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季在马三立、侯宝林等相声大师相继去世后，一度成为全国相声界
新的领军人物。尽管有这样那样不同的看法，但基本被圈内和圈外人士
认可。在他2006年突然去世后，给相声界带来了一个深层次的思考：那
就是相声今后怎么发展，马季那种创新相声的表演风格如何继承，创作相
声的文化元素如何增补，趋同化的表演如何有所突破。马季说了50年的
相声，其中创作新相声又是他的一个标志性特点，他可以说是当代新相声
创作的代表人物。马季一生都在求新，即便是表演传统相声段子，也有他
自己的新意，融入了他的新相声的风格。他创作新相声的兴旺期长达三
十余年。他的新相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他一生大约创作了三
百多段相声，有专家认为，这其中大概有十分之一经过时间的检验，成为
几代中国人的共同记忆。综合上述，我认为马季给相声带来的不仅是一
种新的风格和特征，更是给相声带来了一种新的文化。

北京和天津的相声名家众多，我接触的也不少，但印象最深刻几位中
其一就是马季。马季说的相声总是给你带来一种新的观点和样式，那么他
的相声创新在什么地方？首先是他对生活和时代的理解有新意，他的作品
大部分都取材于现实生活，十分接地气，深受老百姓的喜爱。比如他的《宇
宙牌香烟》《五官争功》《新桃花源记》等，老百姓喜闻乐见，一说包袱即响，
融入点很准确。在相声圈里有说新相声和旧相声一说，比如马季的弟子姜
昆和冯巩就一直在说新相声，很少见他们说传统相声。马季是介乎两者之
间，就是以新相声为主体，但传统的相声也说。这里所说的新相声是应和
当下的时代而写，甚至还有一定的引领作
用。这说明马季对时代和生活的理解很深很
透，能揣摩出老百姓喜欢什么，痛恨什么。比
如他的代表作品《五官争功》，用了寓言式的
手法，形象地用五官都在争夺自己的功劳，互
相排斥，争说自己最好，鞭挞了社会上那种争
名逐利的行为。这段相声后来被《人民文学》
杂志发表，足以说明它所具有的文学性和形
象塑造的生动性。后来也有相声演员模仿这
个手法，但觉得都没有超过《五官争功》。就
相声本性而言是以讽刺为特长的，但由于创
作意识和观念的模糊，一些相声中讽刺变得
粗浅、直露。而马季在《五官争功》里却能于
讽刺中折射一个时代某类人的急功近利。再
比如《宇宙牌香烟》，马季的讽刺不是卑琐的
低下的庸俗的，而是理直气壮的那种，纯粹是
拿着不是当理说的典范。在创作该相声时，
马季看到社会上有些不法厂家单纯从利润出
发，不讲诚信、不择手段地欺骗顾客。这种
情况很多，他深恶痛绝，所以就决定写相声
讽刺这种现象。他在现实生活里寻找素材，
然后精心地加工提炼，找好突破口。相声创
新的要素基础是文本，马季说的相声文本不
全是他一手创作，但却是他精心再创作的。即便是传统的经典段子，到
了他手里也会再加工提炼，把自己擅长的那部分融合进去。最后，这些
经典段子就都染上了他的颜色，这种颜色就是他的表演风格。

