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时我不到七岁，那会儿刚恢
复高考，我的家乡重视教育，为方便
考生复习，各乡镇都在不同片区设
了高考辅导班，高中的老师轮流支
教。那年，我跟随妈妈去了一个叫
夼里的村子支教。

村里对我妈来支教很重视，给
我家安排了一栋敞亮的房子，这是
村里唯一有玻璃窗的房子，一拉溜
六间，我家住两间，房东家住四间，
书记说女房东不下地干活，可以帮
我妈照看家。村支书带领社员盘了
炕、刷了房子，用高粱秸秆吊了顶。
顶棚是用报纸糊的，我常躺在热烘
烘的大炕上，盯着顶棚念报纸，墙角
的地方有皱褶看不清，便抻着脖子
踩着枕头被子扒着墙努力仰望，常
常踩塌了被子而一个腚墩跌下来，
也曾抠坏了顶棚，村里还没有小孩
抠坏过顶棚，全村皆以为该打，连村
书记都说孩子要从小立规矩，而我
妈轻描淡写，说小孩子犯了错要搞
清楚他想干什么，不是品质问题就
不能打，只嘱咐我下次搬个小板凳
踩着就跌不着了。

果然如此，即使在炕旮旯，我摞
起大小两个凳子踩上也没跌下来，
其实我有许多小人书可看，但是读
顶棚的报纸又新鲜又有挑战又有
趣，实在是太好玩儿了。总有不认
识的字，拉来妈妈，字儿太小，于是
我妈踩着一个凳子，我踩着两个凳
子，拿着一根小棍子指指画画。跟
妈妈常玩的游戏就是：念个顶棚上
的句子让对方找，一开始我找得慢，
似乎很快我就记住了所有句子的位
置，就连墙缝儿的“魑魅魍魉”都能
找到，对此，我妈十分得意。就这
样，我竟能磕磕绊绊地念报纸，全村
皆以为奇，要知道，村里很多人不识
字，就连书记念报纸都磕磕绊绊。

房东两口子，估摸着当时有五
六十岁，我称呼他们大爷大妈，大爷
赶马车，他有根很长的竹条手柄的
鞭子，他晃开膀子向着空中用力地
一扬，“啪”，空中便宛如有鞭炮炸

开，大爷响亮地喊：“嘚儿——驾！”
两匹大马便拉着满满一大垛苞米秸
子，绝尘而去，威风极了。

大妈裹着小脚，她的黑色小鞋
常常挂在院子里的树枝上晒，那形
状很像纸飞机。大妈虽然不下地干
农活，却也整天闲不住，不仅养了一
窝鸡，还养了一头巨大的黑猪，她很

爱干净，好像总是在扫院子，院子里
从来没有鸡粪猪粪的臭味，而我同
学家的院子都有臭味。那头大黑猪
十分有趣，我拿着一根长长的竹竿，
咔哧咔哧地挠它的后背，不一会儿
它便轰然倒下，鼾声如雷地睡过去，
一边睡，一边哼哼。

大妈不识字，常常央我给她念
报纸，我跑回家趴在炕沿上，指着报
纸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给她听，大妈
也趴在炕沿上，一个字、一个字地看
着听，遇到不认识的字就念“什么”，
大妈聪明，一句话中有一两个“什
么”，她就能猜出意思，但一个长句
子往往有好几个“什么”，大妈认真，
必得搞懂意思，我举着报纸跑回家
问完妈妈，又跑回来重新念，念得完
整大妈就听懂了意思，我和大妈于
是都很愉快。小孩子口水多，常常
一边念，一边有口水滴到报纸上，大
妈伸出袖子给我擦嘴，大妈的袖子
有虾酱味儿，还有烧草的味儿。

作为回报，大爷常带回一串

蚂蚱或几个豆虫，大妈把它们埋进锅
灶里即将燃尽的草木灰中，不一会儿，
黄澄澄的蚂蚱、豆虫脱颖而出，大妈吹
掉浮灰，我嘎吱嘎吱地咬，喷香喷香
的，真好吃。

大爷大妈跟新婚的儿子儿媳妇住
一起，儿媳妇的样子跟我妈的学生差不
多，收工后儿媳妇帮大妈做饭，大妈一
丝不苟地教儿媳妇：“一大瓢棒子面，一
小瓢豆面，两捏苏打”、“慢慢加水，别
懒，使劲儿搋”、“搋倒的饼子，揉倒的
面，打倒的媳妇做好饭”。啥？打倒的
媳妇做好饭？打倒？！我大为惊骇，悲
哀地认为大妈必定被打倒在地许多次，
同时又十分担心她的儿媳妇会不会也
要被打倒。

