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周为大家推介的这部佳片，曾
在第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上，获得
“最受观众喜爱的外国导演”和“最受
观众喜爱的外国女演员”两项荣誉；还
在2018年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
棕榈奖的提名，并一举夺得最佳女演
员奖桂冠。这就是上映于2018年的
俄罗斯电影《小家伙》。
漫天大雪中，刚生

完孩子的吉尔吉斯斯坦
女孩，将如何在寒冷的
莫斯科艰难生活？拍摄
这场戏时，莫斯科正遭
受百年一遇的大雪，持
续的低温和艰苦的拍摄
环境，让女主角饰演者
萨梅尔哭了好多次，那
一刻她曾经想过放弃吗？或许在脆弱
哭泣时，她会回忆起自己考大学的那
一年。作为一个哈萨克斯坦小村庄里
长大的姑娘，原本对表演一无所知，理
想是当一名记者。结果那年要报考的
大学新设立了一个表演系，父亲对她
说：要不去试试吧？结果真考上了。
从那时起，她逐渐对表演产生了兴趣。
“要不要继续坚持拍摄呢？”

也许在漫天风雪中，她还会回忆
起自己下定决心，做一名真正演
员的那一刻。那年她20岁出
头，还在表演系上学，第一次演
电影，一个配角。拍摄地在一片
沙漠之中，周围像火炉一样，热

气蒸腾，连阴凉处的温度都高达50摄
氏度。她对自己说：“如果我能熬过这
一关，我就会成为一名真正的演员。”
不知道萨梅尔在片场哭泣时真正

想到了什么，但和十多年前一样，面对
恶劣的拍摄环境，她选择了坚持，并且
为这个角色付出了6年的时间，全心
拍摄。最终，她的付出获得了回报，萨

梅尔·叶斯利亚莫娃，这位名不见经传
的哈萨克斯坦女演员，为她的国家赢
得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荣誉。34岁
的她成为戛纳最佳女演员。
影片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

从影经历相当有趣，在从事导演之前，
他居然是一名航空工程师！他在俄罗
斯航空公司担任了9年的无线电工程

师。一天，他在报纸上看到莫
斯科一所电影学校开设导演课
程的广告。他自己都不明白为
什么要申请这个课程，在此之
前，他从来没有对电影产生过
兴趣，而更意外的是，他的申请
居然通过了。谢尔盖自己都打

趣道：或许学校需要一个对电影一无
所知的白痴？也许正因为对于电影
是一张白纸，所以他才能很快找到了
自己的风格。2008年，他的导演处
女作《图潘》就在戛纳国际电影节上
获得了“一种关注”大奖。10年后，
他携《小家伙》再战戛纳，人们问他，
你这10年都干什么去了，他很无辜

地回答，我就在忙《小家
伙》这部电影的拍摄啊。

导演曾觉得这部电
影太难拍了，应该由女导
演来拍。因为有太多关
于妊娠、生产的细节他无
法体会。他需要不断学
习，向生产过的女人和妇
产科医生了解每一个细

节。影片拍摄的6年间，有3年莫斯科
竟然一片雪都没有下，为了追求冬日
暴风雪的场景，导演硬是一年又一年
地等着下雪。靠着对电影精益求精的
态度，这位1962年出生的导演，在电
影界工作了二十几年，虽然实际上没
拍几部电影，但每一次他拿出的，都是
足以震撼观众、诚意满满的精品佳片。
就让我们走进《小家伙》，观看在

莫斯科的漫天风雪中一个女孩的艰
难生存故事，体会她的顽强与坚韧！

3月20日22:13CCTV—6电影
频道与您相约《小家伙》，3月21日
15:23“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
继续。

2009年盛夏一日，正帮摄像师扛三脚架，
沿碣石山小径向上攀寻韩文公祠，忽而峰回
路转，忽而误入歧途，忽而又柳暗花明。天津
有位记者却值此刻打来电话，采访《铁肩》拍摄
近况。我对着手机气喘吁吁：“正身临其境
般感受大钊先烈救国救民的寻路之旅……”
《铁肩》是讲述李大钊的电视传记片，而

