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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是现代文学研究显学。别的不谈，光是熟
悉“鲁迅研究史”，就须皓首穷经，因此，要寻找一个研
究鲁迅的合适题目，有所“寸进”，并不容易。而且，论
述起来，又须旁征博引、文献注释、叠床架屋，让非专业
读者望而却步。夏康达先生在《天津日报·满庭芳》版
刊载的系列文章《“且介亭”往事》十二篇，别具只眼，思
路独特，除了把鲁迅作为学问对象，还把他视为“芳
邻”，瞬间拉近了与文化巨擘的距离。而表述方法，则
力求精短，祛掉论文腔，平易隽永。该系列文章熔文
学、地理、历史与回忆录于一炉，论述时有新见，文体想
象力奇崛，更有个人情感加持，令人抚掌称妙。
1927年到1936年去世，鲁迅一直寓居沪上，可称

“上海鲁迅”阶段。其间，鲁迅居住在今虹口区，虽几次
搬家，但范围一直在景云里到大陆新村这方圆一公里
的街区内。当时这一带属于越界筑路的“准租界”，无
租界名，有租界实。鲁迅彼时的文章叫《且介亭杂文》《且介亭
杂文二集》，之所以如此命名，乃取“租界一半”，含戏谑意。景
云里附近还居住过瞿秋白、茅盾、叶圣陶、冯雪峰、柔石、丁玲
等，鲁迅与他们论学谈文，常有过从。从后设视角看，1930年
前后的景云里，活跃着星光熠熠的现代文化大家。夏康达
《“且介亭”往事》得名，来源于此。可以说，单是从景云里看取
晚年鲁迅，就是一个有趣视角。夏康达治现当代文学，并且曾
在上世纪70年代末访问过几位当年的左翼作家（在《“且介
亭”往事》刊载期间，其发表的《共事五载忆鲍昌》曾详述此
事），因此，选择研究鲁迅顺理成章。夏康达选题还基于一种
奇妙的缘分：他年少时（1946年开始）就居住在景云里和大陆
新村附近，中小学读书的学校均位于鲁迅曾经的住处“对过”，
不经意间，曾与研究对象是跨越时空的“邻居”！因此，作者
说，写作这组文章是“夙愿”。有时候得承认，文学与文学研究
是一种“叙事”，而“玄学”则是不可或缺的酵母。
正是这层“邻居”关系，使《“且介亭”往事》翔实生动，气韵

别致。鲁迅在“且介亭”搬了三次家，生了儿子周海婴，度过了
晚年，可着墨之处，不可胜数。夏康达并未复制鲁迅人生轨
迹，而是借助自己的“优势”，从地理方位入手，透视晚年鲁迅
生活、工作与心态，打开了其他研究者较少关注的“盲区”。
首先，鲁迅晚年生活与“且介亭”。在《“怜子如何不丈

夫”》中，写了周海婴出生的医院：“1929年9月，鲁迅住在景
云里18号。许广平临产征候明显，马上送到福民医院。这所
医院位于与多伦路交口的四川北路，离景云里几分钟路程，是
沪北半租界最大的医院。后来叫第四医院、第四人民医院。
鲁迅那时去看病的大楼，至今仍在。”看似漫不经心，实则细节

充盈。鲁迅对妻儿无微不至的照顾，较强的经济能力，从中可见
一斑。要不是对景云里附近地理、历史烂熟于心，想写出以上几
笔文字，断无可能。一些从理论入手的“鲁研”专家，不会对鲁迅
生活史研究到如此精微的地步。

其次，鲁迅晚年工作与“且介亭”。《从公咖咖啡馆到景云里》
《从景云里到中华艺大》等，都是鲁迅活动路线图。因为对景云
里熟稔，夏康达如数家珍，用地理位置串联了晚年鲁迅的工作。
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的一件大事，影响深远。“左联”酝酿就在公咖咖啡馆，成立大会
则在中华艺大，均位于“且介亭”。为何在这里？夏康达解释说，
除了鲁迅居于此地，景云里一带还是“不管区”，“左翼文化人士
不仅可以在内山书店买到别处被禁售的进步书刊，还可以在此
交友聊天。由此推想，在白色恐怖笼罩的暗黑时期，‘左联’选择
在这个‘半租界’地段活动，可能会相对安全一些”。地点与文学
的关系，放大到纤毫毕现。笔者再设想一下，如果晚年鲁迅不是
居住在“且介亭”，“上海鲁迅”的命运会是怎样的，而没有“左联”
成立，现代文学史会不会改写大部分篇章？