果然，儿媳妇忘记要领，做酸了一
锅白面饽饽，大妈暴跳如雷，拿烧火棍
狠打了儿媳妇好几棍子，嘴里嚷嚷：“看
你还长不长记性！”儿媳妇一边躲，一边
大哭，大妈一边撵，一边大骂，场面惊心
动魄，至今历历在目。

这与大妈听我念报纸时的温柔可
亲，判若两人，实在是严厉可怖。但是
儿媳妇似乎很快就忘记了，跟我妈说，
大妈只打了她的腿和屁股，打她也是为
了她能把手艺学好，还说大妈给她买布
做新衣裳，就连平时都给她白面饽饽
吃，而大妈自己不吃，说自己不下地不
用吃好的，而她姐姐的婆婆只在娘家人
去的时候，才给白面饽饽吃。

闺蜜来我家玩儿，聊起王哥庄大馒
头，说哪里的馒头都不如自己家做的，于
是提议做馒头，她竟也不会做，有人壮胆，
动手！于是我俩严肃认真地百度：泡酵
母、发面、揉面、造型、上锅蒸……

一开锅盖，香甜的热浪扑面而来，
一锅白胖的大馒头惊世骇俗地出现了，
简直一鸣惊人！趁热咬一大口，麦香里
有着恰到好处的甜，满口都是人寿年丰
的满足，这满足里氤氲着童年的气息：
落日里的炊烟、哼哼睡去的大黑猪、天
棚上的报纸、香喷喷的蚂蚱和豆虫、大
爷响亮的马鞭……以及大妈那根严厉
的烧火棍，这是我活泼的童年，是我每
每想起总感温馨的时光。

刘雯雯对男友鲁蒙说，明天来我
家吧。过过我祖母这一关。

雯雯与鲁蒙交往已有小半年了，
约鲁蒙上门这是头一次。雯雯不是个
没主见的女孩，对鲁蒙，她心里已有定
数，但需要借助祖母的决断。

在这个传统观念相当浓厚的大家庭里，如果说雯雯
是公主，那么，祖母就是一言九鼎的皇太后。雯雯说，她
哥哥和她姐姐谈的对象，都相当成熟了，但都是被祖母一
句话，宣布告吹的。一个是因吃饭时吧唧嘴，一个是因喝
汤剩碗里两口，没喝净，被祖母一律斥之为缺乏教养，令
其断绝来往。

问题都出在吃上。
“就看你的了！”雯雯怪声怪气地对鲁蒙说。

“没问题，保证通过！”鲁蒙拍拍
胸脯，信心满满。
一家人围坐在客厅里，陪鲁蒙茶

叙。鲁蒙发现老祖母温和儒雅，幽默
风趣，不像雯雯说得那么恐怖，甚至

还隐隐觉得，老太太的表情中，似乎还含有点儿喜欢他的
意思，绷紧的弦不觉慢慢松弛。

保姆阿姨宣布开饭，大家起身走向餐桌，被推让走在
最前面的鲁蒙，发现餐桌周围的椅子有些凌乱，说时迟，
那时快，一个箭步飞奔过去，连推带拉，嘁哩喀喳，三下五
除二，将七八把椅子摆放整齐，众人惊羡。只有雯雯偷偷
看到了祖母紧皱了一下眉头。
“几把椅子，怎么就弄那么大动静。”老祖母自言自语。
椅子是雯雯故意弄乱的。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和责任。
抗美援朝时期，我们开着火车和美国飞机
斗，那是我们那代人的担当；如今，中国要实
现‘高铁梦’，赶超世界铁路先进水平，是你
们在座的这代人的担当。不过，有一点我向
你们保证，只要我活着，高铁试车时，司机室
里有你们，也一定有我，我和你们一起去冒
险，去玩命，因为我也是党培养出来的火车
司机……”这是长篇小说《高铁从这里出发》
主要人物——铁道部副部长兼渤海铁
路局局长赵德勤，在铁道部首届高铁
司机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的发言。这些
让人热血沸腾的话，是新中国高铁发
展史上的真实记录，也是作者卢盘卿
发自肺腑的心声。