当然马季也有早期和后期不同的特点，早期传统相声说的多，晚期就
说的少些。马季说过的相声有三百多段，每段他都揣摩研究，包袱在哪儿
响，人物刻画怎么还能更合理，或者更出乎观众预料。这里面最大的推动
要素就是要新，马季对创新可以说入迷了，但每走一步新路都是艰难跋
涉。新就是别人没有的，做到这点很难。马季的创新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
表演，尽管马季与不少人合作过，但我觉得高峰期还是他与于世猷的合作，
两个人相得益彰，可谓绝配。于世猷的捧哏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不紧不
慢，与马季配合形成了其相声表演的风格和特点。后期与唐杰忠和刘伟的
合作，也是一个很好的搭档关系。应该说马季先生是幸运的，刘宝瑞、郭全
保、郭启儒等都给他捧哏过，使得他的表演日臻成熟，吸纳了很多相声演员
的精华。他早年拜师著名相声大师侯宝林，也得益于刘宝瑞、郭启儒、郭全
保等老师的培养，尤其是刘宝瑞对他的细心栽培。他的表演风格多变，不
完全跟老师相同，但继承了老师的思想和表演精粹，又有自己的沉稳和智
慧。现在看相声，一些年轻的相声演员风格大体相近，表现题材过于狭窄，
表演的手法单调，格调陈旧。其实还有一个根本的症结是我们回避或者不
愿意提到的，那就是相声演员表演的方式越发趋同化，看一个演员的表现
就能看出一群演员的风格。而在相声界名望很高的马季先生，却是在趋同
的表演风格里很早就跳出来，独树一帜。马季的与众不同，得益于他对相
声的理解和对传统的继承，也得益于他能吸收几位相声大师的表演风格，
容纳在自己身上，从而形成自己的表演风格。他的创新之处即在于此，我
跟老师学，我学到的不是堆砌，而是形成我自己。当然，侯宝林先生和刘宝
瑞等先生对他的教诲，就是你要和我们不一样，这一点马季牢牢地记住了。

相声的风格包含很多，比如说节奏，比如说夸张，比如说文本的创新。
观众十分喜欢听马季的相声，就是他在创新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
不温不火的娓娓道来，用小火炖着，慢慢把味道全都浸透在浓浓香汤里
边。观众随之也静下心来，沉浸在他所设置的氛围里，享受相声那原有的
魅力。他用一根绳子拴住了观众，包袱就在这根绳子的抖动上，一抻就响
了，而且很响脆。马季这种节奏久而久之就成了他的个性风格，也是他相
声风格中重要的一环。相声风格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特色，特色和创新是
一致的，没有一个创新的文本就没有一个特色的表演。如果只有特色，没

有创新文本作为铺垫，特色也会逐渐“失色”。创新从生活中捕捉，特色在
表演中丰富。比如传统段子《论捧逗》，很多人说过，但马季和赵世忠的《论
捧逗》就很有特色。为什么这么说?马季和赵世忠的《论捧逗》没有完全照
搬传统，而是在传统中找出马季自己的语言风格和包袱，加以发挥和夸
张。马季找的点都很准，或者说都是老百姓经历过的但很少提炼过的。再
比如脍炙人口的《打电话》，在打电话中，极力地夸张，但是所有的夸张都在
真实中产生，细节在高潮中诞生了经典段子。他的《宇宙牌香烟》就是在
真实的生活推销中找到相声能够发挥出来的重合点，找到夸张和讽刺的
切入点，然后在观众中求得共鸣。《训徒》《百吹图》《传谣》《新地理图》《拔
牙》等享誉曲坛，成为当代相声艺术的经典之作，这些大都是马季从生活
中寻找出来的，先是塑造人物，再从人物中寻找包袱点，而不是一味地找
包袱，丢掉了人物的本体。马季的观点：包袱是为人物服务的，是为故事
需要服务的。他的包袱设计既有传统的铺平垫稳的特征，又不完全拘泥
于此，他不是故意为设计包袱而设计，一切都是为了作品的需要。这个
手法是传统的，但处理和布局必须是新颖的，关键是马季把这个传统做法
赋予了新的手段，这其实是很难的，但马季做到了。

马季的辈分不算很高，但在相声界影响很大。他应该说是“文字辈”里
的佼佼者，行里行外也没有因为他相对辈分小就不看重他。这得益于他精
湛的表演和高尚的人品。马季收了不少徒弟，如姜昆、冯巩、赵炎、刘伟、
王谦祥、李增瑞、黄宏、常佩业，等等，大都是很有影响的相声演员。马季

