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央电视台近期热播的电视剧《觉醒
年代》，再现了一百年前波澜壮阔的新文化
运动。这个运动，是中国文化的一场革
命。正因为它，中国文字才从文言到白话，
从竖排到横排，从句读不清到标点分明，取
得了历史性的进步。
按说，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

了一百年，新型的文字表达方
式，也早已约定俗成。但这并不
意味着，所有的旧文化都会销声
匿迹。相反，依然有人怀念旧文
化、推崇和坚持旧文化。
比如，我认识一个爱好写

诗的人，就特别讨厌标点符
号。在他写的所有自由诗里，从来没有加
过一个标点。句末不加，句中也不加。比
如“啊 啊 啊 天空啊 你是那么的蓝 大
海啊 你是那么的宽”。
按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他加不加

标点符号，也碍不着咱什么事。问题是，他
几乎每天，都把这样的烂诗发在微信群里，
而且是每个群都发，接二连三地三发，早晨
发了，晚上还发。让人看了，如鲠在喉，很

不舒服。
忍不住，有一天，我和他理论：“你写的

那些诗，不加标点符号，让人读起来很费
劲。”而他却理直气壮：“你不懂，这是一门
艺术。”说罢，依然我行我素。
在中国古代文字中，是没有标点符号

的，而是通过语感、语气助词和
语法结构等，来表示句子的完
结。但由于字字连贯，没有间
隔，不仅读起来艰涩，而且会经
常出现歧义，造成对文章字句的
误解。
为此，1919年4月，胡适、钱

玄同、刘复、朱希祖、周作人、马
裕藻等6名北大教授，在国语统一筹备会
第一次大会上，提出了《采用新式标点符号
的方案》。1920年2月2日，北洋政府教育
部发布第53号训令《通令采用新式标点符
号文》。我国第一套法定的新式标点符号，
也从此诞生。
有一位诗歌编辑曾经给一个作者回了

一封公开信。他说：“我可以告诉你，绝大
多数时候，在一首诗中缺少标点符号，则意

味着这是一个初学者，或者是
一个自命不凡的人。”
的确，现在还有很多自命

不凡的人。他们固执地讨厌标
点符号，固执地坚持半文半白，
固执地坚持写繁体字。自以为
很优秀，自以为很天才，自以为
可以标新立异，其实是在开历
史的倒车，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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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黑水城
张景云

沽上
丛话

你为什么讨厌标点符号
汪金友

《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
共收十部著作，诚如总序言所概括的：
论丛“是对天津地区《红楼梦》与古典小
说研究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基本代表
了天津该领域学人研究的总体水平，反
映出天津《红楼梦》与古典小说研究的
发展历程及努力方向”。这套丛书的主
编系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赵建忠，
但他并不是学界常见的徒挂空名，而是
以自己的研究实绩《畸轩谭红》加入这
套论丛。此书共分四个专题：一、红学
新史迹，二、红学新观点，三、红学新文
献，四、红学新视角。为方便读者明了
红学发展史的轮廓概貌、脉络流变，《畸
轩谭红》书末附录了“曹雪芹与《红楼
梦》研究史事系年”。本文分别选择各
专题中有特色的文章进行评论。
《近代中国三次社会转型与红学

批评范式的转换》系《畸轩谭红》中的
开篇之作。作者认为：“红学能在古典
文学研究领域独占鳌头、领尽风骚且
受到国际汉学界瞩目，是和这一学科
的现实参与意识分不开的。”文章以近
代中国的三次社会转型为参照，具体
指出《红楼梦》研究方面，无论蔡元培
持民族主义“反满”思想从事的红学索
隐，还是胡适以《红楼梦》为载体从事
的“科学”考证，都是当时的舆论热点
或集体无意识导致，是第一次社会转
型的产物；第二次社会转型即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具体到《红楼梦》
研究方面，则是“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因与主流意识形态合拍，遂取
代新、旧两派红学而一枝独秀。第三次社会转型即改革开放的新时
期，具体到对红学研究的影响而言，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红学新格局。

作者进而在《红学史模式转型与建构的学术意义》一文中指出：
“传统的红学史研究模式不外乎以历史分期为本位、红学人物为本位、
方法论为本位、国别红学为本位等，研究者从各自的视角总结了其视
野所及之红学，但多少都出现了由材料和方法所带来的缺陷及阐释盲
点，难以把握《红楼梦》被读者接受的真正脉络。通过对红学史既有模
式盲点的剖析进而探索建构新模式，是实现学术增长的有效途径。”史
论结合的特色，体现出“红学新史迹”高屋建瓴的学术视野。