作者卢盘卿和我是大学同学，四
十多年前，我们伴着恢复高考的春风，
共同走进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成
为新闻系的同班同学。那时，填报新
闻系为第一志愿，肯定是冲着当记者、作家
而来的。大一的时候，我俩就开始利用寒暑
假去深入生活采访写作，还真有不少“作品”
得以在报刊上发表。那个时代不负我辈，大
学毕业时，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报社。盘卿
的第一家单位是《京铁工人报》，应是这家报
社盯上了他，因为在高考前，他已有10年的
铁路工人经历，是从一个“扳道岔儿的”成长
为铁路分局宣传干部的。由于他干得出色，
很快就被选调到《经济日报》。大报给了他
更宽广的舞台，然而深扎在心灵的铁路情
怀，却愈久弥坚。2014年，在他刚刚退休之
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
小说《列车在前进》。这个书名不是太吸引
读者，但翻开书页，从第一章开始，生活的热
浪奔涌而来，盘卿大半辈子对铁路的稔熟、
对昔日工友们的热爱，还有他浸润其中的苦
辣酸甜，凝注笔端，可说故事相当生动，人物
栩栩如生。

我兴奋地给他打电话：“怎么不写写今
天的高铁啊？”盘卿说：“写着哪！我扎在高
铁堆里好几个月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读到的他的第二部长
篇小说，30多万字的《高铁从这里出发》，天

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书名又有点一般，但读
后仍同他的第一部书一样，给我带来很多惊
喜。关于中国高铁，我读过作家戴荣里先生的
《中国高铁之梦》，那是一篇优秀的报告文学。
真正的高铁小说，卢盘卿是第一人。出于对他
“一辈子铁路情怀”的深知，我甚至认为高铁题
材的长篇小说，交给他来完成最适合、最放心。

果然，盘卿用真实的笔触，大篇幅地“复
盘”中国高铁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整个进程，

他参与其中和深入采访挖掘到的重要事件、经
历的人和事，几乎无遗漏地得以呈现，多处描
写十分精彩。书中告诉我们：中国的铁路起步
晚，追得慢。1825年9月27日，世界上第一条
铁路在英国斯托克顿到达林顿正式通车，全长
27公里。直到1881年11月，中国第一条自建
的铁路“唐胥铁路”（从河北唐山到胥各庄）修
通，仅有9.67公里，上面跑的机车和车厢还是
英国造。也就是说，中国铁路的诞生比西方发
达国家晚了半个世纪。到新中国成立的1949
年，全国铁路营运里程仅有两万余公里，机车
种类全是外国的，有百种之多。然而，经过改
革开放40年，中国铁路通过“引进、消化、吸
收、提高、再创新”，成功实现“弯道超车”，赶上
和超过世界先进国家。到2020年8月，我国
铁路营运里程达到14.14万公里，其中高铁为
3.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

一部小说的成功，全在故事、人
物身上。盘卿在创作《高铁从这里
出发》这部小说时，显然是把前一部
作品《列车在前进》拿来“垫底”的，
第一主人公仍是从铁路工人成长起
来的副部长赵德勤，“铁二代”、“铁
三代”已长大成人，担起了实现中国

“高铁梦”的重任。书中赵德勤、葛国钧、葛飞
三代铁路人展开的不同时期的不同故事，十分
逼真，仿佛就在我们身边。
盘卿本人就是铁路工人出身，他当过“钩

子手（调车组）”、“煤台工”、“火车司炉”、“机车
钳工”、宣传干部。小说做到了“穿铁路衣、吃
铁路饭、干铁路活、说铁路话、想铁路事”，书中
的几十个人物从里到外都是铁路人。作者的
描写很有画面感，比如铁路职工，特别是一线

职工，一年四季，家里家外基本都穿工作
服，佩戴路徽。这样做不仅是节俭，更是
作为铁路人的一种自豪感。铁路不同的
工种，行动举止、言语做派也不同，比如
机车乘务员（包括司机、副司机、司炉）是
各工种中的“老大”，他们大多有文化，走
南闯北见识多，因而优越感就强，说话也
比较含蓄幽默；铁路的“钩子手”（调车
组）是年轻人的世界，他们整天和飞驶的
车头、车厢打交道，在列车上爬上爬下，

