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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在写研究《野草》的专书时，有一个小感触思来想去没往书
里写，因为觉得思考不成熟，资料更不占全。但今天想来仍觉有一些道
理，不妨写来与众书友交流。
《野草》里有一篇《死火》，写的是“我梦见自己在冰山间奔驰”，在这冰

谷中，“我”面对一块“死火”，火炎的形状，黑烟的痕迹还在上面。其实从矿
物学角度讲，这不过是一块石头，化石。然而鲁迅借此展开一场人与石头
的对话，最后，“拟人化”了的“死火”与“我”一起冲出冰谷，一起粉身碎骨。

让石头说话，这让人想起《红楼梦》。《红楼梦》本来就另有一个书名
《石头记》。第一回里，上来就写石头，那是女娲补天遗留下的一块奇
石，因为通灵，又因为不被补天者使用，自叹自怨，“日夜悲号惭愧”。最
后遇得一僧一道，便对起话来，一段“石头记”从此展开。

无论多么奇幻，说到底，这不过是一种小说家假托式的叙述技巧。
我们完全相信，这不过是一种手段，让人间烟火的故事，先天地涂抹上
灵性的、奇幻的光泽，而且一切仿佛宿命式地让人知道，小说描写的不
过是注定要有的结局的过程罢了。

鲁迅的《死火》只不过是几百字的文章，不足以拿来和《红楼梦》比，
不过从创作学角度讲，也可说说它们的异同。即都是让石头说话，且都
是托梦让石头说话。但鲁迅没有宿命论的暗示，他甚至是让石头以彻
底的自我毁灭，给这个遗弃它的世界以最后一击。

再联想，让石头说话，让石头上的文字暗示出人物不可更改的命
运，由此展开一段历史风云，人间悲欢，在中国古典小说里还不唯《红楼
梦》才有。别的不说，四大名著里，除了《三国演义》，都是以石头开篇。
不称奇都不可能。《水浒传》的第一回写了一块石碑，那石碑立于一山中
大殿内，背后书有“遇洪而开”四字。正是这四字让洪太尉兴奋不已，非
要人掘起石碑探个究竟。结果却引来山崩地裂般的恐怖动静。此后便
开始了《水浒传》里的正宗故事。这个猛烈的故事引子，笼罩在故事的
外壳上，让一切争斗皆与命运有关。

再看《西游记》，仍然只看第一回。上来就写一座山，山上有一块
“仙石”。《红楼梦》里的石头会说话，《水浒传》里的石碑能“引爆”，而《西
游记》里的“仙石”却可直接变成活物，这只“石猴”“五官俱备，四肢皆
全”，“行走跳跃”，引出一连串麻烦，也引出一连串精彩。小说还得意地
赋诗夸赞：“三阳交泰产群生，仙石胞含日月精。”孙悟空就是这样登场
的，他比贾宝玉可能耐太多了。

总之，都是石头惹的祸，也是石头结的果。别的不敢说，我觉得有
一点可以探讨一下，有抱负的作家就应该有这样的胆魄：敢于在小说里
让石头说话。

当然，石头哪里能左右了人的命运。《红楼梦》里说，女娲氏当年有三万
六千五百零一块石头，却偏偏只用三万六千五百块补天，独留一块转世，
来到人间乱惹尘埃。可是女娲即使再加一块石头真能补得了天么？神话
而已。对此，鲁迅的小说《补天》很意味深长地做了描写。诸君不妨去读。

不管怎么样，文学是讲灵性的，而最是冥顽不化的石头，倒常常沾
了最大的灵气。真是反其道而用之。

孙勇进、张昊苏都是
我的博士研究生，负笈南
开大学多年。让我高兴的
是，他们合著的《文学·文
献·方法──“红学”路径及
其他》一书，被列入“天津《红
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由
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赵建忠教授倡议并主