最能体现作者红学新观点的，是《〈红楼梦〉作者问题的新探索：
“家族累积说”》一文。将《红楼梦》的著作权判归给曹雪芹，到目前为
止虽然是个矛盾最少、因而也更能被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结论，但
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在研究曹雪芹生卒年代与《红楼梦》成书过
程的逻辑关系、《红楼梦》诞生中的文化语境时，研究者很明显感到存
在颇多症结，尤其是《红楼梦》文本内部的很多矛盾现象难以得到全
面合理的解释，而那些症结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深入研究《红楼梦》
的困扰。赵建忠在承认曹雪芹拥有对《红楼梦》“著作权”的前提下，
提出《红楼梦》作者的新命题“家族累积说”，试图对《红楼梦》作者问
题上的种种偏颇加以节制。这个新命题可以与红学界已取得的“曹
学”成果挂钩，启示人们去探索曹氏家族对曹雪芹创作直接、间接的
可能影响，对《红楼梦》成书过程作整体和宏观上的全面考察，这与否
定曹雪芹的主体创造、或否定其对《红楼梦》拥有的“著作权”是两个
不同的概念。如将《红楼梦》成书情况放到我国文史长河中去考察，
会发现同类的创作现象。

红学新文献，主要集中在《红楼梦》续书的挖掘方面。由于《红楼
梦》这部名著具有的召唤性，改写续编的空间很大。早在1997年，赵
建忠出版了《红楼梦续书研究》专著，在拥挤的红学界填补了一项空
白，因此而一举成名。此后他继续发掘，收入《畸轩谭红》中的《红学
史上首部续书〈红楼梦〉作者考辨》《新发现的清人〈红楼梦〉文献之考
释》《新发现的〈红楼觉梦〉及张船山文献叙录》《新发现的〈红楼梦〉续
书及相关文献考辨》《〈红楼梦〉续书的最新统计、类型分梳及创作缘
起》等文章，正是新的收获。正是在这些新发现文献的基础上，赵建
忠对早年《红楼梦续书研究》修订，近年又出版了《红楼梦续书考辨》
专著。红学史家郭豫适曾对赵建忠《红楼梦》续书研究工作有过高度
评价，认为该著同其他古代小说续书专著一道，共同“对新时期的续
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与《红楼梦》续书研究相联系，收入《畸轩谭红》中“红学新视
角”专题的《“非经典阅读理论”在〈红楼梦〉续书研究中的尝试》，系
赵建忠为张云《谁能炼石补苍天：清代红楼梦续书研究》专著写的
书评。以往对《红楼梦》续书采取蔑视的阅读态度，“非经典阅读”
理论的提出对阅读其他非经典小说具有普适性。此外，本专题还
侧重收录了一组从新视角研究《红楼梦》仿作的文章：《仿红作品
〈儿女英雄传〉的“崇武尚侠”集体无意识》《仿红系列作品“狭邪小
说”的多重意蕴》《仿红作品〈新红楼梦〉〈风月鉴〉透视》。体现“红
学新视角”的，还有大观园课题的探索。近年来叙事学中新兴的

“庭院叙事”模式，又以新的学术话语将这个
课题激活。《大观园“原型”探索及〈红楼梦〉
研究中的两种思路》，正是作者对大观园问题
研究、思考的产物。还有《〈红楼梦〉小说艺术
的现当代继承问题》，关注了《红楼梦》经典对
后世作家的影响，以逆向的方式显现《红楼
梦》的文学意义和真实内容。

第一次听到黑水城名字时，感到它是那
样神秘，于是我期待着有一天能够相见，走进
古城遗址和它昨天的故事里……
那天下午，当我们从额济纳的胡杨林里

出来，费尽周折找到黑水城时，太阳已经偏
西，景区售票处的窗口刚刚关闭。一想到明
天清晨我们就要离开这里，与眼前的黑水城
失之交臂时，心里感到十分惋惜，只能站在远
处遥望着它……
矗立于夕阳中的黑水城，静谧中透着一