就像铁道游击队员一样，被称为“铁猴子”，因
此这些人行动利落、说话爽快。难能可贵的
是，书中写到的新一代邓宇宙、肖辉、柴静、霍
青、张弯弯等人，极具时代感。他们事业的挫
折与成功、爱情的失与得，故事多多，情节新
奇，尤其是高铁动车第一次试车这一章，盘卿
把一众年轻人都拉进来，在生与死、成功与失
败之间，充满激情地描写他们的语言、他们的
举动，让读者和他们一起心潮起伏，激荡良
久。我不禁感叹：盘卿，一位年过花甲的“老
记”，你是怎么做到的啊？
高铁已成为当今中国一张靓丽的名片，

反映这张名片的文学作品还不多。工业题
材、产业工人，尤其是铁路人的小说一向不好
写。由此，我谨向我的老同学卢盘卿表示祝
贺和敬意！

在这个世界上，留给我最深刻的记忆之一，就是老时的公共汽
车，它大鼻子、短身子，车后背着一个烧炭的锅炉，行起路来如火车吐
吐地冒烟。近看，烟跟着车跑；远看，车像长出了一条尾巴。
渡口摇船的艄公，管公共汽车叫大尾巴驴。严格地说，我们这里

原本是一个沿海的小镇，只有一条细瘦的土路，一个红砖的交通岗
楼，两辆土灰的大尾巴驴，从三块板到火车站，对头开，叫101 路。
同院的大姐带我坐着小舢板，摇过河，坐过一次大尾巴驴，十几

公里，8分钱，到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
记得，大尾巴驴启动时，开车的师傅提着黑色的皮老虎，弓腰撅

在车后面，双手攥着木把使劲儿向中间挤压，扑哧扑哧地在小锅炉口
吹风，炭火遇风火苗就旺蓝了，大尾巴驴轰隆隆地鼓动起来，抬腿迈
脚地开始行走，走两步吭的停一下，走三步吭的停两下，晃得车上人
如立在风口浪尖的舢板上。大尾巴驴吭哧吭哧，渐渐地跑起来，整个
小镇惊讶得瞪大眼睛，呼啦啦也跟着跑起来，土坯、瓦片、房屋、树木、
买卖店铺，驴车、马车，步撵的人，两边的沟，还有铺天盖地的尘土，断
断续续跟着跑，跑啊跑啊，跑向遥远的地方。
很久以后，小镇果然就跑向了遥远的地方。
小镇跑得一节一节长高，一天天长宽，日久天长，就变得肆无忌

惮，不再跟着大尾巴驴跑，气势汹汹地跑到了大尾巴驴的前面，大尾
巴驴就追着小镇跑，跑啊跑，大尾巴驴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就跑荒了。
小镇跑成了威风凛凛的城市。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城市的路上，跑着无数蝗虫一样的公共汽车，方

方头，亮黄色，隔一会儿一辆，隔一会儿一辆，有时像潮水样一起涌上
来，排成长队，隐隐地震颤，震颤了一会儿，哧的一弯，就靠近站头，嘟
的一声，带着笑意，一辆跟着一辆，迫不及待地开走了。
它们可真忙啊，忙得像水一样在城市的角落里四处流淌，忙得有

规律地在维持整个城市的运转，忙得似乎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在任
何地方，只要一出门就可能看到它，像是暖暖的来迎接出行的人。夜
晚，公共汽车像一个活动的房子，车头上标着的几路几路车，数字亮

着鲜艳的红，标明站头到站尾的汉语拼音在黑夜里滚动着黄，“空
调”两个字绿得像雨后虚拟的绿叶。车窗，一格一格，像是水晶窗
子，里面的人，看手机、听音乐，或看着窗外愣神儿，让人体味到这
繁杂世界的阔达、安逸和从容。走大街弯小巷，车外边，一家一家
大大小小的饭店也都还亮着，还有别的什么商店，还有橱窗里的光
闪闪的模特儿。汽车的大灯，把路边的树木呼呼地点燃，又呼呼地
吹灭，整个城市就这样亮起来、暗下去、行起来、动起来。

