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春的风，温暖人，好天
气，好心情，搬两小板凳摆草
坪，一凳置茶，一凳坐人，茶是
乌龙，人是闲人，听听花开，闻
闻鸟鸣，低头吟唱书中的诗
文。人道是，今生有幸为三：恋
爱、读书、写文章，这些我都认
同，但我更认定这世上“第一等
好事还是读书”。

读书经济实用，陶冶性情，既长知识，其乐也融。
一本书只要有一句话，对你能帮助，够受用，就是好书；
一个人一言行，于你有益，受之激励，应为好人，“良言
一句暖三冬”。

写书的人要用一阵子甚至一辈的践行、探索、感悟
才能演绎成文字，你用薄薄的成本就能读他厚厚的书，
将其摄取，以薪传火，能无穷尽。天底下最划得来的事
就是读书，“一本万利”。

以我的孤陋还有寡闻，自认为上世纪70年代晚些
时候至80年代早些时候是全民阅读的兴奋时代，读书
蔚然成风，热情喷薄而出。

时百废待兴，兴读书学习之势，首当其冲。民间
自发开展一阵读书的活动，人人看书学习，捧着知
识吮吸不停，阅者如过江之鲫，书店前排起了长
龙。古老的东方，俨然一所大的学堂，朝气生动，蓬
然向上。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认真学习，努力践行，你

就是世界的，世界就是你的。
同窗好友亮哥，一日晌午从书

肆攥回一摞子书，欣喜若狂，晚上把
我叫去与其分享。书有巴金的《家》
《春》《秋》，狄更斯的《艰难时事》，还
有柯南·道尔的《恐怖谷》《四签
名》……《家》十多年前我曾见过，现
在只想重续它的温存，他不允，只许

我就地游览半个时辰。无奈，恋《家》不走。
亮哥看出了个中蹊跷，调侃地对我说：“放心，我顾

及后会把《家》交给你的。”顺手将《艰难时事》打来过手
（注：长沙话“打过手”，即经中间人将物什交易或交给
另一事主）。我想既然到此一游，不枉题它几个字，迅
速在别人的《家》的门扉上挥毫六字：“书亦家，家即
书”，只弄得亮哥啧啧不停，高兴。
至今，我再也没有见过《家》，只有那《艰难时事》还尘

封在我的书屋。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对宇宙探索的脚步。
除了现实中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电影艺术
家们也一直在银幕上讲述着丰富多样的星际
探索故事。本周推介的佳片《星际迷航：未来
之城》，正是其中之一。
在《星际迷航》中，反派角色是最好战的种

族——克林贡人。他们一般留着长
发，头部有纹理状的凸起。但是这次
有一个长得不太一样的克林贡人，饰
演这个角色的就是演员克里斯托弗·
普卢默。其实，一开始普卢默根本
就不想演。难道是他不喜欢《星际
迷航》？还真不是。从1966年《星
际迷航》电视剧首播开始，普卢默一
直是忠实观众。那为什么拒演呢？
原来，他不喜欢克林贡人浓妆艳抹的造型和
廉价的头套。几次协商后，普卢默根据自己
的想法创造了一个不一样的克林贡人。他没
有头发，还戴上了眼罩来彰显自己好战的本

性。另外，他还喜欢时不时地
引用大文豪莎士比亚的名言。
在普卢默的演绎下，一个反派
工具人瞬间有了灵魂。

可能很多观众都认识电
影《2001太空漫游》的导演斯
坦利·库布里克、《星球大战》

系列之父乔治·卢卡斯，但并不了解《星际迷
航》的创始人吉恩·罗登伯里。罗登伯里是一
名美国编剧，1921年出生在得克萨斯州。从
小他就向往天空，长大后当过空军飞行员。他
还喜欢写作，1960年就想过把西部片边疆拓
荒的故事搬上太空，也就是《星际迷航》的概念

雏形。1966年，罗登伯里终于把《星际迷航》
拍成剧集，并在电视上播出。但是，剧集并没
有引起轰动，收视率还很低，结果第三季刚播
完整个项目就被叫停了。当制片商无奈地把
《星际迷航》卖给美国各个地方电视台重播的时
候，却意外收获了一大批新的影迷。1972年，
在纽约举办的首次《星际迷航》影迷聚会上，现
场一下涌入了三千人，座无虚席。从此，《星际
迷航》真正火了起来，各种衍生的影视作品也开
始层出不穷。
《星际迷航》的世界太庞大了。谁有资格能