对自己的徒弟要求严格，但也像先辈对他那
样，鼓励他们不要单纯模仿自己，而是形成
自己的风格。他教导徒弟们不要一时口快，
而是要注重自己的艺术修养。却是如此，接
触过马季先生的人都会觉得，他不是个相声
演员，而是个学者。

应该说，当今相声的某些滑坡，更准确
地说是因为走向做作、空洞和庸俗。原因
自然很多，但就总体而言则是生活底蕴不
够，创新的劲头不足。在相声创作和表
演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技术性的包袱，
而较少对生活底蕴进行开掘。一般情绪
的宣泄取代了对艺术的抒情，琐碎生活
事例的罗列取代对了对艺术形象的塑
造。马季表演的相声则是在生活中广泛
开掘，找出细节的甚至琐碎的事情，然后
加以发挥和夸张，找准点，再辅以自己的
加工提炼。比如脍炙人口的《传谣》，把
那种真真假假的传谣方法形象地摆出
来，在不断地发展中执意拔掉谣言的面
具，这就是夸张在真实中产生、细节在高
潮中诞生的经典。他的代表作《新桃花
源记》，通过逗哏和捧哏之间一层层的表

述，歌颂了新桃花源的风光和历史传说，他在表演中与合作者唐杰
忠找重合点，找夸张的切入点，然后在观众中找共鸣。这段作品在
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获得了很多荣誉。其中当然有马季带病到
桃花源采访起到的文本创作的作用，而马季的再度创作，才使得这
个作品有了新意，有了以前没有用过的艺术手段，体现了他时时刻
刻注重创新立意的宗旨。另外，他的《百吹图》《拔牙》等，都是从生
活中寻找出来的素材，然后塑造人物，再在其中寻找包袱，而不是像
现在的某些作品，先想包袱，后再找人物，使得人物永远为包袱服
务。就相声的本性而言，是以讽刺为特长的，但由于我们有些人创
作意识和观念的模糊，讽刺变得粗浅、直露了。但马季的相声始终
都是在歌颂和讽刺中游刃有余，他能在讽刺中折射时代的变化，在
歌颂中褒扬一种正能量。都说马季的新相声大都是歌颂型的，其实
不然，也有不少讽刺型的。在讽刺中也不是卑琐、低下和庸俗的，而
是理直气壮的那种。比如他的《多层饭店》就是典型的这种做法。

相声虽然是普通大众的艺术，但它不是媚俗的，或者说想说什么就即
兴说什么，自己说痛快了算完，相声应有自己的位置，有自己的位置就有自
己的文化品位，让人看得起，而在这点上马季做到了，他的创新相声就是把
自己放在一个高水平的平台上。马季的相声包含很多，提供的多元化信息
量也很充足。一些新思维、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导向都包含在他的相
声里面。比如他在舞台上做表演的作品，他和年轻的相声演员合作，总会
给观众带来很多的新意。马季经常出国演出，也接触了很多的现代意识，
所以他的相声不陈旧，不呆板，不拖沓。他的视野比较开阔，意识比较现
代。虽然看起来他在一个传统载体的房子外面，但房子里面的内装修都是
很现代的。所以大家在听他的相声时发现，笑声里面，他传递的各种信息
和信息量相当多，而且手法相当得现代化，相声的故事里充满了一种哲学
思辨和人生的况味。其实出新是很难的，哪一个相声演员不想出新？但出
新需要文化的积淀，需要知识的丰厚，需要不断地吸取营养，需要胆识和奋
进，需要坚实的传统继承。马季的出新就是有了以上储备的反映，更得益
于他的勤奋和智慧。