编的这套“天津《红楼梦》
与古典文学论丛”，洵为津门学术界一件盛事，于国内红
学界也开了一个好头。入选丛书的作者多为红学界的耆
宿，八十高龄以上者超过半数。这显示了津门红学悠久
而深厚的传统，也是主编尊重前辈、赓续传统的用心所
在。不过，“江山代有才人出”，诸多前辈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发展还要寄希望于后昆，建忠本人系属于中年一代的
红学专家，而丛书中展示一下更年轻学者的成绩，相信将
使其面貌更显完备，并增加一些勃勃生机。
以一部作品的研究而形成一种“学”，在中国似以《红

楼梦》肇端。其后虽也有所谓“龙学”“金学”“水学”等相
继出现，但在学界及社会的影响皆远不能与“红学”相
比。检点百年“红学”，名家辈出，论文、专著汗牛充栋。
而历史上几次大的论争，跌宕起伏，波涛所及远远超出学
界的范围。有些问题，如所谓“索隐”与“考证”之争，看似
当时已见分晓，岂料数十年后烽烟再起；又如后四十回之
评价，一度呈一面倒之势，然不久歧义又生。作为学术问
题，这都在所难免，甚至是思想活跃的表现。不
过，在争论中，有关方法论，有关研究路径的合
理性，双方关注不够多，缺少正本清源的探究与
碰撞，也是老问题不断重复出现的原因之一。
《文学·文献·方法──“红学”路径及其他》

一书对于方法与路径有较多的关注。二十年

前，霍国玲姐弟活跃于北京
红学领域时，孙勇进便从学
理角度写出系列文章，讨论
索隐红学现象以及文献材
料使用的学术规则问题。
收入此书中的“勇进篇”包
括：《“索隐”辨正》《索隐派
红学史概观》《一种奇特的
阐释现象：析索隐派红学之
成因》《无法走出的困境：析

索隐派红学之阐释理路》《假作真时真亦假：〈红楼解梦〉何曾
解梦》《〈红楼梦〉与中国人生悲剧意识》《〈红楼梦〉的写实艺
术与诗化风格》，并附随笔三篇：《花边考证》《说不尽的索隐
派》《赵姨娘的青春》。台湾学者黄一农“e考据”提出后，张
昊苏就其价值与限度著文讨论，从收入此书中的“昊苏篇”目
录可窥一斑：《〈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初步反思》《经学·红学·
学术范式：百年红学的经学化倾向及其学术史意义》《对胡适
〈红楼梦〉研究的反思——兼论当代红学的范式转换》《红学
与“e考据”的“二重奏”——读黄一农〈二重奏：红学与清史
的对话〉》《〈红楼梦〉书名异称考》《“作践南华庄子”考：兼及
〈红楼梦〉涉〈庄子〉文本的学术意义》《“畸笏叟批语丛考”
（附：畸笏叟批语辑录）》《也说“十二支寓”》《说“四字误人”》
《读〈还原脂砚斋〉札》《读〈新石头记〉》。当然，这些带有根本
性的问题，不是几篇文章就能解决的，某种程度上“此亦一是
非，彼亦一是非”，见仁见智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局。但是，
提出这个问题，促使学界更多地思考所持方法、所循路径的

合理程度，这样的基础性建设对于学术的发展无
疑是非常必要的。
勇进、昊苏深知兹事体大，或力有不逮，曾向

我建议此书的副题是否用“锥指”二字，虽未获采
纳，其惕厉谦逊之意昭然。青年学者有此胸怀，
“清于老凤”当可期待。

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上讲，凡举优秀的作家，都有一块专
属于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它同时兼具着经验意义、精神价值与
审美属性，譬如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约克纳帕塔法县之于福
克纳、鲁镇之于鲁迅……那么，对于散文名家肖复兴而言，其写
作根据地在哪里？毫无疑问，非北京莫属。从《蓝调城南》到
《我们的老院》再到《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肖老以笔为锄，
甘之若饴地耕耘着自己的“老北京系列”。如今，一方名为《天
坛六十记》（长江文艺出版社2021年1月版）的新花圃被精心
开垦，于是，北京的地标性建筑天坛重新走进了我们的视野。