为这个大IP代言呢？也许只有这位尖耳朵的
瓦肯人——斯波克了。按照故事设定，以斯波
克为代表的瓦肯人本身在《星际迷航》中就有很
强的存在感。因为人类第一次接触的外星种
族就是瓦肯人。而且他们也是帮助人类发展
科技，踏入宇宙的领路人。当然了，斯波克本

人也散发着独特的人格魅力。从
1966年登场以来，他的高智商、冷静
的行为处事，不谈感性、只讲理性的
人设圈粉无数，是名副其实的人气
王。热门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男
主角谢尔顿就是斯波克的狂热追随
者。而斯波克常做的瓦肯人举手礼，
以及常挂在嘴边的问候语“生生不
息，繁荣昌盛”，更是成为《星际迷航》

的标志性符号。另外，斯波克还传承了《星际
迷航》文化的“火炬”。开启2009年《星际迷航》
重启系列的关键人物就是他。
科幻作家刘慈欣在小说《三体》里说：“你的

无畏来源于无知。”可能就是这种无知促使着人
类一直无畏地去探索未知的宇宙。就让我们一
起搭上星舰“进取号”，去探寻陌生的新世界、新
生命和新文明，大胆地前往无人涉足的地方吧。

3月27日22:18CCTV—6电影频道与您
相约《星际迷航：未来之城》，3月28日15:25
“佳片有约”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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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说华服

胜地遐思（三）

冷的砖石热的血
阎晓明

读 书
刘松林

《星际迷航：未来之城》：
星空奇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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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留存下的经典著作很多，因
而关乎唐代政治制度之中的法规记
述也很丰富。如对于服饰规定乃至
服饰规模、服饰规格的记述都很详
细，再配合形象资料，包括绘画、雕塑
等作品来看，我们就能够更真切并深
刻地感受唐代的伟大了。
正统唐代史书，有后晋刘昫编撰

的《旧唐书》（原称《唐书》）和宋代欧
阳修、宋祁编撰的《新唐书》。仅《旧
唐书·舆服志》即是以“记礼法之沿
革”的各项“专史”为主要史源的，如
《大唐开元礼》《唐六典》《唐会要》《通
典》《大中统类》《续会要》《曲台新礼》
以及律令格式等。这些典籍都是记
述本朝典章制度的正书，史料价值极
高。再者，《旧唐书·舆服志》几乎全
面保存了唐代舆服制度的重要资料，
十分严谨，涉及唐代社会的各个阶层
以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在记述皇
帝、皇太子、亲王、文武官、后妃、命妇
的服饰外，还记述了宰相、将军、舍
人、太尉、都督、检校官、中郎将、御
史、司隶、宝林、女官等人的服饰，甚
至还包括庶人、士庶妻、军人、商人、
出嫁女子、侍儿、奴婢等衣着。除记
历代沿循的车旗服御外，还详细记载
了鱼符、革带、大带、剑、珮、绶等佩饰
与随件。从这里可以清楚看到唐代
服饰的规格之细与规模之大。
唐代的法规是在隋代的基础上

更加完善的，确定了律、令、格、式为
基本内容，典、敕、例为补充的法规体
系，如唐令中有《衣服令》。唐高祖武
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了有关服
饰的令文，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
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
十二、命妇之服六，史称“武德令”。这是自汉明帝
恢复“礼制”以来至隋炀帝“宪章古则，创造衣冠”之
后所拟定的又一较为系统、完备的舆服规定。
唐代官员服饰规制非常细致严格，微至袖子

的长度和衣裳的曳地尺寸，而且连官员父母、妻
子、儿女的衣服饰物均有规定，这在唐之前的秦
汉，远没有这么繁缛。
在唐代服饰制度中，突出之处是官员服装颜

色的内涵被全部刷新并重新构建。这样一来，服
色章纹的体系建制被强化了，以致延续至今日的
文化意识中，如戏剧中的官服颜色运用，基本沿袭
着唐以降的官员品级标识。《旧唐书·舆服志》记
载：“贞观四年又制，三品已（以）上服紫，五品以下
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以青，带以鍮
石，妇人从夫色。虽有令，仍许通著黄。”这是公元
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在隋代“五品已上，通著紫
袍，六品已下，兼用绯绿，胥吏以青，
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的基
础上，再参考唐高祖李渊武德年间服