同样，以创新为主的大家马季也给相声带来一种文化，一种清新之风，
一种雅致而又充满传统相声风味的表演。现在的相声面临着的一个重
要问题，就是新作品太少，传统作品的整理和翻新贫乏，翻来覆去就是
那么十几个段子，不能从根本上满足观众的欣赏需求。相当多的相声
演员只会十几段作品，演不了半个月就得“翻头儿”，观众看多了就看
腻了。相声与鼓曲不一样，那就是听新不听旧。来了几次，看到都是
你重复的作品就会觉得索然无味，离开剧场。观众喜欢马季，就是喜
欢他不断地出新，不断地给你惊喜。马季在相声创作上的想法很明
确，那就是怎么能创作出更多与时代相连的作品，挖掘更多的相声传
统段子，巩固和发展相声事业。怎么能在立足相声本位同时，力争拓
宽自己相声表演和创作的思路与视野，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然后
走进更大的市场，迎接更新的考验。

马季给相声
带来一种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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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天津是中国最早具有民航交通的城市之一，

1920年5月，中国第一条民用航空航线京沪航线中
的北京——天津航段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近代民
用航空的建立。1949年1月15日，天津这座旧中国
第二大商业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贸中心获得
解放。解放初期的天津百废待兴，尽快恢复天津经
济对于党在摸索城市经济工作经验,稳固新生的人
民政权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在天津解放不到十
个月的时候，发生了一起将天津载入新中国民航史
册的重大事件——“两航起义”。

1930至1931年，国民政府交通部相继成立了
中国航空和中央航空两家经营民航业务的航空公
司（以下简称“两航”）。1949年以前，“两航”经营
业务占据了国内民航市场的主要份额。特别是抗
战胜利后，随着通航范围和航运市场的扩大，“两
航”发展迅速。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两
航”更多的是服务于官僚买办资本和内战需要，社
会经济价值并不突出。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深
入，国民党政权败走台湾，在撤离大陆前大肆破坏
市政设施、工矿企业，并将包括民航产业在内的资
产向台湾、香港、澳门等地转移，阻挠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人民政权恢复经济、建设新中国。“两航”
就是在此形势下，被国民党胁迫将主要装备及人
员搬迁至香港。随后，台湾当局为进一步控制“两
航”，多次下令要求“两航”撤至台湾。但是，“两
航”高层对国民党的腐朽统治早已失去信心，飞行
员及员工也普遍存在回归大陆的愿望。在此背景
下，经过在港中共地下组织的多方努力，“两航”决
定起义，投身新中国建设。

1949年11月9日凌晨，在中国航空公司总经
理刘静宜、中央航空公司总经理陈卓林的带领下，
中航10架飞机和央航2架飞机从香港启德机场陆
续起飞升空。在飞越启德机场塔台管控范围之
后，12架飞机立即脱离原计划飞行航线，调转机
头，朝北沿长沙、汉口、郑州向北京、天津飞去。飞
行途中，为了防止被国民党空军发现并拦截，机群
尽量保持在云中或低空飞行，仅用广播电台信号
为导航指引，利用无线电通话相互保持联络，交换
信息。在经历了数小时惊心动魄、跌宕曲折的飞行
后，央航一架CV240型“空中行宫”号飞机载着“两
航”总经理及随行人员于中午12点15分平安飞抵
北京，另外11架飞机则载着飞机零部件等重要航材
设备于下午1时左右成功降落在天津张贵庄机场。
随后“两航”立即发表通电宣布起义，正式“与国民党
政权断绝关系，归附人民中央政府”。这一爱国壮举
不仅给当时的国民党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以沉重
打击，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对于推动中国人民
革命和建设事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党
和国家领导人对此高度赞誉，称赞“两航”起义是

“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是具有无限前途
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起点”。

“建设新民航，人才是主要的，起义人员的前
途是光明的。我们要争取两个航空公司起义人员
都能从香港回来。我们有了这‘星星之火’，一定
能够‘燎原’”。“两航”起义人员及家属一落地，就
即刻感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以及人民群众的热烈
欢迎和高度重视。11月9日当天，刘亚
楼、李克农、王秉璋、罗青长等同志代表
周恩来总理前往北京西苑机场迎接乘坐
央航“空中行宫”号飞机抵京的“两航”总
经理及随行人员，并陪同他们下榻至北
京饭店。当晚，周总理即在北京饭店设

