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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牧石先生的藏书票
章用秀

藏书票，与我国古已有之的藏书印
异曲同工。藏书票多是在一张小卡纸
上绘上或木刻翻印上各种图画，并印上
文字。藏书票不只是装饰书籍的袖珍
图画，更主要的它能陶冶藏书者和读书
人的情趣。

张牧石先生曾送我一枚藏书票，是
先生为自己制作的。此藏书票画面古
朴典雅，构思极为奇特。先生别号为
“糜”，英语中糜是moose，译音巧同
“牧石”。他便将印章中传统的肖形印
和近代流行的藏书票结合起来，刻了一
方肖鹿形的藏书票，且有“moose”的英

文字。这在当代藏书印和藏书票艺术形
式中都是创举。

麋鹿是一种珍稀动物，性温顺，吃植
物，原生活在我国，也叫“四不像”。当年
先生取别号为“糜”，除有“老老实实做学
问”之义，还有另一层更深的含义。《后汉
书》说：“云南有神鹿能食毒。”据说这种神
鹿古代也被称为“糜”。神鹿以“毒”为食，
食“毒”生存，自然是“食毒”愈多身体愈
壮。张牧石先生以“糜”为别号，又有“古
姚茸客”之号，是说在十年动乱中，有人把
经典当“毒草”，统统视之为“禁书”，而他
却反其道而行之，每每“闭门读禁书”，洁

身自好，积累学问，不为名利所动，不与文
界丑类为伍。

当时张先生送我这枚藏书票，我还为
此曾赠先生一首七律诗，记得诗中有这样
两句：“珍作半知通六艺，力行三省惜一
身”“荒原斜径姚茸客，恶浪狂风渭钓
人”。这里说的“姚茸客”即是云南的那种
专吃毒草的鹿，“渭钓人”说的是静坐于渭
河边垂钓的姜子牙，喻以书为伴、不受任
何干扰、潜心学问的张牧石。

玩主手记

雷锋事迹传遍津城
于刚

天津金银饰品店纸袋
罗文华

红色票证

稀见藏品

周末的上午，照常逛鼓楼天街古玩市场。在朋友开的小店歇脚，
闲聊之中，看到一沓故纸中夹着一个印有“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字样
的纸袋，正面还印着该店的大楼。我感觉比较少见，顿时产生兴趣。
尽管连店主自己都说“价儿够高的”，但我还是买下了。

这个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纸袋，大小和薄厚很像照相馆的相片
袋，可能是用于包装耳环、戒指、项链等小件首饰的，也有可能是为顾
客装取件单据的。纸袋正面两侧印着“抗美援朝，卫国保家”的口号，
说明它是20世纪 50年代初期的。纸袋背面印着该店的营业范围：
“金银首饰，器皿礼品，玲珑镶嵌，包金镀金……自料加工，以旧换新。”
还印有总店及北马路、小白楼开封道、罗斯福路（今和平路）进步商场
分销处三家分店的地址和电话。总店的地址是“滨江道137号”，即正
面中间印着的有三间大门脸的六层楼房。我知道，七十年前滨江道的
门牌号，与今天相比自然会有一定的变化，但是想来想去，却怎么也想
不出它究竟是滨江道上的哪座楼。

于是，我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图文信息，问道：“师友们对这座楼还
有印象吗？”很快，82岁的著名收藏家何志华先生就发来提示信息，说
这种纸袋他也存有一个，纸袋上印的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并非独立的
建筑，它是滨江道基泰大楼的一部分。这我就明白了，该店位于基泰
大楼西部的中段，相当于基泰大楼整个门脸的九分之二。国营天津金
银饰品店后来曾经改为滨江道委托店，相应的房屋现在主要由一家快
捷酒店使用。该店所在的基泰大楼建于1928年，本来是中国近代最
大的建筑事务所基泰工程司总部的办公楼，建筑体量较大且颇有特
色，现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重点保护等级历史风貌建筑。

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开业于1951年 5月1日，根据《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九条的精神而设立，由中国人民银行领
导，主要目的是“适应一般对金银饰品有需要的群众之要求，以避免他
们盲目地求诸黑市，遭受欺骗”。当时的政策是：根据政府金银管理办
法，准许人民储存私有，但不得用以计价行使，私相买卖。国营金店经
营制售饰品及银器皿，承做加工定货，办理旧饰品兑换新饰品，并不收
买或出卖黄金、白银。市民有需要出售的，必须到中国银行办理。

1952年，中国人民银行天津分行为了便利市民兑换金银，决定自
6月12日起除在原有兑换金银处（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人民银行储蓄
部、人民银行河北南路办事处、人民银行北马路第一办事处）增加干部
继续扩大兑换金银的业务外，并在人民银行大沽路办事处、人民银行
建国道办事处、人民银行中山路办事处、国营金银饰品店滨江道总店、
国营金银饰品店小白楼分店、国营金银饰品店北马路分店等六处兑换
金银。