天坛，在大多数的散文写作者眼中几乎定格为一座历史
悠久、气势恢宏的皇家祭坛，而肖复兴只是以细腻温润的笔
触、朴实真挚的文字，专注于蒲公英飞散的隐秘角落，记录下
“如水如云一般来来往往于天坛寻常百姓庸常的生活点滴，普
通人生平凡的际遇投影”。因为，“从小就进出天坛，将其视为
自家后院”的肖复兴深知，那些
地方常常能遇到很多老北京
人，碰撞出更多人情冷暖的故
事，对于他更亲切。

作者在“后记”中坦言：
“《天坛六十记》不是一本介绍
天坛历史或书写天坛风景的导
览之书，它只是我在天坛所见
所闻所画所遇所思所忆的拾穗
小札，是一本个人片段式、短制
式的即兴随感。”由此可见，天
坛是“我”与他人、“我”与心灵、
“我”与城市、“我”与世界对话
交流的空间场域。这本书真正
的着眼点在于呈现“我与天坛”
的互文互质、彼此交织的辩证
关系。天坛的各个角落遍布着
“我”的足迹。作者以画为媒，
睹物怀远，触景生情。纯真的
儿时玩伴，峥嵘的知青岁月，大
院里的人事过往……那一段段
难忘的记忆如同神乐署演奏
的韶乐一般在回音壁前、垣墙
根儿后、柏树林间、花甲门内、
藤萝架下、三角梅旁反复回响。天坛不只有“我”，还有我
们。肖复兴绘制出一幅幅平凡人的温馨剪影。其中描写最
多、刻画最细的当属迟暮老人。或许与作者的晚年心境和
生活轨迹有关，《天坛六十记》中有一多半是在讲述老年人的
生活片段，例如，迁居天坛墙根儿下只为听到松涛声的王仁
兴，拾起画笔重操旧业的刘再生，演奏《梅妃》的枯瘦老汉，饱
受“天伦之累”的带娃老太，等等。某种程度上讲，肖复兴在记
录自己这一代人的人生轨迹与晚年境况。正如肖复兴在文中
所说：“逛天坛的每个人都有故事，而逛天坛的老年人故事尤
其多。如果天坛是一本厚厚的故事书，那么，老年人无疑是这
本书的第一作者。”在“我与天坛”的交互关系中，“天坛”为这一
代的人生赋予了历史的厚重与岁月的沧桑，我们也为“天坛”带
来了生命的体温与心灵的悸动。古人常有“六经注我，我注六
经”之说，化用于此恰如其分：天坛注我，亦我注天坛。

提到肖复兴的“我与天坛”，难免让人联想到史铁生的传
世名篇《我与地坛》。虽然说两位作家年龄不同，心态各异，境
遇迥然，但在生命意义的思考与表达上，却存在着先天的“家
族相似性”——当肖复兴于秋深春远的晚年写下“我步入天
坛，因为我希望生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并汲取生活
中所有的精华，然后从中学习，以免让我在生命总结时，才发
现自己从来没有活过”时，我们耳畔不免会再次回响起《我与
地坛》结尾处那段动情的文字：“太阳，他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
都是旭日。当他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他
在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晖之时。”正所谓，好的
散文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散文各有各的不足。优秀的散文家
往往会有意识地将自身对于历史、自然、生命、灵魂的谦卑之
情、虔诚之思和敬畏之心灌注于作品的字里行间，从而使读者
清晰地感受到空间的折叠与铺展，时间的流逝与凝固。
《天坛六十记》的匠心之处就体现在，古稀之年的肖复兴对