宴欢迎“两航”总经理一行。同日飞抵天津张贵庄机
场的11架航班机组在落地后也受到当地政府相关领
导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人们欢呼雀跃，放声歌唱，
欢庆成功。当晚，天津市人民政府在起士林饭店设宴
欢迎起义人员及家属一行，并在交际大楼（今解放南
路273号）举行欢迎晚会，时任天津市市长黄敬出席
并致欢迎词。11月15日，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并宴
请“两航”起义全体人员。其后，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
统筹兼顾“两航”员工工作生活善后与民航事业发展
布局需要两项工作，积极开展起义人员安置和“两航”
员工复员内地工作。考虑到“两航”员工普遍素质高、
生活条件好，决定尽量安排在一些工作条件好、生活
有保障的中心城市。天津地处京畿得风气之先，是近
代中国北方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交通枢纽中心，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捷、工业基础雄厚、城市功能先进。
同时，天津也是全国解放战争中最早解放的大城市，
百废俱兴。由于具有如此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使得
天津成为安置“两航”人员的首选城市，周恩来总理也

认为“天津有西餐有洋楼，生活条件比较好，到天津定
居，‘两航’员工比原来的生活条件落差会小一些”。
截至1950年年底，“两航”累计复员员工一千七百余
人，其中复员至天津的员工共计七百二十余人（中航
复员天津员工678人，央航复员天津员工五十多人），
在复员三地（上海、天津和广州）中占比最多，接近“两
航”总复员人数的一半。

当时的天津市委市政府，对于“两航”人员的安置
和复员工作非常重视，积极配合军委民航局竭尽全力
提供相关支持和后勤保障。来津的“两航”人员的生
活都得到妥善安排，先是住在市政府交际处的招待
所，后又搬到泰莱饭店，后又移至位于镇南道（今睦南
道）的航空招待所，最后分别安置在郑州道、成都道、
滨江道等地条件相对较好的洋房里。虞昌麟回忆说：

“在香港，自己一家三口在一间不足十平方米的房子
里栖身。但到天津后就分到了一处有两间正式住房
的洋楼。”胡飞霞回忆说：“那里的房子都是三层的小
洋楼，里面安有抽水马桶（当时有这种卫生条件的可
不多）。”在薪酬待遇方面，“‘两航’人员的工资是普通
职工的 2至 3倍，甚至比一些进城干部的工资还
高”。正是因为天津市委市政府对“两航”人员无微不
至的关心，让“两航”人员得以安心在天津工作，为新
中国成立初期的天津民航建设提供了人才支撑。这
些人才后来成为新中国天津民航事业乃至中国民航
事业建设的中坚力量，并最终推动了中国第一家国营
民用航空运输企业——中国人民航空公司在天津组
建，新中国民航史上的第一次正式开航于天津启动，
第一所民航院校——军委民航局第二航校在天津创

办，为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发展繁荣贡献了
力量，让天津成为“新中国民航的摇篮”。
系列文章“天津解放的故事”至此刊发

完毕，下期开始陆续刊发系列文章“天津红
学丛谈”。

——编者

天津解放的故事（十二）

“两航起义”与天津

王敏

李治邦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开始第二次蜕变
1953年，新中国在自己的历史

上，刻下了第四圈年轮。
这一年，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外

形势变化和国家建设发展需要，提出
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明确
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根
据总路线确定的工业化目标，百废待
兴的新中国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
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展开。
在苏联援助下，一百五十六个重点

建设项目，在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在国
家从落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新的历
史起点上，古都洛阳因有七个苏联援建
项目落地而引发全国瞩目。随着党
中央选调精兵强将支援工业战线战略
决策的实施，从1953年起，全国共抽调
十六万名优秀地方干部和专业技术人
员到工业战线，其中调到苏联援建重点
厂矿的领导干部超过了三千人。
执政党的重大战略转折，使近代以