其家乡名山碣石山又发生过他的许多故
事。1913年秋，他从天津法政
专门学校毕业，回家后即兴致勃
勃去登碣石山，孰料却遭遇昌黎
车站惨案。那是一个初秋的夜
晚，侵华驻屯军的两个日本兵
突抢车站水果摊。小贩护拦，
被搡。执勤路警杨桐秋赶来，
急劝小贩避躲，却遭另一日兵
枪托击打。杨被迫吹响警哨，
日兵才匆匆回营。不一刻，日
本驻“京奉铁路昌黎站”队长佐
野哲太郎竟率全队包围了铁路
警察局，用战刀将巡长刘长忠
刺死，又下令向警局开枪，中国
路警王学儒、刘秉俊、刘金铭、杨
桐秋瞬时死于非命。正在附近
的李大钊亲自赶到停灵处向死
难者致哀，并在《游碣石山杂记》
中怒书：“昌黎惨毙路警五人，已
孤棺冷落，寄地藏寺中。彼倭奴
者，乃洋洋得意，昂头阔步于中
华领土，以戕我国土。伤心之
士，能无愤慨！自是昌黎遂为国
仇纪念地，山盟海誓，愿中原健
儿，勿忘此弥天之耻辱，所与倭奴不共戴天
者，犹如碣石。”或许，这一海誓山盟也正是大
钊先烈对救国之路“吾将上下而求索”、对革
命真理“众里寻他千百度”的驱动力之一吧？

五年后，日本人更欲吞青岛，国人终愤
爆“五四”。为彻寻救国救民路，李大钊于
1919年5月5日在《晨报》副刊辟“马克思研
究”专栏，连载马克思《劳动与资本》等文
章。又将他负责编辑的《新青年》6卷5号编
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然而，陈独秀却
于6月被捕入狱，李大钊也上了北京警察厅
“传播过激主义煽惑工人”密令的布控人员
名单。为此，他不得不先把怀孕
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回老家。

7月20日晚，李大钊携家
人乘夜车出发，行前收到当天
出版的《每周评论》，刊有胡适
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

义”》。文章吁呼人力车夫生计等一堆问题
急待研究，贬称“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
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
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斥责“不去研究人
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读罢
此文的李大钊，从北京出发至滦州下车，仅
在家小住三两日，便再登碣石山，进韩文公
祠埋头写作《再论问题与主义》，即给胡适

的回信：“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
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
想的主义”，因为“要想解决一
个问题”就要“设法使它成为是
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而
“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
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
“应该是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
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
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
主义”，“不然，你尽管研究你的
社会问题，社会上多数人，却一
点不生关系。”且具开创性地提
出，社会主义者必须联系中国
实际“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
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
境”“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
式使合于现在需要。”
纵有“阿猫阿狗”“鹦鹉学

舌”等热讽冷嘲，李大钊的马克
思主义观非但没有丝毫的动
摇，反如碣石之山傲然挺立。
他继而在韩文公祠完成了《我
的马克思主义观》下篇的写作，

并发表于1919年11月的《新青年》6卷6
号。在他完成这篇名作整整90年后，我和
摄制组终于经过艰难的追寻与登攀，到达
他潜心写作的地方。拍摄着韩文公祠那简
陋的陈设和周围群山那险峻的嵯峨，不禁
想到马克思的那句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
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

两年后，为央视《走遍中国》栏目拍摄7
集系列片《中国航标史话》时再登碣石山，
因专家考据《尚书·禹贡》“夹右碣石入于
河”后，认定秦皇岛海中凸起的碣石和昌黎
境内的碣石山共为中国最早的自然航标，功

能如同今日灯塔。联想到大钊
先烈曾在这里完成《我的马克思
主义观》，不禁对碣石、航标、灯塔
表层功能的认知以外，又平添了
几分更具内在、更富想象、更趋
审美的另一番意象……