丝诡谲。那已风化的城墙，若隐若现于大漠
之中，如同那段尘封于岁月深处的历史。古
城西北角站立着“枯瘦”的佛塔，隐约可见，虽
经岁月风沙的磨砺，但依然是那样古朴、安
详。作为标志性建筑，它守卫着也见证了这
座古城的兴衰，记忆里一定写满了昨天的故
事。黑水城由于在鼎盛的时候忽然消失，使
人感到扑朔迷离。长篇小说《鬼吹灯》就是以
黑水城作为背景创作的，尽管这是一部经过
艺术加工的文学作品，但里面那些令人胆战
心惊的场景生动形象，在挑战人们心理的同
时，也让好奇的脚步趋之若鹜……
曾听过这样一个关于黑水城的故事：若

干年前的一天，正常的天气忽然变得十分怪
异。这时，一位仙风道骨的老人，往返穿梭于
城中，并高声叫卖：“枣梨！枣梨！”虽然老人
的叫卖非常起劲，但由于价高无人问津。天
黑之后，老人出城而去。当时守城将军，闻听
此事感到十分蹊跷，百般思索后恍然大悟：
“枣梨”不正是“早离”吗？于是，他果断率领
全城军民，离开黑水城。他们走后不久，忽然
狂风大作，黄沙从天而降，这座城市很快就被
淹没了。所有的人，在感到吃惊的同时，也为
自己能躲过这一劫而庆幸。这故事听起来很
离奇，感到不可思议。其实，一座城市被黄沙
淹没，会需要很长时间。即使神秘的楼兰古
城，它的消失也是渐渐的……

站在门外，注视着远处的黑水城，我想起
来时在穿越巴丹吉林沙漠见到的海市蜃楼：
那是一座造型精致的“城市”，朦胧地出现在
视野中，仿佛悬浮于天边，四周是茫茫的“大
海”，车上的朋友看得惊呆了。不过，当汽车
驶近时，却突然发现那座“城市”已无影无踪，
地平线上依然是一望无际的沙漠，让人感到
怅然若失。我想，眼前的这座黑水城，在历史
的岁月里，也是“若隐若现”，让人捉摸不定。
想起一位朋友曾经讲过的关于黑水城“身
世”：这座昔日繁荣的城市在西夏语里称“额
济纳”，是黑水的意思。千百年来，发源于祁
连山上的雪水汇入黑水河，从这里穿过，注入
了北部的居延海，形成一片湖水，滋养了厚重
的居延文化。黑水的下游也称弱水，曾有个
典故：“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想，天下的
古城何止“三千”，可我千里迢迢只为这黑水
城而来。据说，这里当年不仅水草丰美，森林
茂密，同时也是河西走廊上的重镇——酒泉，
通往漠北贸易的必经之路。西汉时，朝廷赶
走匈奴人后，派兵在此屯田驻守。西夏建国
后，为了防止北部蒙古和东部契丹人的入侵，
调来重兵把守黑水城和整个居延地区。西夏
鼎盛时，这里不单单是城堡，而是一座经济文
化发达，党项人与汉人、蒙古人一起居住的城
市，那是黑水城最为“风光”的时候。

如同沙漠在春天里总要有沙尘暴一样，
黑水城也躲不过那场战争的灾难。1205年，
蒙古帝国加快了“统一”的步伐，而黑水城是
蒙古人南下的“障碍”。在三月城中粮荒的时
候，蒙古大军兵临城下。一场惨烈的厮杀开
始了，蒙古人全力攻城，而城内的人在死守。
经过很长时间的攻防对决，黑水城还是被攻
破了，潮水般的军队杀入城中。按照蒙古人
的打仗规则，对拒绝投降的城池，攻入后是
要屠城的。接下来是一场极为可怕的血腥杀
戮……虽然没有留下翔实文字记载，但可以

想象那些寒光闪闪的刀剑，斩杀了多
少无辜的生命，那么多鲜活的笑容被
人的贪婪和野蛮吞噬了。慢慢地，黑
水城静了下来，殷红的血，流进黑水和
这座城市的记忆里。那些失去生命的
魂灵像愁云氤氲于黑水城的上空，久
久不肯散去，没有了生命迹象的城市