来长于稼穑而拙于科技的古老中国，开
始升起新的曙光。在长期血火厮搏中
走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
的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迅速把工作重心
转向城市，在一个落后农业国，开始了
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壮丽进军！

1953年7月，第一机械工业部部
长助理江泽民，带领后来任洛阳矿山机
器厂（今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厂长的江风等人组成的建厂组，在中原
腹地郑州和洛阳，为国家重点建设项目
矿山机器厂、拖拉机厂、轴承厂，勘察了
七处备选厂址。一机部据此向党中央
作了汇报。同年12月，国务院副总理

兼国家经委副主任李富春，同一机部、河南
省和洛阳市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在河南听
取了选厂组的勘察情况汇报，确定在洛阳
涧西区建设矿山机器厂。这个选址方案，
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准。
此前，1953年6月，焦裕禄怀着对祖国工

业化的美好憧憬，奉调赴筹建中的洛矿报
到。两年前，焦裕禄由团尉氏县委副书记调
任团陈留地委宣传部部长。1952年7月，河
南省陈留专区撤销，与西邻的郑州专区合
并。同年12月，焦裕禄被任命为团郑州地委
宣传部部长，后任副书记、第二书记。带着鲁
中大山和豫东平原农家的烟火气息，带着浓
浓的硝烟味儿，焦裕禄从郑州专区驻地荥阳
来到洛阳，开始了革命生涯中的第二次蜕变。

历史悠久的洛阳，是古代文明与现代
文明交融生辉的新兴工业城市，也是列宁
所言工人阶级政党“群众支柱”和“基本核
心”产业工人阶级的聚集地。从乡村到城
市，从农业到工业，焦裕禄跨界任职，是顺
应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和实现国家工业化
要求的结果，也彰显了党组织通过交叉任
职和复合经历培养优秀干部的匠心。

洛矿老领导记得，焦裕禄脸膛黝黑，
身体结实，浓眉下双目锐利有神，一报到
就说：“快给我找活儿吧，我的身子骨硬实
着呢！”

海河的水真上来了
马六儿一听高掌柜也这么说，

才不说话了。
傻四儿在旁边听了，心也一下

子提起来。傻四儿的水铺是开一
天，挣一天的钱，用街上的话说，也
就是“嘴顶嘴”，只要一天不开张，就
没饭吃。这些日子一直是来子挑
水，也就没去河边。这时听王麻秆
儿一说，才知道河里的水已经成了这
样。晚上回到水铺，就跟来子商量，真
要发水了怎么办。来子明白傻四儿的
心思，真要发了大水，还别说这水铺，
他连自己的命都顾不过来。就安慰
说，不用担心，我这几天不回去了，就
在水铺盯着，真要发水了，能顾铺子顾
铺子，顾不上铺子，就背着你走，反正
我淹不死，你也就淹不死。

傻四儿听了叹口气，比划着说，难
怪街上的人都说，你这人，真行。

来子说，倒不是行不行，我总不能
看着你淹死。

说完，就拿上水桶扁担出去了。
一进七月，又连着下了几场大雨，

海河的水就真上来了。先是进了街。
这水一开始来得慢，只是一点一点洇
着。但一天下午，突然就大了，一眨眼
的工夫就灌满整个街筒子。

跟着到傍晚，就出事了。
归贾胡同南口儿的西边有一家

“华记布匹庄”。这布匹庄的门脸儿不
大，里面却净是洋货，也是侯家后最早
拉电线点电灯的铺子。但这铺子哪儿
都好，就是里面比街上低，一进门先跳
坑。这时街上一进水，铺子里立刻就