再次，鲁迅晚年心态与“且介亭”。鲁迅晚年对周遭环境的
认识，包含着丰富阐释的可能性。鲁迅对景云里的家，还是有感
情的，1936年10月6日的信中，与曹白说：“种种骚扰，我是过惯
了的，一二八时，还陷在火线里。至于搬家，却早在想，因为这里
实在是住厌了。但条件难，一要租界，二要廉价，三要清净，如此
天堂，恐怕不容易找到，而且我又没有力气，动弹不得，所以也许
到底不过是想想而已。”可见，鲁迅虽然对大陆新村的住宅不满
意，但没有更合适的，只好一直凑合，无可奈何。不过，去世前九
天（1936年10月11日），鲁迅似乎改了主意，日记载：“同广平

携海婴往法租界看屋。”夏康达就此感慨：“我关注的并
非‘搬家’，而是10月11日的‘看屋’，从中得到的具有象
征性意义的强烈信息是：在临终之前，鲁迅还要看屋，他
想的是生，是更好、更顽强的生，而不是死！”（《永别了，
且介亭！》）鲁迅不肯离开“且介亭”，自有道理；而准备搬
离，又有多少被迫和抗争。夏康达从“搬家”“看屋”角
度，对鲁迅晚年心态做了阐释，一新耳目。
《“且介亭”往事》以地理为切口，利用了自己熟悉

“且介亭”的便利。但作者并不动辄强调曾居“且介亭”，
因而写成没有学术含量的个人回忆录。作者的很多表
述，看似信手拈来，却是标准学术研究成果。他1977年
5月去拜访过夏衍、冯乃超，发现他们回忆往事时，出现
了事实偏差。不读“新历史主义”也知道，历史的讲述
者，总会不由自主美化自我。具体状况这里不录，而夏
康达的评论值得玩味：“如上所述，两人的回忆明显存

在无法解释的矛盾，但又不能否定其中任何一方，而这些细节
的误差对基本史实的真实性并无影响，那么，作为一种‘趣
闻’，不置可否地呈现于读者面前，不也是了解和探求历史的
一种趣味吗？”（《从公咖咖啡馆到景云里》）夏康达通过采访和
比对，实际已经接近了真相边缘，那就是“误记”，二人必有其
一。但他不像学术论文一样一定要指出子丑寅卯，而是宕开
一笔，以“趣闻”收场。当然，这里存在为尊者讳，因为不论是
谁“误记”，虽无伤大雅，但总归比较尴尬，而点到为止，不失为
一种旷达的态度。考虑到《“且介亭”往事》之“往事”就有回忆
录因素，不禁为作者的思考击节。类似火花不断迸现在行文
之中，令《“且介亭”往事》读来风景卓然，一路会心。
《“且介亭”往事》无论从选题还是手法上，都有新意，尤其是

文体，很难界定。从题目可以看出，作者并不打算将其打造成整
饬、严肃的“论文”；而将其称为“散文”，又掩盖了其浓郁的“考
据”学术色彩。夏康达根据自身经验，结合鲁迅研究，既有回忆，
又有学术，使这组文章带有唯一性，无法复制，正体现了作者“不
逾矩，随心所欲”的心态。

回顾“往事”，朝花夕拾。鲁迅在“且介亭”沐风栉雨，走过了
自己风云激荡的晚年。多年后，少年夏康达沿着鲁迅曾经熟悉
的道路、街景，度过了懵懂清纯的岁月。而一个甲子后，这段历
史的缘分绽放于已是知名学者的夏康达笔下。因此，《“且介亭”
往事》既是一次学术探究，也是夏康达对故乡、青春的一次回
眸。有幸见到夏康达的友人为《“且介亭”往事》制作的电子书，
其中附了多幅老照片及最新照片，比照新旧“且介亭”，让人觉
得，很多东西不会被岁月带走，比如吹拂树叶的风、正午的阳光、
鲁迅的文字以及每个人挥之不去的乡愁。