色而制定的。后又经龙朔二年（公元
662年）、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两次
修订，确立“始一切不许着黄”。上元
元年（公元674年）八月又制：“……文
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
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
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
青，九品服浅青，并鍮石带。庶人并铜
铁带。”青在这里作蓝讲，鍮石是铜。

从以上政令不难看出，唐王朝敏
锐地发现了服色在管理与监督方面有
某种便利性。新的规制需要在不断强
化中使其成为惯例。唐代以紫、绯、
绿、青服色来区别官品的做法，为中国
古代官服制度增加了新的内容，成为
继冕服、佩绶制度后第三种能有效理
清官职层次秩序的法定规则。可以认
为，唐王朝在遵循前代“易服色”的总
体意识中，又进行了管理程序标志化
的一种科学性尝试。

唐代还有佩鱼制度，即官员在穿
朝服时，腰间要佩鱼符。鱼符是金银
铜质，依品级而不同。早期取自符信，
作为出入宫廷的证件。由于周代起就
有佩绶制度，因而在唐官员佩鱼符起
始，先是五品官以上的，且离任后去
掉。后来佩戴范围越来越大，一经“致
仕”可“终身佩鱼”，符外再套上一个锦
绣鱼袋。到盛唐时，由于佩鱼制度逐
渐松散，已成为满朝皆鱼符了。杜甫
曾有诗云：“银甲弹筝用，金鱼换酒
来。”佩鱼制度的规范化和艺术性质的
固有化至唐形成一大特色。
不过，武则天当政时，曾一度将鱼

符改成龟符。唐王朝为李姓，鱼取鲤
鱼形。宋人王应麟分析这一现象时，

认为武则天以龟为玄武，故以龟喻武姓。后唐中宗
李显登位，又回归为佩鱼了。看起来，佩饰虽体量不
大却文化分量极重，与政治往往紧密相关。

唐代因为文化交流活跃，所以在服饰上频显异
族特色。尤其是沿丝绸之路自西北而来的所谓胡
服、胡乐与胡舞，更是使唐代服饰展示一种博采众
长的优势。这种现象不仅在民间出现，甚至官服
也充满了异域风采。如革带区别于前代的丝带。
“天子朝服亦如之。”革带的形制由带鞓、带銙、带
头及带尾组成，带上还佩鞶囊。虽说《礼记》中已
出现“鞶囊”字样，但周代是指装什物的袋子，汉代
起开始为官员装印绶，唐代起鞶囊形制已为游牧
民族皮囊的样式了。不仅如此，便于骑马的袴褶
（上衣下裤）历经魏晋和隋，已经频繁出现在制度
之中了。随着唐代政治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提升，
其军士戎装之华美与精良也成为古代服饰史上的
可圈可点之处。

总之，大唐服饰是史册的辉煌一
页，大唐服饰规定之严整、之丰富、之
绚丽也是至今仍令我们为之骄傲的。

读小学时，常在晚上溜出家背课
文，说是借光路灯，实则借口游玩。眼
睛不看课本却饶处踅摸，那管不住的
双腿更在恣意逛荡。彼时，滨江道与
河北路交口有一幢写着“维斯理堂”的
洋楼，虽常于附近“走读”，却不知四字
何意。很久以后才晓得，此楼建于
1913年，是当时天津最大的基督教
堂。再后来，又看了一些资料，方知这
座外表冷峻沉寂的砖石建筑，内里竟腾沸过许多
爱国青年的滚烫热血。

其中《李大钊同志在天津的两次讲演》这份资
料的作者王贞儒我是见过的，她与邓颖超既是同
学，也同为天津团地委的候补委员，还继邓颖超之
后出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她的丈夫李季达
系第二任天津地委书记，1927年英勇就义。我随
父母去看望王贞儒时，也就是刚读小学的年龄。
恍惚记得她坐在写字桌后，好像个子不高，说话既
轻也慢。然而，当我后来了解了他们革命伉俪的
故事，才知道她的内心曾燃烧过怎样炽烈的火。

那一次的维斯理堂内，每一位青年的内心必
定也都在燃着这样一团火。据王贞儒回忆，1919
年9月，李大钊曾在维斯理堂为天津青年作《关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讲演，呼
吁“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必须坚持到底”，并
具体提出“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
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
民的人。”反帝，是李大钊在津演讲的重点，1926年
3月，他在天津南市“大舞台”剧场纪念孙中山逝世
一周年的讲演，亦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为