12 满庭芳
2021年3月1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刘云云 美术编辑：卞锐

E-mail:liuyunyun628@126.com

胜
地
遐
思
（
二
）

﹃
山
﹄里
寻
他
千
百
度

阎
晓
明

生
肖
印

老
黄
牛

诗四首
王海福

《小家伙》：
风雪中的顽强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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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供城防图的战友留笔
周骥良

天津解放，人们最不能忘记
的是指挥天津战役的指挥官刘亚
楼将军。他1911年生于福建省
武平县。小时寄养在养父家中，
养父讲义气，限于财力，宁可让自
己的儿子不识字，也要他上学。
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
他识字，随营学习，由连长、营长、
团长、师长、师政委升至纵队副司
令。他是一路长征，一路接受重任，还被
保送到苏联军事学院学习，还参加了苏
联卫国战争。归国后，任东北军区参谋
长。参与辽沈战役作战指挥，然后又急
行军进入华北，成为天津战役的指挥
官。他曾提出速战速决，三天拿下这座
拥有180万人口的北方最大工商业城
市，尽量少受损失。当时四野领导吃了
一惊，说军中无戏言，你可别吹牛。天津
之战困难重重，国民党修了一座工程浩
大的城防工程。又是护城河，又是城墙，
又是碉堡林立的……结果却是他连三天
都说多了，从响第一枪起，到结束最后一
枪止，仅仅用了29个小时。奇迹！解放
军攻城战中的奇迹！最是天津人津津乐
道的奇迹！

对我来说，最津津乐道的是刘亚楼
将军在总结这场29个小时攻城战中的
这段评语：“华北党组织，特别是天津地
下党同志，供给了详尽的天津敌情资
料，连一座碉堡的位置、形状、守备兵力
都有具体的交代。这就使我军迅速掌

握情况，因而下决心、定作战计划、部署
兵力，都有了确实可靠的基础。”这个评
价特高。

在众多散碎情报中，最具体最实际
最全面的是两位战友提供的城防图。刘
亚楼将军断言：“应该说天津是解放军同
地下党共同打下的！”这个评价更高！

第一份城防图来自麦璇琨。他
1946年走出津沽学院土木系。这个学
院后迁保定，扩建为河北大学。他毕业
即就业，出任做了一名当时国民党正修
建的城防工程的监工员。整天拿着测
量仪器，护城河挖得达不达标，土城修
得够不够高，碉堡有没有应有的硬度，
城后的军用公路够不够畅通无阻，全
在他如何测量、如何汇报了。他当然
如实汇报，不过汇报是两份，另一份就
交给地下党组织了。他属华北局城工
部平民委员会，是面向市民及微小企
业做工作的。自然有掌握的照相馆，
于是拍摄成照片，偷送出去。这是最
具体的一份城防图。我是华北局城工

部学生委员会的，和他并无任何横向
关系。“文革”当中，我被下放到地铁当
修路工人，他被下放到地铁一工区任
副主任，我们这才有缘来相会，自然相
处得不错。遗憾的是，我被调到地铁
公司当笔杆子，就和他再无联系。“文
革”随着岁月远行，我也从岗位离休。
有年，有一家电视台来录制天津解放节
目。我去录音时，始知老麦已经在前一
天录完音了，没能再见一面。只知他已
从科研部门离休。错过了为他留下更
多资料的机会，他慎言慎行，一直保持
地下工作作风。

第二份城防图来自张克诚。老张
1945年走出北京大学工学院土木系，
稍后，通过社会关系进入天津工务
局。先为建筑科技术员，后升为助理
工程师。1947年陈长捷出任天津警备
司令，他凶喊恶叫是守城打仗来的。
立即决定加强城防工程，增补碉堡。
负责设计的是工务局主任工程师，改
了又改，最后定稿的城防图他拿回办

公室，赶上局长又有事叫他，他就
顺手塞在书架上，匆匆走去。回
来的时候已是下班的钟点，赶快
拿着皮包回家，忘记收起那份绝
密的城防图了。老张是该下手时
就下手，拿回住处，描了一夜竟未
完成。他决定留下城防图，继续
完成。转天上班，主任工程师从
书架上找，怎么找也找不到。老