静得可怕，连肆虐的风也止住了脚步。想起
唐人李华《吊古战场文》中描绘战争肃杀的场
面：“魂魄结兮天沉沉，鬼神聚兮云幂幂……”
阴魂凝结天色昏暗的情景，跃然纸上。从那
以后，当地蒙古人流传着一句话：不能进入黑
水城……其实，黑水城并未失去生命，它只是
走出了“时间”。这座“沉睡”的城市，在黑暗
中等待着被唤醒的那一刻……

到了元朝，黑水城像雨后沙漠中的枯草，
渐渐恢复了生气，元帝国将这里作为西北的
重镇，人们重新听到那悠扬的驼铃声。不过，
这种繁荣持续的时间不长，伴随着元朝大厦
的倾覆，黑水城又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了。
由于气候变化，黑水河慢慢断流了，额济纳这
片绿洲，逐渐被荒沙吞没。黑水城因水而得
名，又因水而败落。

我从远处眺望着它，思绪万千。隐约见
到古城里到处裸露着砖石、瓦块、陶瓷碎片，
还有风化的白骨……倔强的黑水城像个被遗
弃的老人，独自伫立于风沙之中。我想起了
此前看到的那片“生而不死、死而不倒、倒而
不朽”三千年的胡杨林，在茫茫黄沙中，举着
瘦骨嶙峋的枝杈，艰难地伸向天空，于绝望中
期待着明天，那是一种怎样的执著，冥冥之中
与这座古城有一种契合……

黑水城被黄沙掩埋了，从此又沉睡在漫
长的岁月里，它曾见到了茵茵绿草，而后又被
一个可怕的噩梦惊醒……1908年，大清王朝
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有一天，荒凉的古道上
传来阵阵的驼铃和嘈杂的脚步声，打破了这
里的宁静。俄国探险家科兹洛夫在当地向导
带领下来到这里“考古”。虽然是第一次踏上
这片土地，可他对这座古城的情况并不陌
生。他知道，这废墟的下面埋着数不清的财
宝，让他垂涎欲滴……

经过多次挖掘，虽没有见到传说中的宝
藏，但是他挖出了比金银财宝更有价值的东

西，他睁大了那双贪婪的眼睛。那是一个残阳
如血的黄昏，在微风扬起的黄沙中，40峰驮着重
物的骆驼和科兹洛夫满载而归。他带走了数千
卷举世罕见的文献和几百件精美绝伦的艺术
品，大多属于西夏、宋、金、元时期之物，具有极
高的文物和学术价值。可悲的是，科兹洛夫是
在当地官员和王爷的目送下离开这里，当他脸
上露出微笑时，黑水城在默默地流泪……
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这些文物的时候，

西方人睁大了眼睛。不久，那个赫赫有名、被称
作“敦煌猎鹰”的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闻讯而来，
他在这里搜寻了足足有一个半月，也是“满载而
归”。这些文物的出土，让古老而神秘的西夏文
明浮出了水面。而这一次次文物的出土，在中国
的考古界石破天惊，这是继安阳甲骨文、敦煌壁
画之后，又一次重大的发现。只是这种浩劫式的
挖掘，对于西夏的文物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而
伤害更大的还是这个古老民族的自尊……
我徘徊在景区的大门外，望着前方，只能遗

憾地与这个标有“黑城弱水风景区”的大门合影
留念。天空湛蓝，几缕白云从眼前飘过，远处起
伏的沙丘，像波涛在我心中翻卷。眺望黑水城，
我们之间留下了一个思考的空间……如果说距
离产生美的话，那也是一种凄婉、孤寂的美。想
起鲁迅先生的那句话：“悲剧就是把人生美好的
东西毁灭给人看。”既然是美好的，为什么要毁
灭呢？我想，这黑水城就如同那神秘的西夏王
朝，它伴随着党项人建立起的西夏文明，曾经叱
咤风云，雄踞塞北，绵延了近二百年，后来在“不
可抗拒的外力”作用下，悄然消失在历史的荒漠
里。令人不解的是，在厚厚的史书里居然找不
到它的踪迹，在茫茫人海里也难觅党项人的后
裔。我想起贺兰山脚下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矗立
的西夏王陵，想起那些出现在博物馆里酷似汉
字而笔画繁复的西夏文字和精美的图画……如
果说：生命如同故事，重要的不在于它有多长，
而在于有多么精彩。那么，西夏王朝的历史也
应如此吧。
起伏的地平线收去大漠上最后一抹阳光，