题。李大钊是那个时代全国青年的偶像，轰动津
门1919的维斯理堂演讲，即由天津最著名的青年
爱国团体觉悟社精心策划，并由其核心骨干周恩
来出面力邀而成。讲演之后，李大钊又同觉悟社
的青年们进行了亲切座谈。对此，觉悟社社刊《觉
悟》第1期《三个半月的“觉悟”社》一文记载：“21
号因为李大钊先生来天津，就由交际委员请到本
社谈话。李先生对于本社出版不定期小册子的办
法，同不分男女的组合，都非常赞成，并且还给我
们许多的建议。”

维斯理堂的第二次沸腾，发生在1920年1月
的那个严冬。周秉德《心怀天下情系人民——缅
怀我的伯父周恩来》一文写道：“1月26日至28
日，在天津法租界福熙将军路维斯理堂地下室（今
和平区滨江商厦所在地），他主持召开秘密会议，
决定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启封各界救国联
合会和学生联合会。”参加会议的青年们怒不可
遏，因为天津警察厅1月24日封闭了这两大爱国
团体，逮捕了十余名各界代表，并宣布全市戒严。
对此，邓颖超曾忆及：我们“只有流浪街头，尝着爱
国流浪的苦生活。晚间大家倚拥着，蜷缩着，棉被

也没有，只凭青年身上的暖气度过一个
又一个苦寒的冬夜。但热血是永远也冻
不结的，爱国热情，被压迫的怒火，使我
们更加不顾一切牺牲，勇往直前。”正是
在这样的危急情势下，周恩来召集了著
名的维斯理堂密会。会议结束次日，便
出现了电影《建党伟业》中天津学生在省
公署门前请愿的宏大场面。示威总指挥
周恩来被捕入狱长达半年，并在狱中带

领大家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了英勇的绝食斗争。
1923年春，维斯理堂出现了第三次沸腾。

《益世报》4月19日报道：“天津学生联合会前日
下午3时，假法租界维斯理堂开欢迎会，招待留
日学生收回旅大请愿团”，对留日学生在日本遭
致警察殴打表示慰问：“诸君因游行示威惨遭彼
国警察殴辱的消息传入国内，我们听到这项惨
闻，惊惶之下无不发指。我们同为中华国民，国
家存亡，都负责任。捍卫国家，责不容辞。”20天
后，天津便为此举行了被媒体称为“撼山震海之
雪耻游行”的市民大会。
时光荏苒，如今再至这个地段，虽昔日建筑算

不上什么胜景，且已不复存在，但“冷的砖石热的
血”仍如一幅幅电影画面，那么生动逼真地出现在
眼前，不禁令我想到《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所
言：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和
当时形势的推动下，一批爱
国的进步青年走上了马克
思主义的道路；五四运动为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
上、干部上做了准备……

1979年，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
随之《科学与生活》杂志也创刊了。编辑部
汇集了四面八方的文化人，有来自学校的
老师、群众文化单位的专业干部，更多的是
出自报社的老编辑、老记者，大家为了一个
共同目标——振兴科技、繁荣文化，走到一
起来了。当时我刚从《人民日报》旗下的
《讽刺与幽默》杂志借调归来，在《科学与生
活》当了美术编辑。
《科学与生活》为月刊，编辑部主任是

报社老编辑刘明。说起刘明，大伙都特别
尊敬他，他待人和气，喜欢开玩笑。听说上
世纪50年代，刘明由于擅长漫画创作，被
北京《漫画》杂志调去学习，其间得到大漫
画家米谷、吴耘等前辈的教诲，接连创作了
《纸上谈草》《兽中王》两幅漫画，发表在大

漫画杂志封面和内页上。应该说当年刘明
的创作已然显示出他的漫画实力，但时运
不佳，后来遇到一些坎坷，他烧掉了所有
漫画书籍，从此洗手不画。虽经此挫折，
但刘明热爱漫画之心不死，在设立《科学
与生活》各种栏目中，他特别设置了“笑画
与笑话”专栏，每月一期占两页，他还让我
去北京组织全国漫画名家约稿，《科学与生
活》漫画版因此名家众多，质量上乘，受到
华君武、英韬公开表扬。由于作品好、作者
群优秀，我们还编辑出版了《中国科学漫画
选》《未来不是梦——科学漫画集》。

在刘明主编的领导下，《科学与生活》
全年订数曾达到183万，位居全国科普期
刊之首。我记得，我们这个杂志曾连续三
年获得市劳模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