张还问您找什么？我替您找。主任工程
师说不找什么。又一夜过去，描绘城防
图胜利完成，主任工程师也就一找就找
到了。他高兴地又抽烟，又拍自己的脑
门。有人记录这事，说是智取。我看更恰
当的是敢于勇取。解放后，张克诚任建筑
公司经理，1955年任建筑工程部西北第
六工程公司副经理离开天津；后来，在建
筑行业转战多个部门直至离休。离休后
回到天津，但是为了老有所依，决定去南
京，和女儿住在一起。临行时，张克诚不
无遗憾地给我打了个电话，在电话中说，
咱们属同一位书记领导、同在一个地下支
部，却从来没见过面。这次通话，还是在
战友王文化家中才得到我的电话号码。
总算我们有机会通了一次话，之后他就又
离开天津，没有再来。我们也终于无缘相
逢了，据说他留下一本《我的一生》，遗憾
的是，我也没有见到。

6年前，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第42届世界博览会的获奖展壁上，悬挂着一组
巨幅“象形字书画”。这组既像甲骨文又像岩洞壁画的作品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
光，而其作者是客居天津的古文字学者、象形字艺术家熊国英。
多年前，为了实现心中的一个夙愿，熊国英毅然辞去公职，决心把人类文明曙光

初现时的图腾契符，以及远古的甲骨文、金文中深藏的先民智慧和艺术元素挖掘出
来，提示国人，告诉世界：中华文明不仅五千年，中华古汉字每一个字都是一幅图画、
记载着一段文明史。甚至，不少字符后面隐藏着至今不为人知的惊人秘密。
笔者曾有幸在一次展会上见到作者的《远古田猎图》。这幅作品究竟属于书法

的“字”，还是绘画的“画”？说是“画”，明明由百余个独立的字符组成，且字字有出
处，笔笔有来路；说是“字”，满卷的山水树木，逼真的车船屋宇，生动的犬马飞禽，凶

猛的虎豹龙蛇……在百十个字符中竟能辨识出230余
个物象。动物有：猪、鹿、马、犬、兕、象、牛、蝉、蛇、兔、
狐、凤、鸟、猴、龟、鱼、熊、豹、羊、蚕等46种；有性别的人
物49名；刀、殳、箭、斧、戈、刺、锤、耒、车、船、乐、鼓、网、
索、叉、干、毕等兵器工具57件。更有那日虹霝雨，山
川流泉，草木桑竹，歌舞壴旋，乡酋酒宴，长兄领祭，奴
仆牲献，大男耒田，部族繁衍，雏妇桑蚕……阅后，不
由令人感慨：非我大中华文化谁能神妙如斯！
且听作者本人的解读——“在荒蛮的原始山林和

草原上，人类与各种动物混杂生活在一起。互相捕获
自己所需要的食物，躲避野兽伤害。看到毒蛇猛兽残
杀和吞噬包括自己同类在内的动物时，自然会产生强
烈的恐惧和敬畏。同时，在捕杀比自己弱小的动物
时，也希望自己能像虎狼一样威猛。于是产生了用猛
兽的皮毛角爪装饰在自己身上，或用醒目的颜色涂抹
自己面部和身体上，以期达到恫吓威胁其他动物的
‘艺术’效果。这种装饰打扮不仅是人类艺术的源头，
也是图腾文化的开端。继而为了聚集族群，识别敌
我。再后成为部族标志符号，最后形成文字。
“人类的交流经历了肢体动作、手势和呼喊，习

惯通用的口语、刻画图案和符号、约定俗成的文字，
直至现代的电讯、磁盘、数码等。而象形字上线链接的正是似画似字非画非字的
图腾、族徽、契符、器物纹样和岩洞壁画等。而图腾和象形字正是破解华夏诸民
族姓氏来源的金钥匙。这些图腾符号和象形文字不仅能揭开人类姓氏之谜，还
能诠释古先民不为人知的生存奥秘。
“这幅画作不是历史插图，更不是山水人物。是集史学、古汉字学、姓氏学、古