罗文华兄自幼喜爱《红楼梦》，几十年
来对红学一直情有独钟。20 世纪80年代
初，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
学专业，有了更好的研读《红楼梦》的机会
和条件。北大是新红学的发源地，曾经涌
现过蔡元培、鲁迅、胡适、顾颉刚、俞平伯

等对红学发展有杰出贡献的学术文化大师。该校长期重视
《红楼梦》的教学与研究，北大学生热衷阅读和讨论《红楼梦》
的风气也延续了数十年。文华兄在北大中文系读书期间，有
幸聆听过该系教授、著名文学史家和小说家、中国红楼梦学会
首任会长吴组缃先生讲解《红楼梦》，并在课下多次向吴先生请
教红学问题，受益匪浅。在以吴组缃先生为首的《红楼梦》及中
国小说史教师团队的教育和熏陶下，文华兄对红学有了更为深
刻和广阔的认识，在校读书期间他就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发表
了多篇研究和鉴赏《红楼梦》的文章，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好
评。这足以说明，文华兄钻研红学，有着很早也很高的起步，有
着浓厚而坚实的基础。

如今，罗文华兄的专著《红楼与中华名物谭》加盟“天津《红
楼梦》与古典文学论丛”，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这是一件非常
可喜可贺的事情。通读《红楼与中华名物谭》书稿，我认为这是
一部很有价值、很有意义的专著，
也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好书。

清代曹雪芹创作的《红楼
梦》，是公认的中国古代文学成就
最高的长篇小说，同时也被赞誉
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红
楼梦》对历史掌故、人物职官、宗
教风俗、诗词歌赋、饮食服饰、建
筑园林等诸多方面，皆有精彩的
描述和灵活的运用，在丰富小说
情节与人物性格的同时，留下了
异常珍贵的社会文化史料。这
些，都给后世的研究者留下了巨
大的解读空间。

文华兄所著《红楼与中华名
物谭》一书，以屏风、如意、茶
具、钱币这四种《红楼梦》中的
重要名物为主题，充分挖掘和利
用历史文献和实物资源，溯本求
源，详征博引，如数家珍，娓娓谈
来，不仅提示和解读了《红楼梦》
中一些很有价值的文化问题，而
且在更加广阔深厚的中华文化
背景下证实了这些名物的重要意义和特殊作用。

如果从解读《红楼梦》的角度看，《红楼与中华名物谭》一书
写出了名物在标志人物身份、塑造人物性格、展示人物关系、推
动情节发展等方面所发挥的特殊作用。《红楼梦》写茶事活动和
茶具最集中的是第四十一回《贾宝玉品茶栊翠庵 刘老老醉卧
怡红院》，妙玉以不同的茶具给不同身份的人使用，十分讲究。
素有洁癖、鄙视男人的妙玉，见宝玉到栊翠庵来，非但不反感，反
而把自己的专用茶具绿玉斗给宝玉用。《红楼与中华名物谭》一
书在介绍“玉斗一般指酒器，这里的绿玉斗指用绿玉雕成的有
柄饮茶具”后，指出：“妙玉与宝玉，也是红楼二‘玉’，玉斗一般
指酒器，不适宜用作茶具，曹雪芹却借用带‘玉’的绿玉斗表现
妙玉与宝玉这段交往，也是煞费苦心了。”该书以绿玉斗这件茶
具的异常，提醒读者注意妙玉对宝玉感情的微妙，进而认识到妙
玉与宝玉的关系也是很值得玩味的，凸显了名物的作用。
《红楼与中华名物谭》一书还通过很多名物与《红楼梦》文字

之间关系的解读，印证了《红楼梦》的写作年代。如意，是中国特
有的一种象征吉祥的民族传统器物。在古代，帝王、豪族、文士、
僧人等都有执握如意之好，以此求得称心如意与平安祥和。清
代，尤其是清代中期，是中国封建文化和传统工艺集大成时期，
也是如意发展的鼎盛时期。帝王们的推崇，更使如意的制作水
平登峰造极，而最喜欢如意的人则非乾隆皇帝莫属。他不仅刻
意搜集民间的精美如意，还令宫中造办处制作如意，而且大量接
受地方官员进贡的如意。《红楼与中华名物谭》一书介绍了很多
乾隆皇帝喜爱如意的史实，指出：“《红楼梦》中，对贾府这个皇亲
国戚之家，多有关于如意的描写，尤其是元妃对贾府最高人物
贾母的赏赐，首选金、玉如意，这些情节完全符合乾隆皇帝重视
如意的历史背景。”证明《红楼梦》写作于乾隆时期，实际上也是
有力地支持了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