如今，我们编辑部的老人凑在一起时，
话题总离不开刘明，他待我们似兄长、似挚
友，编辑部这个集体给人友情，给人温暖，
退休也舍不得离开。

老 新

资深漫画家刘明
左川 文并图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心中激荡起新的热望
焦裕禄攥着厂里的来信一夜辗

转反侧，天亮时起身一看，大家也都
通宵未眠！他摇摇头，一副敦厚周
慎的老大哥模样：“想法归想法，服
从归服从。咱们都是共产党员，还
是按组织的要求回厂去。”
“这半年算白读了，还没进本科

就回去，多可惜！”
“书哪有白读的！咱这半年学的

知识，回去都能派上用场。”焦裕禄拉
开窗帘，望着冰封雪裹的校园说：“工
厂也是大学校。去大连实习可以学到
很多新东西，尤其是厂里急需的技术
和经验。”
焦裕禄一行五人回到洛矿，厂长

纪登奎专门同大家见了面。
创业年代，进军鼓角响彻前方后

方。洛矿调干生在哈工大跋山涉水之
际，纪登奎也遵毛泽东的教诲学海苦
渡。纪登奎到洛矿不久，毛泽东在郑州
与他谈话，告诉他搞搞工业有好处，还
关切地询问建设工厂遇到哪些困难。
纪登奎报告说，自己没有办厂经

验，又缺乏文化和技术知识。
毛泽东鼓励他说，世上无难事，没

有经验可以在实践中积累，缺乏技术和
管理知识可以自修。接见中，毛泽东
特地指示纪登奎，在一段时间内，要集
中学习一些文化知识，特别注意学习
经济。
纪登奎在全厂传达了毛泽东的指

示，并向当年冀鲁豫地委老领导、一机
部大学生部长黄敬请教怎样当厂长。
黄敬给他开列了数学、物理、化学、机械

学、金属学五门课程和工业经济、企业计划
管理方面的书单，确立了“你布置工作人家
执行得通，人家讲技术你听得懂”的努力目
标。在洛矿老师的辅导下，纪登奎开始了
为期三年既当厂长、又当学生的双重身份
生活，每天听两小时课，记笔记，写作业，进
实验室做实验，还去苏联学习过。

与此同时，纪登奎在厂里为干部职工
办起了小学、中学、大学三个层次补习班
和两个俄语班，开办了二十多个专业的技
工学校培训技术工人。

同为学海泛舟人，纪登奎懂得抱憾归
来心有不甘的部属。他询问大家在校学
习情况，循循善诱说，同志们虽因建厂需
要不能读本科，但在哈工大学习半年也很
宝贵，到大连实习是增长才干的好时机。
希望大家勤奋刻苦，努力掌握管理工厂的
知识和本领。

领袖发号召，厂长作表率，焦裕禄等
人心中又激荡起新的热望。他们的心已
飞向大连，渴望在新的实践大学学习锻炼
成才。

1958年11月上旬，第一次郑州会议
期间，毛泽东又一次召见了纪登奎。一见
面，毛泽东就关切地问：“学得怎么样啦？”

纪登奎说：“高中文化即中等学校的
课程，基本上学完了。”

日本人来找事儿了
说着话，刘全儿也来到后面，对

少高掌柜的说，您放心，我师父说
了，我们今天就在这儿等他，冤有头
债有主，他们一会儿只要敢来，有嘛
事儿，我们答对，铺子的人别掺和，
只在旁边看着就行了。

一会儿，这几个安南人果然又回
来了，这回还跟来两个日本人。日本
人都是小矮个儿，用天津话说，叫矬，可
这两个日本人都是大个子，一个挺胖，
另一个更胖，头发都在脑后挽成个发
髻，穿着和服，怀里抱着东洋刀。这几
个安南人这回威风了，来到包子铺的门
口一字排开，刚才的那个大个儿安南人
冲铺子里喊，那个瘦子，出来！

刘全儿就走出来。
这安南人凑到最胖的日本人跟前

说，就是他。
这个日本人虽身材魁梧，却长着个

很精致的小鼻子，但人一胖，脸就显大，
这小鼻子几乎湮在脸上的肉里。他用
生硬的中国话说，是你说的，让我结账？

刘全儿上下看看他，说是。
这个日本人冲刘全儿招招手。刘

全儿刚要过去，刘大头从铺子里出
来。刘大头当年在义和团时，守天津
城的城墙，跟洋人军队血战了几天几
夜都没让攻进来。后来是几个日本人
化装成义和团的人混进城里，把南门
旁边的城墙炸开，洋人军队才乘势打
进来。这些年，刘大头的心里还一直
记着这事。现在一见这几个安南人又
带来两个日本人，就放下酒碗走出来。