典美学研究成果的表达手段和工具。”在熊国英看来，《远古田猎图》可归纳在“象形
字文化艺术”名下，这种艺术是区别于一般传统书画，而又以传统书画技法表现学
术研究成果的立体文化，也是一种全新的学者艺术。
为找到字与画的源头，熊国英还修订了中国第一部汉字宝典《说文解字》。由

于作者许慎所处的时代距秦始皇“焚书坑儒”时间不长，东周的“六国文字”（秦国以
外的金文、简牍）多被毁坏，更遥远的甲骨文早已深埋地下一千多年，许慎所能看到
的文字只有秦小篆和已经变形的隶书。而仅仅根据数量不多的战国残留的“籀文”
“古文”及秦本土文字小篆进行解析，必然出现源流无稽，丟本存末，形义不符的缺
点和错误。因此，他对《说文解字》进行了全面调改。首先从540个部首入手。按
照图腾、岩画、甲骨文、金文、籀文（古文）、石鼓文、小篆、隶书出现的时间逐字将其
源流与演变过程做一排比和诠释。同时将“部首检字法”中不尽合理处也做了归
纳。例如将一个部首分成多部首的“木、林、森”三个部首归入“木”部；对仅有部
首，没有正字可率的如“丏”“久”“耑”等30余个字分别做了归属。
为此，熊国英已编著出版了《说文部首字源考》《中国象形字大典》《象形字图解

百家姓》《说史解字话象形》等系列专著。

二月二抒怀
蜇龙昂首跃长空，
十里东风紫气升。
布雨行云泽万物，
飞杨拂柳放千红。
雪梅不妒春光早，
桃李应怜秀色浓。
燕舞莺歌穿玉絮，
耕牛遍地对征鸿。

2021年3月14日

读《南行记》有感
溅玉滚珠落素笺，
钟灵毓秀缀长篇。
峥嵘岁月撷英录，
锦绣山河点睛览。

铁马追寻云与月，
笔端凝注趣和酣。
此文可待成遥忆，
八桂梦回又宛然。

2021年2月28日

散步随感
银汉如华冷月幽，
庭院漫步几多秋。
春发寸草萌芽绿，

夏打百花细雨稠。
纵使菊黄沾玉露，
又怜香雪压枝头。
放歌四季苍天路，
不必杞人自问忧。

2021年1月29日

倚高观雾即景
雾锁翠沽淡墨青，
虚浮夜色更朦胧。
龙潭沉月钩寰宇，
海市蜃楼落廓穹。
世界云烟观眼底，
万家灯火在心中。
晨风吹露东方亮，
霞蔚晓天旭日彤。

2021年1月23日

篆刻 居广鸿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带头排险情
焦裕禄对全体施工人员进行再

教育，完善落实制度的责任制。再
接到发现古墓的报告，焦裕禄都赶
到现场，安排工人维持秩序，请文物
专家鉴定并组织抢救性考古发掘，
留存资料并清理墓中陪葬品，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再组织回填和施
工。人们发现，每当此时，那个风风火
火的总指挥，总是纤手莲步，小心翼
翼，像个温文尔雅的业界学者。

豫西汛期，风急雨骤。一天，焦裕
禄正焦灼地注视着雨情，考虑雨后怎
样加快施工，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忽
接厂团支部书记张兴霖报告：“总指
挥，有段排水沟还没挖通，积水会把公
路冲垮！”

焦裕禄调洛矿后，厂领导知道他
做过青年团领导工作，便让他担任了
洛矿团委书记。“党是头颅，团是手
足”，焦裕禄根据自己的实践感悟，带
领广大团员青年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
展工作，满腔热情帮助青年朋友解决
工作、生活、学习中遇到的问题，成了
广大团员青年的知心朋友。1954年
春，张兴霖分配到洛矿后，从焦裕禄手
中接过了厂团委书记的担子。