名物，因有固定的物化成分在其中，比之风俗，它更能比较
明确地印证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具体时代。这即是名物研究的意
义之所在。尽管《红楼梦》是真假交错、虚虚实实，但其为何真、
为何假，为何虚、为何实，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天津走出的红学大家周汝昌先生曾经说过：“红学是一门
极难的学问：难度之大，在于难点之多；而众多难点的解决，端
赖‘杂学’。”文华兄给周汝昌先生做过近二十年的编辑，周先生
慧眼识人，很早就瞩望文华兄有大作为。几十年来，文华兄不仅
在文学创作、文艺评论方面硕果累累、卓有成就，而且在文物收
藏与鉴赏领域经验独到、著述丰厚，是一位真正能够掌握和运
用“杂学”来做学问的人。这部《红楼与中华名物谭》，就是最好
的证明。为此，我深信，文华兄今后会在《红楼梦》与中华名物研
究方面取得更大的成就。

父亲说，庙会请戏，每家象征性捐十块钱。一
语勾起了我对村戏多年的念想。求学、工作，忙
碌、纷扰，想来已与村戏断隔二十余载；留存脑际
的印象仍在儿时，且日渐模糊，唯余快乐的体验铭
记心头。闻听村戏要来，我便犹如赴约旧友故交
一般，按捺不住，几欲前往。
记事起，邻村有座戏楼。石条做基，青砖做

墙，木架做梁，灰瓦做顶；宽敞、高大、气派，不知在
这方舞台上上演了多少出悲欢离合的故事，留下
了多少剧团辗转飘摇的足迹。可儿时，谁会在乎这
些，只记住了光彩亮丽的舞台、嘹亮婉转的唱腔，以
及那无边的快乐。春天初来，村戏也似乎是
被春风吹了来。草草吃罢晚饭，挨家喊上小
伙伴儿就出发了。拐过山头，戏前音乐已起，
远远地望见前方一片灯光通明，直亮得天空
隐去了星星。这音乐，似是进行曲；这灯光，
似是指路灯。心底的躁动加速了血液流动，
催得脚步如飞。
戏台下已坐了不少人，可最具吸引力的

还是那些卖东西的小摊。农村离县城远，集
市也少，孩子们喜欢的小玩意儿，也只有过庙
会时才会来个大展销，也只有这时大人们才
会满足孩子们压抑一年的渴望。因此，庙会也就成
了孩子们的狂欢节。瓜子、糖块、油条、麻花……各
种普通、稀奇的食品应有尽有；刀、枪、车、球……各
种精巧、仿真的玩具更是琳琅满目。孩子们一个接
一个地转摊儿，看这看那，问这问那，就等着看好了
可心的，花光了兜里的钱，又找大人们要。
戏还没有开始，演员们都在后台化装。玩累

了，孩子们又都被化妆室的新奇召聚到了后台。
从一切可以瞅见演员们装扮的窟窿、缝隙里，睁大
眼睛，张大嘴巴，踮着脚尖；有的干脆就和后台管
事儿的软磨硬泡、耍小聪明、玩捉迷藏，甚至大吵
大闹，总之尽一切可能的手段，凑近后台，看清化

装全程。华丽精致的戏装、威风八面的刀枪，达官
贵人的乌纱、皇后妃子的凤冠，还有各种做工精巧
的手饰、头花……看都看不完，赏都赏不够，真想
自己也能穿上这些行头，到舞台上耍上一番。当
然也有家长和演员商量给孩子扮上，留个影作纪
念的，可惜我没有那么幸运。不过戏班走后，孩子
们便如同“寻宝”般地捡拾演员们用完扔掉的油彩
袋，将各色的油彩挤尽榨干，胡乱抹在脸上、衣服
上，装个妖魔小丑什么的，也算是过把瘾吧。