于“时空哲学”有着切身的生命体验与本能的艺术自觉。先来说
“空间”。作者在“画为媒”一节写道：“到天坛写生，不仅只为了画
画，还可以接触好多人，随手记下各色人等的人生百态与百味。”
这种以画识人的“城市萍水相逢逻辑”无形中为文本的空间结构
赋予了更多的审美丰富性。书中的诸多篇什都是以“画中画”
“景中景”“戏中戏”的方式呈现，为读者营造出一种如古典园林
建筑一般“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的错落感、层次感、纵深感。尤
其是《画像》一篇，我在画天坛美景，亦成为他人画中之景。再来
说“时间”。如同天坛的圆形建筑结构一样，全书无论是在总体
的书写体例上，还是具体的文本内容中，都带有鲜明的“轮回”色
彩。古人云，天道循环，无往不复；古代纪年，又以六十载为一甲
子。《天坛六十记》既是对天坛建坛六百周年的一份纪念，也是
对寻常百姓生活点滴的记录与品味，更是作者于迟暮之年对
于人生过往的回眸与反刍。正如全书最后一篇散文《六百个
春天》开头所言：“春天又要到了。这将是天坛度过的第六百
个春天。对比古老的天坛，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都会生
出‘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感慨。”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马增蕙、白慧谦合作了一大批单
弦小品（如《打箩筐》等），使这一形式迅速流行起来，同时期马
聚泉、包会申表演的许多曲目亦红极一时，后来杨子春、史琳
继承了马、包二位的表演风格，扎根南方，也推出了许多反映
时代生活的单弦小品，不少作品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为普及
单弦艺术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历来对于单弦似乎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这一曲种只能搬

演诗情画意、吟风弄月的古典文学作品，跟现实生活有一定距
离。其实这恰恰是对单弦的一种误解。马增蕙、白慧谦等人的
单弦小品，也不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在百余年前，就有拆唱
八角鼓这种相近的艺术形式，这大概可以视为单弦小品的源头。
所谓拆唱八角鼓（又名牌子戏），表现形式是伴奏和演唱

者以滑稽逗哏的方式演绎艺术作品，其中穿插着曲牌的演
唱。这个艺术样式很早就产生了，在清末民初十分盛行。在
当时有几位名家，以拆唱八角
鼓享名，如郭荣山、韩永先一
档，杜贞福、果万林一档，这其
中杜、果录制了《汾河湾》和《客
先生算命》两张唱片，为我们了
解这一艺术形式的发展和变化
留下了珍贵的文献。
应该说，拆唱八角鼓和单

弦牌子曲，是两个平行发展的
艺术形式。拆唱八角鼓和单弦
牌子曲不但曲目不同，表演风
格也大相径庭。但是也有单弦名家参加过拆唱八角鼓，如谢
芮芝先生早年就和王金友搭档表演过。这种经历，对他日后
谢派单弦艺术风格的形成，或许起到了一定的影响。
上世纪40年代以后，随着前辈名家的离世，拆唱八角鼓

这门艺术逐渐衰落，顾荣甫、尹福来可以说是最后一对拆唱
八角鼓的火档，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和其他曲艺演员一道，
陆续挖掘了一些拆唱八角鼓的传统曲目（如《赵匡胤打枣》
《双锁山》等），并且还编演了《百鸟朝凤》等新节目，为这一
古老艺术形式的传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由于老先生们的
不懈努力，才使其并未完全断绝，前几年还有青年演员在京
津等地表演了《双锁山》《汾河湾》和《小上坟》这几个节目，
让观众得以重温拆唱八角鼓的原始风貌。
虽然拆唱八角鼓这一曲种衰落比较早，但是它的营养被

很多其他艺术形式借鉴和吸收，如相声《怯算命》就是从《客先
生算命》移植的，至今仍然流行的滑稽双簧，最初也是拆唱八
角鼓里的一个节目。新中国成立后诞生的北京曲剧更是和拆
唱八角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马增蕙、白慧谦等人的单
弦小品，在当代文艺舞台上大放异彩，则可以说是对拆唱八角
鼓的一种继承和新发展。
从八角鼓艺术百余年的发展过程来看。只有不断地吸

收姊妹艺术的营养，才能保持自身的生命力。单弦就是吸
收联珠快书、莲花落、民歌、戏曲等许多艺术形式的精华才
走到了今天，同样的道理，从拆唱八角鼓过渡到单弦小品，
也可以说是这个曲种的自我完善，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增
蕙、白慧谦等人的努力是应该被铭记的。