此刻，焦裕禄闻声一震，果断说：
“快组织力量抢挖排水沟！”

“雨下得这么大，叫谁去，谁都不
愿去……”
“关键时刻，不能光靠嘴来指挥，

跟我来！”
焦裕禄说着，抄起一把铁锹，闪身

冲进茫茫雨幕中。其他人一怔，也都

跟着跑出了席棚。总指挥和干部一马当
先，工人们也都争先恐后冒雨抢挖排水
沟，很快排除了积水，保住了新修的公路。

又是一个暴雨如注的日子，焦裕禄在
席棚里盯着茫茫雨幕，心里惦着涧河上的
浮桥。眼看棚外积水越来越深，焦裕禄向
张兴霖一招手说：“咱们到涧河看看去！”
两人撕开雨幕冲到河边，堆在岸上的木

料已被洪水卷走，新建的浮桥在湍流中摇摇
欲坠。焦裕禄对张兴霖说：“快回去叫人！”

张兴霖带人火速赶到河边，浮桥已被
冲断，焦裕禄正劈波斩浪，在滚滚波涛中
打捞木板。干部工人见状，一个个争相跃
入水中。当最后一块木板被抬上岸后，筋
疲力尽的焦裕禄也瘫倒在地。大伙儿望
着七零八落的木板，想想架设浮桥的艰
辛，不免都有些沮丧。
“有部电影名叫《胜利重逢》，你们知

道在哪儿拍的吗？听说就在南边七里河
桥头。”雨霁风停，焦裕禄在河边给大家讲
起了故事。看到众人来了兴致，焦裕禄接
着说：“过去涧河上有座桥，1948年我军
解放洛阳，与盘踞桥东头的国民党军队发
生激战……”
“焦指挥，你讲的是电影里的情节，有

真实历史依据吗？”有个小伙子被焦裕禄
讲的故事吊起了胃口，忍不住插嘴问。

傻四儿不傻
傻四儿嘴哑，腿瘸，心里却透亮，

高掌柜一来，就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于
是不等高掌柜开口就比划着说，人往
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来子在水铺挑水
总不能挑一辈子，知道他在包子铺干
过，只要他自己愿意回去，当然是好
事，从他当初在鞋帽店时就看出来了，
做买卖，他是把好手儿，这也是高掌柜
手把手儿教出来的。高掌柜见傻四儿的
嘴虽笨笨磕磕，却能说出这样一番入情
入理的话，心里挺感慨，看来这傻四儿
并不傻，是茶壶煮饺子——心里有数，
于是笑着摆手说，买卖上的事可不是教
出来的，是天生的。又说，你要这么说，
我心里也就踏实了，既然这样，你就帮
我问问他吧。

傻四儿也笑了，比划着说，还是您
自己问吧。高掌柜想想也是，既然人家
已经答应了，总不能逮着蛤蟆再攥出尿
来。但再想，倘让傻四儿问，这事儿总还
有个退身步儿。就说，还是你帮着问吧。
傻四儿叹口气，笑着冲高掌柜打个

嗨声，算是答应了。当天下午，傻四儿就
跟来子说了。来子知道高掌柜上午来了，
一听傻四儿说，才知道是为这事。傻四儿
比划着说，这也是好事，你在这儿挑水，
也就是有碗饭吃，再怎么说也不叫个正
经事由儿，你本来在包子铺干得好好儿
的，后来为嘛走，我多少也听说过，再后
来你虽说又从鞋帽铺出来了，可买卖已
经学成这样儿，总不能最后落个半羼子。

来子听了，吭哧了一下说，这事
儿，容我再想想。

傻四儿乐了，一拍来子，意思是知

道他想嘛。
来子看看傻四儿。
傻四儿用手比划，你是不想见小闺

女儿，对不？
来子就不说话了。
傻四儿说，高掌柜是明白人，他让你

回去，你听他的就是了。
来子又看看傻四儿。
傻四儿咧嘴冲他笑笑。
来子的心里有点儿酸，说，好吧，我

一有空儿就回来，还帮你挑水。
傻四儿乐着点头，拍拍来子比划着

说，行，你来了，我也能省点儿劲。
来子一回包子铺，就赶上一件事。
蜡头儿胡同的刘大头这年五十九岁，

按天津人的习惯，做六十大寿是过九不过
十，这么一算，也就该是六十整寿。这时刘
大头还耍石锁，徒子徒孙已经上百，站在一
块儿已是黑压压的一片，但光玩儿石锁不
能当饭吃，底下的这些徒弟也得养家糊口。