那一刻也带去了我心中的遗憾，城中那一座座
残存的佛塔沐浴在晚霞的余晖中，显得那样圆
融与祥和。渐渐暗下来的黑水城露出真诚的微
笑，仿佛期待着我再一次走进它藏匿于心中未
曾讲完的故事里……

《没头脑和不高兴》，一部1962
年的作品，一部影响了几代人的经
典童话，近日，由天津儿童艺术剧团
以音乐偶剧的形式搬上了舞台。该
剧由刘强、任荣康进行舞台剧改编，
马路导演，在尊重原著的基础上，融
入现代的理念，以偶剧和音乐剧相
结合的手法，再次重新讲述了这个
中国本土的童话故事。
多种木偶元素的运用为该剧平

添意蕴。说起木偶，可能很多人率先
想到的就是不见真人、只见木偶的提
线木偶、杖头木偶，而在这部戏中则
出现了多种木偶形式，比如杖头偶、
布袋偶、桌偶、大软偶，还有一种具有
中国特色的“托偶”。在天津儿艺演
出的木偶剧《三打白骨精》中，首次运
用了“托偶”的形式。托偶的大小与
演员等身，观众既能够看到木偶，也
能够看到演员，但由于演员与挡在身前的木偶
在表演上融为一体，这样使得观众的注意力完
全集中在木偶身上，而由此忽略了木偶身后的
演员。剧中的没头脑和不高兴以托偶的形式为
主，以利于舞台表演，同时根据各种不同的情境
随时变换大小，改成其他的木偶形式，既有助于
表达剧情，也延展了舞台空间。剧中最富有创
意的一段木偶表演是长大后的没头脑和不高兴
环抱打架的一段，这段表演由一个演员完成，演
员的双脚和双手分别作为没头脑和不高兴的两
只脚，而两个人物的上身则为木偶，这一段表演
完全靠穿着服装的演员弯着腰来进行表演，而
观众看到的则是紧紧抱在一起的没头脑和不高
兴左冲右突打得火热。不少观众边看边猜测，
到底两个人物哪一个是真人，哪一个是木偶，直
到演员谢幕时，观众才恍然大悟。这段表演也
因此成为该剧中的一个亮点。
歌队的运用使人与偶有机结合。歌队由真

人扮演，他们边唱边舞，时而戴上面具，时而摘

掉面具，与木偶进行互动。歌队既
是木偶操纵者，也是叙述者和评判
者，还是把没头脑和不高兴变大的
参与者。真人与木偶的顺畅交流，
使得人物更加丰满、鲜活。剧中原
创歌曲巧妙地吸收了京剧的旋律，
而又以现代歌曲的演唱方法进行演
唱，传统与现代的碰撞，更使该剧新
意迭出。
奇思妙想的舞台呈现还原了动画

片的场景。没头脑和两个小学生爬楼
的场景，在动画片中很容易呈现，当他
们越爬越高时，通过看到地面上的汽
车越来越小，以表示他们不断地在向
上爬。但在舞台上如何展现呢？于是
观众出乎意料地看到了这样一场戏。
舞台上一个模拟的高楼的平面，没头
脑和两个小学生开始上楼，他们的头
从最下面的窗户伸出来，两个演员拿

着汽车在高楼前的地面上表演。随着没头脑三人
不断地向上走，两个演员一方面把汽车不断地换
小，一方面调整高楼上云彩的高度，而没头脑三人
从楼上窗户伸出头的时候，也在一次次变小，使观
众直观地感受到了楼层的升高。动画片中的情景
通过导演的奇思妙想完美地呈现在了舞台上。

该剧以夹叙夹议的形式用“丢东西”“盖大
楼”“武松打虎”三个故事串联起来，告诉人们没
头脑和不高兴这样的问题，看似是小毛病、小问
题，但如果不改掉，长大后仍然可能会造成不可
弥补的错误，尤其是该剧的结尾使这一主题得
以升华。把没头脑和不高兴变大的歌队领唱
者，在把他们俩变回去以后，却忘了把没头脑的
胡子变没，由此不禁令人想到，这些小问题、小
毛病其实会出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一
结尾催人警醒，引人深思。

从动画片到音乐偶剧，从1962年到2021
年的今天，这部影响了几代人的童话，依然会带
给成人、孩子不同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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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将嘲弄转化为正能量
这件事风一样传遍全厂，一时