伴随着急促的锣鼓点儿，大幕拉开，好戏开
场。演员们在台上进进出出、打打闹闹、咿咿呀

呀，看不懂招式、听不懂戏文的孩子们，也只是在
戏台沿儿上、戏台跟儿那，看个热闹而已，有时还要
给十分入戏的演员们做个鬼脸，弄个恶作剧什么
的。闹只便闹，谁会和孩子一般见识，大不了被管
事儿的训几句，清下台，可不过一分钟，孩子们又嬉
皮笑脸地聚拢来。看够了台上，看看台下，又是另
一番景象。最入迷的还是老人们。伸着脖，侧着
身，也不知从哪儿来的精神头儿，六七十了，还和戏
里的人一起哭，一起乐，一起怒，这就是戏迷的境界
吧！当然也有熬不住的，坐在那儿，摇摇摆摆，低头
埋首，打着瞌睡。孩子们这时才来劲了，拿出水枪，
喷醒这些“不敬业的戏迷”。打盹的老人激灵一下，

又继续看戏，可能心里还感谢这些调皮
的孩子把他们叫醒，才不至于落下精彩
的情节。也有人看戏看不在心上，东瞅
西望的，可能在找自己的孩子，也有可能
在找自己的情人。台下远处是黑压压一
片，消失在篷布、灯光、黑暗的交接处。

喇叭一吹，大戏散场，各回各家。月

光皎洁，洒了一地，照出一条银色的路。时而月在山
头，时而月上树梢，时而又揉碎流入小溪中，闪在树林
里，月伴一路，照着回家的人儿。三天庙会很快就结
束了，眼看着整个华丽的舞台，被一点点卸掉，装成大
大小小的箱子，被几辆大卡车拉走，心里还真有些舍
不得，还曾幻想要与戏班一同去呢。戏班走了，走了
这一年的快乐，又开始了新一年的期盼。

村戏来了，我定是要抽空回村，再看一出戏，
重温儿时的快乐时光……

戏前音乐中，人声喧嚷，幕布摇摆，荡漾着我
的回忆。我也曾与伙伴一起，借着灯光在人群中

穿梭，捉迷藏，打游击；也曾缠着母亲眼泪一
把，征得怜惜，换来手中的玩具、口中的糖果；
也曾坐在父亲肩头，揪着他的耳朵，乱蹦乱
跳；也曾钻入后台，伸长脖颈看演员化装扮
相；也曾腼腆地与女同学一道，以戏作幌，心
不在焉。铃声响过，锣鼓敲起，帐幕拉开；思
绪一时中断，融入戏中。

过去，最喜那叮咚铿锵、热闹激烈的武戏
打斗，最烦那咿咿呀呀、绵长不断的文戏唱
腔。而今，年龄、阅历的增长让我不再贪图热
闹，游离戏外，而是能钻在戏里，细品其味。

舞台上，生旦净末丑，忠奸孝贤，一角一色；手眼身
法步，唱念做打，一招一式；唐宋元明清，往昔远
近，一朝一代；晋评梆调弦，晋冀鲁豫，一腔一调，
我已能准确辨别；且能根据服装、脸谱、唱腔、动
作，识别人物身份、性格、境遇、情绪。戏如人生，
我已真切识得戏中所传达的要义，将忠信、孝廉、
善恶、美丑与生活关联，净化心灵，修养品行。

村戏，是地方戏。冷暖适宜的农闲时节，下得
乡来，走进基层；亲近泥土，贴近百姓，散发着浓郁
的乡土气息，融入了寻常百姓的血脉，连我这戏迷
混子也能为之着迷，也能跟着哼唱。说于朋友听，
他们羡慕不已，说已不看村戏好多年；而我能在家
门口再次看到村戏，自是倍感幸福。

荒凉的戏台、空地，一时被村戏装点得璀璨华
丽，搅动得熙攘喧闹；数天过后，舞台卸下，人群散
去，唯余空旷、沉寂，更待村戏再次浩荡归来。或
许，下次再看村戏，又会品出别样的滋味。

村戏不断，快乐不断。快乐不断，幸福也就不断。
我期待着，盼望着…… 题图摄影丁莹

“芳邻”鲁迅
及文体的“唯一性”

——读夏康达《“且介亭”往事》

刘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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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为啥工装脏得快
那一天，焦裕禄在人生回放中