河北的金家窑有个黄九爷，在海河
上有一个黄家码头。这黄家码头不大，但
把着水路要道，从三岔河口一进海河，走
不了多远就是这个码头，平时上游下来
的各路货船也就都在这儿停靠。黄九爷
除了这个码头，还有几处买卖，平时码头
上的事就都交给儿子。

4 26 漫画“闹学”
这一组《以力服人》漫画第一幅描

绘了老夫子观看一名女子正在练举
重，双手将杠铃举过头顶。第二幅图
中，老夫子对放下杠铃的健身女子夸
夸其谈，好像正在吹嘘自己的本领。
第三幅图中，老夫子一只手将杠铃举
起，不但一点不吃力，还能将杠铃像孙
悟空耍金箍棒那样旋转如飞，令女子
刮目相看。第四幅图中，女子挎着老夫
子的手臂，谈笑风生地走在一起，老夫
子似乎可以“抱得美人归”了。

1938年11月19日，朋弟在《天风
画报》“黑旋风”副刊再次刊发长篇漫
画《老夫子》作品之《为嘴伤身》。第一
幅图，老夫子看到一名儿童坐在那里
吃香蕉，非常眼馋，口水都流了下来。
第二幅图，老夫子嬉皮笑脸地向小孩
讨要香蕉，希望自己能尝一尝香蕉的
味道。小男孩面露难色，好像不愿意
的样子。第三幅图，老夫子一只手拉
住男孩子的手臂，另一只手伸手欲抢
夺男孩手中的香蕉，男孩大叫。这时，
窗外一名女子探进头来，可能是男孩
子的妈妈，看到老夫子抢香蕉的场景，
非常吃惊。第四幅图，窗外的女子已
经不见，而此时的窗口伸进一只手，手
中举着一根粗大的木棒，可能是擀面
杖，狠狠地敲在老夫子后脑勺上，将老
夫子的帽子都打飞了。老夫
子抢香蕉的无耻行为被这飞
来的棒子打得无处遁形。

1938年11月21日，《老
夫子》刊出《训育失败》，这是
一组8幅的漫画作品。

第一幅图，老夫子看到两名学生在教
室里玩耍，将书本扔了一地，还拿墨水瓶
往课本上倒墨水。老夫子从窗外伸进头
来，一脸怒不可遏的表情。第二幅图，老
夫子举起戒尺要打其中一个学生的手板
儿，另外一个学生从窗外探头往里面观
瞧。第三幅图，老夫子的戒尺落下，被打
的学生表情十分痛苦，窗外的学生若有所
思，得想办法救救“同伙”。第四幅图，老
夫子举着戒尺，要求学生转过身子打屁
股，被打的学生号啕大哭，此时窗外的学
生已经悄悄进来，用一根绳子一头将戒尺
拴住，一头系在老夫子自己脚脖子上，而
老夫子一心要打孩子，完全没有注意到背
后的危机。第五幅图，系完绳子的学生再
次跑到窗外观看，而此时被打的学生似乎
也止住了哭声，想看看老夫子究竟会落个
什么样的下场。第六幅图，老夫子狠狠地
将戒尺打下，但却因为戒尺上系着绳子，
在抡戒尺的同时，也把自己的脚带了起
来，老夫子重心不稳，一下子前仰后翻，连

手中的烟袋和头上的帽子都掉到
了地上。两个学生都为自己的诡
计得逞而心满意足。第七幅图，
老夫子因为脚被抻着摔倒在地，
两个学生笑得前仰后合，被打的
学生趁机逃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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