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笑料。
“拉牛尾巴的能搞工业，那还要

大学生和技术人员干啥？”
“兔子能驾辕，谁还养骡子养马？”
还有人嘲笑得更尖刻：“洛矿来

的这拨儿工农干部，文化知识少得
像老鼠尾巴上长疮——没多少脓水。”

这些冷嘲热讽，带着徐俊雅的忧
虑，进入了焦裕禄的耳鼓。
“拉牛尾巴的怎么了？中国革命

就是农民进城。在毛主席领导下，我
们这些拉牛尾巴的从熟悉锄把子到熟
悉枪杆子，和人民一道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了新中国。今天，拉牛尾巴的照
样能学会管理工业！”

焦裕禄在本能地为自己也为洛矿
同事辩解的同时，也留心在厂里观
察。他发现，打那以后，大起人看洛矿
人的目光，甚至都有了一些意味深长
的改变。可最惨的还是惹祸的梁禾。
自从他到资料室借图纸闹笑话后，厂
里不少人管他叫“604”，其大号反倒
不彰。

洛矿来的同事凑在一起，没少埋
怨办事没个深浅的梁禾，把洛矿人的
牌子给整砸了，搞得大伙儿灰头土脸，
身上像披了件不受人待见的马甲。梁
禾自个儿更是悔恨交加，觉得在厂里
抬不起头来。

同事们七嘴八舌议论时，焦裕禄
没吱声。“604图纸”引起的风波，浪头
虽不大，但使他头一回椎心泣血地体
认到，人的尊严的底线一旦被触碰，源

自心海深处的浪涌，具有怎样不可遏制的
力量。静水流深。半晌，焦裕禄轻轻吐出
一口烟。这会儿，那根长年累月总不住脚
在主人左右嘴角来回巡逻的烟卷，站着没
动弹。
“咱们不要再埋怨梁禾了。他闹的这

个笑话，我们不是同样也会出？现在人家
管梁禾叫‘604’，我们哪个不是这个群体
中的一员？工农干部缺少科学文化和专
业知识，是不平等的旧社会造成的，干部
本身没有错。但历史造成的缺憾，不应成
为安于现状不求进取的理由。甩掉‘604’
的帽子，主动权在咱手里。只要知耻而后
勇，发愤学习钻研，尽快提升自己的素质
和形象，别人就会对我们另眼相看！”

人在江湖，难以免俗。嘲弄，一度令
焦裕禄感到难堪。但这种不适，很快就在
换位思考中消解，并悄然转化为正能量。
“天辅德，人与能。”战争年代，为什

么大家都愿跟着有头脑的指挥员打仗？
还不是因为跟着明白人，既能打胜仗，
又能避免无谓的牺牲。人同此心，心同
此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有技术的工
人，不也在选择懂专业、会管理的专家
型领导吗？工人信服你，尊重你，不是
因为你的职务，而是你高人一筹的经验
和素质！

来子又不愿意了
高掌柜说的机会，是铺子的事。

这时“狗不理包子铺”在外面的名气
已经越来越大。名气一大，生意也就
跟着大，可铺子的规模却还是过去
的规模，包子就总跟不上卖。高掌柜
跟少高掌柜的商量，要扩大铺子也
没这么简单，抓紧当然得抓紧，可也
得从长计议。现在先说把厨房扩大，
有了包包子的地方，再说别的。但铺子
后面总共就这么大地界儿，要扩厨房，
就得挤人住的地方。小闺女儿一直是
自己住一间小屋。这小屋就在厨房旁
边，厨房一扩，也就正好把这间小屋用
上了。当天晚上，高掌柜就跟小闺女儿
商量，眼下铺子要扩厨房，她就没地方
住了，来子的家里是两间房，他一个人
住，如果小闺女儿同意，就跟来子说
说，先住他那儿去。当然也不是长事，
以后怎么办，再说以后。高掌柜这回不
会再干乱点鸳鸯谱的事，这么跟小闺
女儿说，也是心里有根，知道小闺女儿
应该不会不同意。果然，小闺女儿一听
倒没说别的，可脸上还是有点儿难色。
高掌柜立刻说，别的事你放心，他家那
两间房我知道，虽在一个院儿里，可是
分着的，一间东厢房，一间西厢房，街
坊不会有闲话。