再次登高望远。过去拉牛尾巴的学
打仗，除了勇敢不怕死，关键是注重
在实战中学习战术技术，在成败利
钝的复盘中总结提高，进而逐步认
识和掌握克敌制胜的规律。今天，
拉牛尾巴的要通晓精密复杂的机
器，熟悉环环相扣的生产流程；也要从
懂技术学起，摸清生产管理规律。成
为行家里手，才能胜任管理现代化工
厂，赢得人们的尊重。

善良的天性和将心比心的思维方
式，使焦裕禄无论面对鲜花还是荆棘，
都能以平和的心态接受生活的馈赠，
把正向和反向的激励化为砥砺前行的
动力。焦裕禄清楚，从外行变内行，是
知识、思维和行为方式的一场痛苦革
命，非有剔骨剜肉和冶铁成钢的决心
不能成事。他发愤苦学苦钻重塑自
我，屏气敛声开始了坚韧的进军。

清晨，港城的薄雾尚未消散，焦裕
禄已经换好工装，早早来到车间跟班
劳动了。月隐星移，白昼黑夜的概念
似乎消失了，朝暾和晚霞在弥漫着机
油味儿的车间相织相连。焦裕禄在焚
膏继晷的刻苦攻关中，感受到了攀登
的艰辛，同时也领略了收获后的喜悦。

不久，工人们就开始纳闷，为啥
实习车间主任工装脏得这么快，油污
比咱们身上还要多？直到一次看见
焦裕禄钻到机器空当和凹部详察细
看，才恍然大悟。原来，为尽快搞清
工艺路线，焦裕禄一直采用笨办法，
按加工流程跟着部件走，不厌其烦往

返车间十几台机床，逐道工序从头学，直
到搞清弄懂。他们还发现，为了看懂那
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机器图纸，焦裕禄经
常带上图纸下车间，对照实物逐一辨认，
现场比对图纸上的符号识别机器零件。
晚上下班后，焦裕禄常常一头扎进图纸
室，夜以继日学习钻研，悉心琢磨“正视”
与“俯视”原理，用暖瓶、茶杯对着灯光，
体悟投影的奥秘。

一天中午，焦裕禄就餐去得稍早了
点，餐厅里只有一位技术员，恰好是他准
备登门请教的专家。焦裕禄心中一喜，
急忙把他拉到旁边的一间小屋，请他讲
解如何解析一道几何画法难题。这位技
术员被焦裕禄刻苦学习和打破砂锅璺
（问）到底的精神感动了，把手拿的饭盒
和茶缸放在小桌上，以此为参照，为焦裕
禄进行讲解。

开饭的时间到了，餐厅里打饭的声
音和着诱人的饭菜香，一阵阵向小屋飘
来，焦裕禄却全然不觉。等他完全学会
解题方法，同技术员一起走出小屋，空空
荡荡的餐厅已寂无一人。进餐厅时没
人，现在餐厅里又没人，焦裕禄猛然意识
到，开饭的时间已经过了！他急忙走进
厨房，找到正在收拾餐具的炊事员，得知
菜已经卖光。

来子顾虑多
来子的脸一下也红起来。
小闺女儿说，既然你这么说，你

家我还就去定了，可去也不领你的
情，我领的是表舅姥爷的情，你爱上
哪儿住上哪儿住，你在外面吃苦受
罪，就是睡大街上，也跟我没关系！

她说完，一扭身就走了。
来子的家有一个小院儿。这小院

儿过去没有，是来子他爸老瘪当初自己
圈的，为的是拉拔火罐儿的坯子和泥方
便。家里本来是两间房，一间东房，一间
西房，这一圈了院子，两间房正好对着，
也就成了东西厢房。小闺女儿搬来以
后，来子还是没搬出去。俩人每天晚上
从铺子回来，不一块儿回，早晨去的时候
也不一块儿去。在院里打头碰脸，也只
是有一句没一句地招呼一声。小闺女儿
是个心里有话搁不住的人，这样过了几
天就绷不住了。这天早晨，小闺女儿在
东厢房朝这边瞄着，见来子从西厢房出
来了，看样子是要去铺子，就从屋里出
来，叫住他问，你不是要出去找地方吗，
我已经来这些天了，怎么还不走？