我感觉到了生活的旋律，感觉到了这座城市的节奏和速度，听
到了岁月的足音。它颠覆了我的记忆，我感到惊奇和困惑，男人、
女人，老人、孩子，像货物一样，装进车里，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

地方，早上运过去，晚上是不是还要运回来？即便是走得遥远了，即便
是坐上飞机、高铁，即便是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即便是找不到家了，
早早晚晚是不是还要被它七扭八扭、趾高气扬地拉回来？

我常常站在某一个站头，或者是另一个站头，送走或迎接着每一
位上车或下车的人，每一个人都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我的父母、我的
兄长、我的朋友、我的亲人，我一边忙着告别，一边又幸福地忙着迎
接。我竟隐隐有些感慨，其实走的和来的即便很遥远，我知道，他们在
一天天地靠拢、一点点地接近。

我至今不知道，这黄色的在路上流动的色彩，是在哪一个日子里聚
集，出现在了我的期待中，重新成为我痴迷的事物。我甚至能想象到，从
一条线路到另一条线路，从一个站头到另一个站头，那里的街道是什么
样子，那里的路是什么样子，那里的人是什么样子，我甚至想到了一条老
街、一片古旧的老房子、长满黄蓿的旷野、零零散散的树木，包括一条河，
还有一片海水。正午的玻璃、水泥和石头，金色的阳光和如火的热情。

如果没有什么新奇打动你，人必定是老了。我已七旬，我没老，有
一段时间，我有事没事总爱坐公共汽车，从这条线倒到那条线，从这个
站头倒到那个站头，一声“你好”，一个习惯的微笑和点头，不花一分
钱，政府买单，想乘多久乘多久，想逛多久逛多久。我不去买东西，不
去会朋友，不去串亲戚，漫无目的地逍遥。汽车把我丢到这里、丢到那
里，我就从这里、那里拾起一串串灵感。我提着一串串灵感，像是提着
大包小包回家。

我的大包小包里装满不同的颜色，黎明的红，晌午的黄，暮时的蓝。
装满声音，风的躁动、雨的潇洒、都市的喧哗、乡村的嘈杂。我的大包小
包里，还装满故事，人的故事、车的故事；昨天的故事，今天的故事。

我好像变得无所不能，如果有一天，我被丢到陌生的地方，我不
怕，我的身体里，装着这个城市蛛网一样纵横交错的一百多条线路，密
密麻麻几千部公共汽车，我怕吗？我会七转八转地跑回来，跑回家，我
会把那以往的、现在的，所有的陌生都记录下来。

我是诗人。 本版插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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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铁追梦人”的情怀
—读长篇小说《高铁从这里出发》

李培禹

驶向期待的远方
张同义

第二八一四期

伴随新时代的催春号角，我们即将迎来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这既是践行初心使命的非凡历程，更是开创未
来辉煌的不朽伟业。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
族经过百年来艰苦卓绝、前赴后继的浴血奋争，创建了一
个属于人民的新中国，书写了民族历史的崭新篇章。

值此建党百年之际，天津日报与天津市作家协会
拟联合举办“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征文”活动，欢迎作家和读者朋友积极参
与，踊跃投稿。

征文作品以党的砥砺奋进的100年为主题，热情
歌颂党的丰功伟绩、时代楷模和新中国的巨大发展变
化，题材和内容应紧紧围绕主题，可以写战场上不畏生
死的战斗功臣，也可以写秘密战线的无名英烈，在我们
党的历史上，凡有建树和功绩者，均可撰写。在追求幸

福生活的征途上，涌现出无数优秀的党的带头人、模范人
物和感人事迹，征文作品应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写出他们
的奉献精神和时代风采。应征作品必须史料详实，饱含
真情实感，并具有一定的可读性。

征文活动从即日启动，至9月底截稿，由《天津日报·
文艺周刊》和天津市作家协会文学院共同组稿。征文体裁
包括：诗歌、散文和小说。诗歌在150行以内，散文2000
字至5000字，小说不超过7500字。稿件投寄邮箱：wenyi-
zhoukan@126.com、wyzk@tjrb.com.cn。来稿时请注明征
文字样，并附作者简介及个人详细信息。

诚挚相约，惠赐佳作！

天津日报
天津市作家协会

2021年3月18日

百年征程 世纪辉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征文启事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成了同学们的主心骨
入学不久，天气转凉，有位大连