高掌柜这一说，小闺女儿也就没
话说了。
但让高掌柜没想到的是，跟来子一

说，这边却出了岔头儿。来子倒也没说不同
意，只是想了一下，说，让小闺女儿去住，当
然没问题，他出去再找个地方就行了。高
掌柜一听这话头儿不对，赶紧说，怎么

她去了，你倒走？来子说，我俩住一块儿，
不方便，也容易让胡同的人多想。

高掌柜说，你家这两间房是分开的，
对着门，有嘛多想的？来子说，在一个院
儿里住，终归不太好，倒不是我，主要是
小闺女儿。
这一下事儿就不对了。本来小闺女儿

去来子家借住，不愿意的应该是小闺女
儿。现在却倒过来了，小闺女儿没说别的，
反倒是来子不愿意。小闺女儿当天下午就
知道来子说的这番话了。这番话的意思在
别人听来倒没什么，但小闺女儿一听就明
白了。来子不愿意她去住，其实不愿意的
还不光是这个。既然这个不愿意，就说明
别的也不愿意。这回小闺女儿没等高掌柜
跟她说，自己就来找来子。来子正在厨房
包包子，小闺女儿一进来，就把来子拉出
来。来子的两手都是面，知道小闺女儿要
跟自己说什么，也就等着她说。小闺女儿
瞪着他，一下一下地喘着气，却不说话。过
了一会儿，才涨红着脸说，你别想歪了。
来子说，你这是哪儿的话。
小闺女儿说，哪儿的话，就是这儿的

话，我答应表舅姥爷去你家借住，是为了
给铺子腾地方，好扩厨房，没别的意思，
跟你说，我但凡有一点儿办法，也不会赊
这个脸去你那儿。

14 36 声誉大振
画面中，一大汉手中拿着一把

钢刀，已经将红军战士摁倒在地，画
面上的人物冲突极具戏剧性，瞬时
间就能抓住读者的眼球。

这本连环画的封面是彩色的，
色彩运用比较简洁，突出展现了红、
黄、蓝三原色的视觉冲突效果，大面
积的蓝色天空，映衬着黄色的土地，
土地上激战的红军身穿蓝灰色军装，
最前面的少数民族士兵穿着红色的裤
子，扎着蓝色的腰带，后面的少数民族
士兵则穿着红上衣、绿裤子，色彩对比
十分强烈，也凸显了少数民族服饰的
色彩装饰性。

朋弟自幼生活在四川，在他成
长的过程中，或许有机会亲眼目睹
彝族等少数民族，对彝族等少数民
族的生活状态比较了解，将自己熟
悉的事物通过连环画的形式进行艺
术创作，这或许也是朋弟选择“通过
倮倮区”这个故事作为自己首部连
环画作品的原因。

1950年4月下旬，大众书店在二
楼举办了一次连环画原作展览，展出
朋弟所绘《通过倮倮区》，此外还从上
海教育出版社赵而昌处借来董天野
画的《借红灯》和高孟焕画的《鲁迅的
童年》等四部连环画原作，一共有三
百多幅。凡是到书店买书的
读者都可以免费参观展览，
吸引了大量市民。还有一些
美术工作者专门前来参观学
习。4月25日，《进步日报》
刊发了记者洪光一篇两千字

的文章《打开新小人儿书的阵地》，对朋
弟的连环画进行了高度评价。展览持续
了七天，展览结束后，天津美协的负责人
张映雪在大众书店主持召开了一次关于
连环画创作的座谈会。座谈会上，既有
老美术工作者张老槐，也有年轻的美术
工作者，如金力吾、赵兵凯、何正慈、刘传
邺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天津首次举
办这样的连环画原作展以及连环画创作
座谈会。

1950年5月10日，《天津日报》刊发
《美协与大众书店座谈连环画》的新闻报
道。报道称，天津美协与大众书店日前联
合召开了连环画座谈会，出席的人有：刘奎
龄、陈少梅、冯朋弟等十五人，会上对大众
书店最近主办的连环画展览会提出了各自
的观点，认为这是推动发展小人书运动的
开端，对连环画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出版和
销路，也有极热烈的讨论，在如何具体地有
组织、有计划打垮旧小人书的堡垒，如何以
新的小人书代替旧的小人书也发表了许多

意见，会中对新小人书的前途都
抱着极大的乐观态度。

朋弟的《通过倮倮区》这部连
环画在推向市场之后，取得了这
么大的社会反响，是朋弟和张道
梁都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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