来子没想到小闺女儿会这么问，
一下不知该怎么说。

来子没搬出去，一是没找着地方，
二来，也是高掌柜跟他说了一番话。
小闺女儿搬来的几天以后，一天晚上，
高掌柜见来子磨磨蹭蹭地还不想回
去，就把他叫到后面，跟他说了帘子的
事。来子这时已听王麻秆儿说了，知
道这帘子是小闺女儿让马六儿送来
的。但这时高掌柜一说，心里还是觉
着挺热。高掌柜说，咱爷儿俩这些年

了，我可真是看着你长起来的，要说小闺
女儿，就更不是外人，你现在跟我说句透
底的话，当初的事不说了，可现在，从几
档子事儿就能看出来，小闺女儿已经回
心转意，你怎么反倒又不行了呢？
来子吭哧了一下说，不是不行，是不敢。
高掌柜不懂，问，怎么叫不敢？
来子说，我也不傻，从给傻四儿挑水

那阵子，有时在街上碰见她，从眼神儿就
能看出她心里是怎么想的。说着又摇摇
头，可这事儿，我已经想明白了，成不了。

高掌柜更不懂了，看着他问，为嘛成
不了？

来子说，不是因为她，也不是因为
我，是这事儿，就不是这么个事儿。
高掌柜越听越糊涂。
来子说，我当初是给傻四儿挑水，现

在就说不挑水了，可眼下，已经老大不小
了还一事无成不说，连个正经的手艺也
没有，真娶了人家，我拿嘛养活？总不能
让她跟着我受罪。

高掌柜这才明白了，摇头说，这你就
想错了，你一事无成又不是你的事，本来
那鞋帽店已经让你打理出来，眼看着已
是个像样的正经买卖，后来是老朱那不
长进的儿子回来了。
来子刚要说话，高掌柜把他拦住了。

15 37 《一贯害人道》
随后，朋弟又与张道梁合作完成

了另一部连环画《一贯害人道》。《一
贯害人道》这部连环画共50页，出版
于1951年4月，仍是由天津大众书店
印行，在京津一带发行。

据张道梁回忆，这部连环画的
文稿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运动创作
的，这个政治运动就是“取缔一贯道
行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捍
卫和巩固新生政权，破除封建迷信，维
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保证国民经
济的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下
的新政权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反
革命运动，这是一场广泛、深刻的群众
斗争，这一斗争的开展和最终取得的
伟大胜利，对于今天仍具有很强的现
实意义，而取缔“一贯道”就是这场大
规模镇压反革命运动中非常重要的标
志性事件。
“一贯道”最早是从明朝的“罗祖

教”衍生而来的。“罗祖教”是一个从
旁门左道滋生出来的异教。“罗祖教”
经明清两代发展壮大，至清末改称
“一贯道”。国民政府时期，“一贯道”
已经沦为一个具有反革命政治色彩
的组织。

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
指示，开始在新解放区实行土
改运动的准备工作，但“一贯
道”竟然对抗农村土地改革，
严重干扰了人民群众正常的
生产和生活秩序。朝鲜战争
爆发后，“一贯道”公然号召道

徒反对共产党，反抗人民政权。有的道首
还号召道徒不惜以武力对抗，梦想进行武
装暴乱，复辟反动政权。

此时的“一贯道”已经由一个欺骗陷
害群众的封建迷信组织，演变成一个与人
民为敌、与政府为敌、与社会为敌的反动
政治组织了，取缔它已成必然。

1950年12月18日，北京全市统一行
动，一举逮捕了130名“一贯道”首要分
子。除了大道首孙素珍、张五福潜逃外，
重要道首王钟麟、米国权等人全部落网。
《人民日报》在当天的社论中指出：“这是
维护首都治安，保护生产，打击反革命破
坏活动和反革命谣言的必要措施。”但一
些道徒受“应付魔考十九条”的毒害和影
响，并不来登记点登记，有人犹豫观望，有
人外出避风，也有人表现惊慌，还有抱着
敌对情绪的。

针对这种情况，有关部门开展了有
针对性的宣传，揭露“一贯道”的罪行，
报刊重点刊登“一贯道”罪行的资料，以

提高群众对“一贯道”的认识。
张道梁敏锐地捕捉到取缔“一
贯道”这个全新的连环画创作
题材，第一时间写出了《一贯害
人道》的文本，让朋弟绘制成连
环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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