棣无法缴
纳学徒所需的全部费用，最终未能学满全
部课程，再次失业。虽然冯棣没能拿到印
刷学校的毕业文凭，但在这里还是学会了
很多与印刷相关的知识与技巧，这也为冯
棣日后设计封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考虑到日后的生活，冯棣决定走兄长
冯森的道路，成为一名演员，所以他又考
入联华电影人才养成所。1931年9月，上
海联华公司为满足在北方拍片的需要，开

办了联华电影人才养成所，在北
平、天津两地招生。北平报考地
点在东华门真光电影院剧场内。
报考不论男女，只要达到中学文
化或同等学历，容貌端庄、体格健
美、品行端正即可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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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