春风拂面，陌上花开，芳菲正浓。
一个人信步前行，满眼的姹紫嫣红，云
蒸霞蔚。粉红的桃花、雪白的梨花、金
黄的油菜花，还有杏花、樱花、杜鹃花、
梧桐花、紫云英……满垄遍野，千娇百
媚，一朵朵，一簇簇，一片片，熙熙攘攘
竞相绽放，美得让人心旷神怡。我慢
慢走来，一路欣赏，身心不由得清爽而
浪漫。此时，我想起五代十国吴越王钱镠给夫人戴氏的一封信
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戴氏王妃是个孝顺女子，每年春天
就要回临安娘家省亲。这一年，戴妃久久没有回来。钱镠在杭州
料理政事，一日走出宫门，看见西湖堤岸已是花开似锦繁华艳丽
的景象，便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随即提笔写下一封短笺，寥寥
话语中无一字吐露相思，却深情款款，透着诉不尽的儿女情长。
缓缓归，缓缓归，心欲催归却请“缓”，欲语还休中，多少柔

情，多少思念，令人禁不住心意沉醉，柔肠百转。这如花美眷的
深情又怎能不流传千古。难怪北宋年间，苏轼来到杭州任职，听
到民间关于“陌上花开”的故事颇为感慨，遂写下三首著名的《陌
上花》诗。倾国倾城的春天，阳光明媚，轻风拂柳，花容似海，蝴
蝶翩跹，叫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够。漫步阡陌上，人归缓缓，世俗
于花间淹没，陌上风情也被撩拨得浓烈而浪漫。
记得年少时上学，去学校需要经过很多阡陌纵横的蜿蜒小

路。花木感春遍地开放，轻风拂面，翠叶的清香和菜花的芬芳扑
鼻而来，循着潮湿的花径，田野里一派盎然春意。放学归来，我
和几个小伙伴总会放下背上挎着的蓝色小书包，钻进菜花垄沟
中追逐在花浪间飞舞的蝴蝶，花儿在我们的穿梭下舞动、摇曳，
泛起层层金色的波澜。有时会找一片青青草地，和小伙伴一起
玩丢手绢，玩老鹰捉小鸡，那混着泥土气息的空气特别清新怡人，

让我们通体舒泰，大家尽情嬉戏，将一
串串银铃般的笑声撒得满地都是，和
着潺潺春水，那些笑声欢快地在阡陌
上流淌。
春花烂漫，艳的桃红，肥的梨白，

一路寻去，忽见樱花繁茂丛中穿行一
对脉脉含情的情侣，他们的笑声、话
语都洋溢着一种味道，那是爱情的味

道，有着别样的香与甜，在纷杂拥挤的尘世中，沉淀一种安详甜
蜜，给人一种美好。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给远方的爱
人发去短信：“我在用心感受春天，陌上花开了，君可缓缓归矣！”

花开花谢，年复一年，陌上花依然开。每当走过这样的季
节，内心都有一种深深的触动，让我领略到生活的美好，感悟到
生命的真谛。人生的春季草丛茂盛，百花齐放，这是生命的底
色。每个生命活在当下，久居喧嚣都市，每天像陀螺一样旋转不
停，其实这些真的有那么重要吗？幸福是悠闲，是淡然，是安静，
是花香。我们在生命的道路上无论多么忙碌，不妨停一停、静一
静，在这春暖花开的美好日子里，徜徉在开满鲜花的陌上，吹着
芳菲四月的风，听听大自然的鸟语呢喃，然后带着一个从容的自
己，脚步缓缓归，缓缓归，不经意间，心头已是陌上花开。

题图摄影：高浣心

文学就是要让石头说话
阎晶明

天津红学丛谈（二）

清于老凤当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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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上看花去
钟芳

说说

单弦小品

夏仲奇

天府之春（中国画） 周雅玲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补考全部合格
焦裕禄深知，苦娃子上大学，其

难不亚于上青天。但对于为打江山
不怕掉脑袋的战士来说，没有克服不
了的困难。在风驰电掣的列车上，焦
裕禄遥望中原挖山不止的愚公，定下
了百折不挠攀登科学文化山的决心。