来的同学没带被子，盖毛巾被睡觉常
被冻醒。焦裕禄知道后马上和洛矿
来的同学商量，把几个人的床并在一
起，挤出一条被子给大连来的同学
盖，解决了他晚上睡觉挨冻的问题。
正当大家发愤苦读之际，一封

洛阳来信，使洛矿来的石青思想动荡起
来。家里写信告诉他，母亲病了，孩子
没人管。愁肠百结的石青想辍学回
厂。焦裕禄开导他说：“咱们都是苦出
身，旧社会想上学没机会，进厂后没有
专门时间学习。现在厂里让咱带着工
资上大学，这么好的机会可要珍惜呀！”
焦裕禄还以自己家如何克服大人忙与
孩子多的困难启发他，并向厂里反映了
石青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石青
打消了退学念头，安心在校攻读。
有难处就找焦大哥！热心助人的

焦裕禄成了同学们的主心骨。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隆重开幕。焦裕禄在哈工
大礼堂聆听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
在会上致的开幕词。这是焦裕禄第一
次听到毛泽东亲切而浓郁的湘音。当
他听到领袖发出为建设一个伟大繁荣
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号召时，焦裕
禄思想的羽翼开始飞腾——1949年元
旦，焦裕禄在大营与黄老三反复较量
时，欣闻毛泽东发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的号令。从北国到江南，革命骑上了战
马，胜利插上了翅膀……现在，领袖再
发动员令，建设伟大祖国的使命，在呼
唤大批优秀人才。我们要刻苦学习，增

长本领，不负组织厚望，以实际行动响应领
袖的号召啊！

入夜，焦裕禄与同学们讨论十分热
烈，熄灯后还谈论了很久。

成功的鲜花从来都为奋进者盛开。
焦裕禄刻苦攻关，成绩提高很快，考试取
得优异成绩，被评为优秀学员。发榜那
天，焦裕禄想到即将进入大学本科阶段学
习，和普通在校大学生一起，坐在宽敞明
亮的课堂，听饱有学识、风度翩翩的教授
讲课，心不禁陶醉了。

命运喜欢跟人开玩笑。就在焦裕禄
满怀希冀放飞大学本科梦想时，洛矿人事
科给同学们来信，告诉说厂里调整了培训
计划，要求他们即刻中断在哈工大的学
习，准备转往大连起重机器厂实习。

这一决定的确太突然了，并且转折是
如此急骤！那一天，几个同学感到自己就
像历尽千辛万苦攀上一座带有标志性的
山峰，举目眺望准备攀向新的更加壮丽的
高峰时，却被突如其来的外力所挟，一下
子坠入谷底。

洛矿来的几位同学，普遍感到难以接
受，有的甚至说，不去大连实习，宁可不要厂
里的工资，也要留在哈工大把本科读下来！

同学们心中波涛汹涌，憋足劲圆大学
梦的焦裕禄更是心潮难平。

整治安南人
这安南人疼得哇地叫了一声，

一转身就朝刘全儿扑过来。他想的
是，刘全儿身量瘦小，在自己面前肯
定处于劣势。可他上当了。刘全儿
的瘦小不是一般的瘦小。一般的瘦
小是弱，枯干，皮包骨头。刘全儿的
瘦小却是胖子浓缩的，浑身上下紧
绷绷的都是肌肉。这大个儿安南人
朝他扑过来，他并没躲，等着对方到了
跟前，突然嗨地叫了一声，两手一抓就
把他扛起来。这个扛是扛（gāng），
不是扛（káng）。扛（káng）是用肩
膀，而扛（gāng）则是两手一抓直接
举过头顶，就如同举重的抓举。刘全
儿已跟着刘大头耍了几十年石锁，最
重的石锁有二百多斤，现在耍这个安
南人当然不在话下。他一手薅住这安
南人的脖领子，另一只手抓住他的裤
裆，两臂一较力就扛过头顶。这个大
个子安南人已经傻了，没想到这个瘦
小的中国人有这么大劲，悬在半空吓
得哇哇大叫。