灌满了。墙皮一湿，墙上的电线又连了
电，火花儿噼里啪啦地一爆，就把纸糊的
顶棚引着了，眨眼间就着起了大火。铺
子里有几个伙计，岁数都小，没经过事，
一见着火了自己先都跑出来。可这时，
铺子后面的屋里还有个老太太。这布匹
庄的掌柜姓华，老太太是华掌柜的老
娘。华掌柜这个下午出去办事了，华老
太太正坐在后面的屋里喝茶，就闻见一
股子一股子的烟味儿。先还没注意，后
来呛得喘不上气了，才知道是前面出事
了。这时前面铺子的火已经越烧越大，
架眼儿上的布匹有的有油性，有的有蜡
性，一沾火也就都烧起来。街上的铺子
最怕着火，一家儿一着，能借着风势烧一
条街。这时旁边铺子的人一见，赶紧都
过来帮着救火。但来子一过来，突然想
起这铺子的后面还有个老太太，赶紧一
低头就冒着烟钻进去。这时后面的华老
太太已呛得快没气了，一听有人声，就拼
着老命使劲叫唤。来子摸过来，一哈腰
把华老太太背在身上，就摸着出来了。
这会儿街上水会的人也抬着水机子赶过
来。但这时水机子已经用不上，虽然满
街都是水，可水里还漂着各种杂物，水机
子一吸就堵了，想要拉一根长点的管子，
水里又没法儿拉。

1 23 重返北平
通俗读物编刊社是由著名历史

学家顾颉刚创办的出版社。顾颉刚
在创办之初，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设定
了四个目标：“一是唤起民族的意识，
二是鼓励抵抗的精神，三是激发向上
的意志，四是灌输现代的常识。”

顾颉刚还表示：“我们现在最要
紧的职务，是捉住这机会，来唤起民
众……彼此邀几个肯切实做事而不好
名利的同志，真正做些救国救民的事
业起来。”这本杂志里除去编者徐炳
昶、顾颉刚的文章，就连当时的“军委
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也时常有文章发
表。重返北平的冯棣已然是著名漫画
家，他的漫画也成为顾颉刚创办的杂
志中每期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但因顾颉刚积极支持抗日，且在
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与张学良接触
密切，被国民党当局怀疑在背后策划
参与了西安事变，以顾颉刚在其创办
的《民众周报》上发表的文章触犯“政
治忌讳”为由，挑起事端，并控告顾颉
刚。1937年5月19日，上海《立报》刊
出一则“特讯”：著名学者顾颉刚将在
法庭受审。《立报》的“特讯”写道：“据
说：查抄原因，是奉法院命令，因为该
报屡次刊载‘妨碍邦交’的文字。”
《民众周报》被查抄事件背后映射

的，恰是国民党政府的消极抗
战态度，更有在这一宏观政治
背景之下，顾颉刚本人坚决主
张抗战的知识分子爱国精
神。而这种知识分子的爱国
意识则被国民党当局视为“不

识时务”，查抄《民众周报》案，就是当局借
机对其发出的一个“警示信号”。
《民众周报》停办后，顾颉刚也奔赴西

北考察。临行前，顾颉刚公开发表《我们
为什么到西北》，表明自己对任何侵略行
径绝不妥协、对唤醒民众工作绝不放弃的
立场。西北考察之行期间，七七事变爆
发，顾颉刚等仍坚持预定行程，跋涉边疆，
不改初衷，甚至还在包头设置了通俗读物
编刊社的分社。

1937年，申报馆出版“申报通俗读
物”，其中韩德溥所著的《武训》便是由冯
棣绘制插图（及封面）。同年6月，通俗读
物编刊社出版“申报通俗读物”，其中颜淑
所著的《锄麑》，由冯棣绘制插图及封面。
此书1941年5月印刷，似乎为重印，可见
市场销路不错。与此同时，北京知识出版
社出版孙景琛著的《人的故事》，也由朋弟
绘图。此时冯棣已经开始使用“朋弟”这
个笔名了。

20世纪30年代，天津漫画作者中，冯
朋弟与窦宗淦是备受瞩目的。窦
宗淦的作品以描绘旧社会民间情
歌者较多，线条粗犷流畅，人物造
型生动，讽刺性强，独具风格，与朋
弟（冯棣）所画的《老白薯》《老夫
子》等漫画，称为一时瑜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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