洛矿来的五名同学，入校后住
在哈工大南岗平房宿舍。焦裕禄满怀
新奇掀开学校历史首页，得知作为全
国首屈一指的重点大学，毛泽东亲自
点将李昌做哈工大校长，刘少奇满怀
期待给学校发展计划作批示。根据校
领导传达的调干生教学计划，焦裕禄
五人先学习速成中学课程，达到高中
文化程度后，再编入大学本科班学习。

焦裕禄虽在洛矿已学完初中课
程，但接到一摞十几本初高中课本，还
是感到像捧着一座山。特别是几何和
代数，于他而言无异于天书。洋溢着
欧陆风情的哈工大校园，谈笑有鸿儒，
往来无白丁。焦裕禄却从宁谧优雅中
感受到大战将临的剑拔弩张。这是他
平生从未经历过的一次惊险跳跃！焦
裕禄跃跃欲试，准备发起新的冲击。

哈工大的校训是：“规格严格，功
夫到家。”焦裕禄和同学们白天上课，
晚上自学，常常挑灯夜战，不知东方之
既白。晚上九点熄灯后，他和同学打
着手电，继续讨论数学题。有一天，五
人求解一道难题，到下半夜还没解
开。大家入睡后，焦裕禄跑到凉亭，借
助手电继续攻关。题解开时，天已经
亮了。有的题实在解不开，焦裕禄就
跑到大学生宿舍向他们求教，或者直

接找老师解疑释惑。
或许是追赶的路程太过漫长，焦裕禄

等人悬梁刺股的努力，并未即刻得到回
报。入校后首次考试，洛矿来的五位同学
均未及格。

我们亲手参与打下了江山，却不掌握
开发江山必需的本领；我们深情地爱着自
己的祖国，却没有为祖国前进的火车头添
煤加火的资格！

焦裕禄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失败
和挫折对于强者是一种正向刺激，只能以
其反作用力，激励挑战者及锋再试。三更
灯火五更鸡，五位同学以战场拔点的勇气
顽强突击，补考全部合格。

这无疑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一次闯
关。焦裕禄的洛矿同学王明伦，在《同窗苦读
在哈工大》一文，回忆了这次考试后的情景：

考试后的一个星期天，焦裕禄提出要
去秋林公司附近公园，到了公园，我们并
没有游山玩水，而是参观了赵一曼烈士和
抗日联军事迹展览。大家被感动了……

焦裕禄讲起他童年的苦难，在家乡山
东，他被日本鬼子抓去做苦工，鬼子让他们
脱光衣服下井背煤，都是爬着出井，还拿中
国人取乐，让他们趴在地上学狗叫，不学就
用棒打。晚上挤在监房草堆里睡觉，大小
便都不许出来，简直不把中国人当人。

包子铺的难事儿
来子想想说，这个“大枣核儿”，

我见过。
小闺女儿说，就是这个“大枣核

儿”的事儿。
小闺女儿告诉来子，后来才听

说，这“大枣核儿”是河北的一霸。当
初刘大头带人把他打了，那以后，他
也就再没敢过来。可没过来，心里还
一直记着这事。后来他在日租界不知
怎么认识了几个安南人。这几个安南
人本来是在法租界混事儿，这两年见法
国人的势力越来越不及日本人，就又跑
到日租界傍上日本人。有一次，这几个
安南人问“大枣核儿”，天津哪儿还有好
吃的东西。“大枣核儿”一听，就想起当
初在包子铺挨打的事，于是说，北门外
的侯家后有个“狗不理包子铺”，那儿的
包子一咬顺嘴流油，挺好吃。这几个
安南人去宫岛街跟日本人一说，日本
人果然感兴趣，立刻让这几个安南人
来包子铺。这几个安南人来了，一张
嘴就要一百个包子，又说让送到日租
界的宫岛街去。当时少高掌柜的一看
就明白了，这一百个包子肯定是打了
狗了。但不送又不行，只好打发两个
伙计，用提盒给送去了。果然，伙计连
一分钱也没拿回来。这以后，这几个
安南人就隔些天来要一回包子，每回
都是一百个。少高掌柜的一看总这样
下去不行，就跟父亲高掌柜商量，得想
个办法。高掌柜在侯家后卖了一辈子
包子，知道街上做买卖这潭水有多深，
就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要说办法，
当然也有，一是干脆关张，咱不卖，他