刘全儿又大喊了一声，去你的！
再一用力，就把这安南人扔出去。
包子铺的柜上离门口儿有五尺多

远，刘全儿这一下，就把这安南人直接
扔到街上去了。跟来的几个安南人都
给洋人当过兵，也有些身手，一见这大
个儿吃了亏，立刻过来把刘全儿围在
当中。这时这边桌上的人也都过来，
没费劲，三两下就把这几个安南人都
打倒了。刘全儿也有办法，把这几个
安南人像别鸽子翅膀似的连胳膊带腿
别在一块儿，看着就像几只蛤蟆趴在

地上。刘全儿对这大个儿的安南人说，
看来，你们不是第一次来要包子？

这大个儿安南人翻了翻白眼儿，不
答话。

刘全儿叫过来子问，他们来过几回？
来子说，这得看账。
说着去柜上翻了翻账本，说，不算这

次，一共是八百个包子。
刘全儿回头问这地上的大个儿安南

人说，你听清了？
这安南人翻着白眼儿，还不说话。
刘全儿说，我知道，这包子你不是给

自己要的，你们安南人也没长吃这包子
的嘴，甭管西洋人还是东洋人，你回去说
一声，要来找我，我在这儿等着，不过再
来，先把账结了。

说完让人把这几个人的胳膊腿儿拆
开。几个安南人就连滚带爬地走了。

少高掌柜的毕竟经的事少，一见闹
成这样，有些担心。回到后面就埋怨来
子，不该把事儿挑起来。现在这几个安
南人回去，肯定不会就这么算完，后面还
得闹事。但高掌柜已经看明白了，说，是
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既然是个疖子，
早晚得出脓水儿，这事就是今天不闹，迟
早也得闹，晚闹不如早闹，这回一下子了
清了也好。

10 32 南下四川
但随着日本侵略军对“大东亚

共荣”殖民主义的推广，对报纸、杂
志的管控越发严格，不少报纸、杂志
为了生存，不得不应日伪政府的要
求刊登一些“反共”“反抗日”的内
容，甚至编造一些虚假新闻。面对
日伪人员一次次的威逼利诱，朋弟
虽百般回绝，但仍无法阻止各方面
的压力，有时不得不违心地画一些所
谓“日中亲善”“歌颂大东亚共荣”的
漫画应付了事。但朋弟也有自己的
考量，他在画这类作品时，一般选用
“阿摩林”作为主角。“阿摩林”在上海
方言中指“傻瓜”，那些“傻瓜”才会做
的事，被画成漫画，读者看后，也会会
心一笑吧。

朋弟漫画的成功，也引起了日伪
统治者的注意，他们想利用朋弟在群
众中的声望，为日本侵华战争所用，可
他却能做到洁身自好。经过反复考
量，朋弟终究不能违背自己的内心，作
出有损国格、人格的事。无奈之下，朋
弟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气节，不惜抛
弃了当时天津还算优裕的生活，毅然
决定携带全家老小，离开天津，星夜逃
往四川，南下去国统区寻找一条生路。

朋弟的学生萧英华在回忆中表
示，朋弟笔下之所以能画出不同于别
人的市井色彩十足的小人物，
源自那段时期他颠沛的生
活。“由于生在战火纷飞的年
代，局势变迁，生活无定，他便
被迫在京津沪和四川之间来
回奔波，不断改行，过着中下

层的生活，而且一直很不稳定。幸好他多
才多艺，连写带画，敲鼓拉弦，应付着日
子。所以他的漫画风格和当时的生活状态
是息息相关的，直到‘老夫子’和‘老白薯’
这几个光彩照人的漫画人物出现时，他的
艺术生涯才算得到了一段平稳的时间，他
那种幽默又机敏、诙谐又犀利的才情与个
性才得以充分展示出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的租界也不
安宁了，朋弟带着一家人偷偷地离开天
津，迂回绕道去四川。由北平到天津，由
天津到四川，为了逃避战乱，朋弟尝了不
少苦头。

1943年1月，赵望云在重庆举办“西
北旅行写生画展”，引起美术界强烈反响，
冯玉祥、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阳翰
笙、王昆仑等社会名流到场祝贺、参观。
那次画展中，周恩来也前往购买了一张
画，赵望云同时送了一张。郭沫若当场
为画展题诗：“我手写我心，时代维妙
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朋弟得

知好友赵望云在四川发展得不
错，想到自己毕竟是四川本乡本
土长大的，而且兄长冯森在四川
也是响当当的一代名伶，兄弟之
间离得近一些，毕竟还有一些相
互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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