正在旁边捞面馆儿喝酒的徒孙们

不知这边发生的事，这时一见来了几个
安南人，还有两个日本人，又见师父也出
来了，就知道要有热闹看了。立刻也都
出来，围在旁边等着给师爷站脚儿助
威。这时刘大头走过来，上下看看这小
鼻子日本人，问，我说话，你听得懂吗？

小鼻子日本人点头，表示听得懂。
刘大头说，好吧，你俩听清了，今天

是我六十大寿，我不想见血。
这两个日本人对视了一下。
刘大头说，要么，你们把包子钱撂

下，以后别再来了，咱两便。
小鼻子日本人问，如果不呢？
刘大头说，如果不，今天你俩，得让

他们抬着回去。
小鼻子日本人突然抽出东洋刀，呀的

一声就朝刘大头劈过来。但他劈的这一下
只是虚的。刘大头已看出来，站着没动。
这日本人虚晃一刀之后，突然一反手又劈
过来。这回是真的了，力道也相当大，东洋
刀在半空划过还呼哨了一声。刘大头仍然
站着没动，等这刀快到眼前了，突然一猫腰
抓起徒弟放在铺子门口的石锁。他抓石锁
的速度相当快，抓起来并没拿在手里，只是
朝这小鼻子日本人一扔。这日本人的东洋
刀一下砍在这石锁上，当的一声，他的刀立
刻断成了两截儿，手里只还攥着个刀把儿。

11 33 长兄去世
但当朋弟一家回到四川，希望

与兄长冯森（川剧名角“天籁”）团聚
时，却发现“天籁”因为吸食鸦片，在
某次“六三禁烟节”被抓到成都南门
衣冠庙“号枷示众”后，已经患上“阵
发性精神病”。此时的“天籁”嗓音
衰败，声誉渐微，早已不再是当年红
极一时的一代名伶“天籁”。朋弟原
本想到成都投奔兄长，借“天籁”的庇
护讨一口饭吃，但看到兄长此时的落
魄潦倒，知道自己的计划已经落空，
这简直是“靠山山崩，靠水水流”，不
得已之下，朋弟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另
谋生路。

1944年春，朋弟入职成都敬业
中学，仍然做自己的老本行——当教
员——教音乐、教美术。这一年，重
庆举办了一场《纪想曲》漫画展，其中
最受欢迎的就是朋弟的连环漫画《老
夫子》《老白薯》《阿摩林》等，那是朋
弟最风光的时候。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迎来了抗
日战争的胜利。国民党蒋介石想独吞
胜利果实，并消灭共产党。蒋介石为
了制造和平假象，赢得部署内战的时
间，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
向延安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
重庆共商“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
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决定
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政
治口号，毛泽东接受邀请赴重
庆谈判，同时人民军队做好进
行自卫战争的各种准备。经
过四十三天复杂而艰苦的谈

判，国共双方于10月10日正式签署会谈
纪要，即《双十协定》。《双十协定》是以国
共两党协商的方式产生的一个正式文
件。但1946年6月底，在美帝国主义的支
持下，国民党反动派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
决议，悍然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中国
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英勇地进行自卫，
开始了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

抗战的血与泪，让朋弟尝尽了人间
的冷暖，他多么想过几天太平的日子
呀。但命运又怎么会轻易放过每一个
折磨人的机会呢。1946年 7月 11日深
夜，杰出的川剧一代名优“天籁”，演出
了他人生最后一出压轴戏，悄然离开了
他并不留恋的世界。冯棣从此失去了
那个携他成长、伴他左右的兄长，从此
再无依靠。

携家眷在四川辗转奔波的过程中，冯
棣为了方便通过各种关卡，总是以流动演
员的身份行路。一次在过国民党军设置
的关卡时，冯棣自称是京剧演员，但守关

卡的士兵有意刁难，说自己不信，
冯棣无奈，急中生智竟然当场唱
了一段，并翻一个“吊毛”，在免费
看完冯棣的表演之后，守关卡的
士兵才让冯棣过关。这样的例子
不胜枚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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