也就甭想再吃，还一个办法，也是唯一的
办法，要想接着干，就只能给他吃，好在
不是天天要，只当喂狗了。高掌柜对儿
子说，这些年得出一个经验，做买卖虽是
将本求利，但也得学会吃亏，嘛时候懂吃
亏了，这买卖才算学出来了。这以后，少
高掌柜的也就只好耐着性子，这几个安
南人再来要包子，只管让伙计给送去。

小闺女儿说，现在，这几个安南人已
经要顺手了，觉着是应该的。

来子想想说，要这么说，刚才的这安
南人还得回来。

果然，过了一会儿，那个撅嘴儿的安
南人又回来了，这回还带了两个人，看样
子也都是安南人。这几个人一进来，其中
一个大个儿问撅嘴儿，刚才哪个人说的？
撅嘴儿指指来子。
大个儿就走过来，问，你说的，不卖

包子？
来子眨眨眼说，卖，当然卖啊！
大个儿说，卖就赶快做。
来子说，可得等，包子得一个一个儿

包，那边还有包桌，一时半会儿包不出来。
大个儿说，不行，让他们等，先给我包。
来子问，这是你说的？
大个儿说，我说的。
来子没再说话就扭头进去了。

8 30 达文学校
朋弟主编的“漫画专页”不是

以低俗的笑料迎合市民，而是通过
持续关注底层百姓的困苦生活，将
那些无法正常报道的社会现象，通
过漫画这种形式，苦中作乐，借助
象征隐晦的手法，间接地反映出天
津民生的疾苦，委婉地表达对日军
暴行和社会乱象的不满，或许这才
是朋弟漫画受到广大读者关注的最
重要原因。

在这个时期，朋弟培养了黄冠廉、
萧英华等多位日后成为知名漫画家的
学生，这些学生也对继承弘扬朋弟漫
画精神及理念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推动
作用。

大约在1942年时，朋弟开始在
天津达文中学教美术。《近代天津教
育图志》载：“私立达文中学于1937
年由美国人鲍威廉创办，原名为美国
神召会伯特利学校。初为小学，设在
河北。1937年冬借用十区中合小学
原址创建中学部；1940年暑假迁到
达文波道（今建设路）98号。”伯特利
学校迁入达文波道后改名为达文中
学。当时的达文波道，是天津英租界
中的一条主要街道，是以英人达文波
的名字命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
发后，美国崛起，美国取代英国成为
全球霸主，与此相应，天津的
“达文波道”改名为“杜鲁门
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人民政府将“杜鲁门路”
改名为“建设路”。

1937年，伯特利学校的

美籍创办人鲍威廉因日寇封锁租界，无奈
隐退归国。归国前，董事长姜般若由鲍威
廉手中将全部校产买下，至1940年改组
为私立达文中学。1940年暑假迁到达文
波道（今建设路）98号。1952年，天津达
文学校与慈惠学校中学部合并，改称天津
进步中学。1952年10月，天津市教育局
发文将原天津市的私立中学，由私立改为
公立，进步中学改为天津市第27中学。
后27中学划归新华中学。

朋弟在达文学校的微薄薪水难以养
活一大家子人。朋弟只得在“仙乐舞场”
兼职乐队打鼓。同时还在一个日本人在
天津所办的“中国少女歌舞团”导演过四
个话剧，作乐打鼓等。

据解放军报社干休所退休干部王宇
先生回忆，他年轻时因爱好画漫画曾到
天津拜访朋弟，那时朋弟先生在天津已
很有名气，但他生活不宽裕，因为当时稿
费很低，并且朋弟子女很多，全家的给养
全靠他一人张罗。他的孩子很调皮，朋

弟先生经常是在孩子的调皮玩
耍之间画的漫画，所以他画画飞
快。常常是一手抱着孩子一手
画着漫画。这或许是朋弟在达
文学校任教同时又干着很多兼
职的真切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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