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设有自己的专业制造厂，其技术水平、工艺
水平位居全国同行业前列。1954年5月，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制造厂
与天津市地方国营第一机器厂、私营同兴成铁厂合作，承制了北京苏
联展览馆的四座铁塔和塔尖的五角星。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制造厂
的工人们在接受了这个任务后，成立了技术研究小组，根据铁塔图纸
研究如何使铁塔外部包铜美观和坚固。天津市地方国营第一机器厂、
私营同兴成铁厂完成任务后，把做好的活交给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制
造厂，由该厂最后成活。1956年6月，国营天津金银饰品店制造厂用
金、银等贵重金属，给坐落在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了一批做化
学实验用的精致工具，包括能耐高温的白金镶钳子，以及白银坩埚和
黄金蒸发皿。在不用过高的温度的时候，黄金蒸发皿可以代替进口的
白金坩埚使用，这样不但能节约外汇，而且每个比进口货还能节约八
百多元。工人们本来对做白金镶钳子很生疏，怕影响质量，就先用白
银试做，摸索出操作规律以后才正式生产，而且提前完成了任务。

今年3月5日，纪念雷锋精神藏品
展“雷锋——一个汽车兵的故事”在天
津市河东区社区展出，策展人从与雷锋
相关的书籍、纪念章、笔记本、画册等纪
念品中挑选了二百余件制成展板。同
日，天津市红桥区文化馆举办传承雷锋
精神弘扬文明风尚展，现场有雷锋雕
塑、画像等数百件收藏品。这些展览和
藏品从不同角度体现出雷锋事迹在天
津广大人民群众中的深厚积淀，诠释了
新时期雷锋精神的时代内涵。

每年的 3 月 5 日，是学雷锋纪念
日，这源于 1963 年 3 月 5 日《人民日
报》等媒体刊发了毛泽东题写的“向雷
锋同志学习”手迹。此后，全国广泛开
展学雷锋活动，雷锋为人民服务的感
人事迹不断传颂，雷锋精神也成为奉
献精神、敬业精神、创新精神的集中体
现，温暖着我们的社会，感动着我们的
时代。几十年来，天津举办了各类形
式的雷锋主题展览，讲述雷锋平凡而
伟大的一生，展现雷锋的崇高理想和
坚定信念，倡导全市人民特别是青年
和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社会各项建设，
推动社会文明进步。雷锋精神培养着
一代代的新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焕发出更加
灿烂的光辉。

1963年3月19日，经过14天的紧
张筹备，由解放军总政治部与共青团中
央联合举办的《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
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出。
展品有中央领导同志的题词、雷锋的日
记、信件等三百余件，引起了社会强烈
反响。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
参观。此次展览同时为各地提供大量
文物复制品和资料，印发《雷锋同志模
范事迹挂图》10万套、《向雷锋同志学
习》书籍19.5万册。4月2日，同名展览
在天津青年宫展出。此展览由团市委、
市总工会和市妇联联合举办，中国人民
革命军事博物馆等单位协助提供雷锋
生前遗物、照片原件，后经加工影印和
复制。展厅放置着一架紫色丝绒屏风，
上面嵌着“向雷锋同志学习”七个金色
大字。展览共分四部分，展出的实物和
照片共150件，集中反映了雷锋在党的
教育下，从苦孩子逐步成长为革命战士
的光辉道路，反映了雷锋参加革命以后

在各个岗位上表现出来的高度的革命
精神和崇高的共产主义思想。展览一
经推出，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参与，
全市共计二十余万人参观了此次展
览。同年5月1日，《向雷锋叔叔学习》
展览在天津市少年宫展出。

1981年3月5日，红桥区文化馆举
办《雷锋事迹展览》，展出的雷锋照片、
日记摘抄手稿以及事迹图片等，概括介
绍了雷锋的成长过程和事迹。同时还
展出了雷锋生前给红桥区西于庄小学
九名同学的来信影印件等，以及红桥区
广大青少年开展学雷锋、树新风活动的
照片。3月30日，市总工会、团市委联
合举办的《雷锋同志模范事迹展览》在
第一工人文化宫展出。展览以大量的
照片、绘画和实物，分别介绍了雷锋在
旧社会苦难的童年生活，解放后在党的
培养教育下茁壮成长的经历，以及他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尚品德。同时，
还介绍了全国及本市人民广泛开展向
雷锋同志学习活动的情况。

1990年3月10日，市电化教育馆、
市群众艺术馆、市委支部生活社、市艺
术研究所联合举办的雷锋事迹展览开
幕。展览展出的百余幅照片及文字介
绍是从雷锋家乡湖南省望城县的雷锋
纪念馆购置的复制件。内容分三部分，
即雷锋的童年、成长过程和先进事迹。
照片中，有少年时代的雷锋、雷锋帮老
太太找到她的儿子、雷锋将百元人民币
寄往灾区、雷锋拿出节约箱教育小学生
们等生动而真实的写照。本市一些专

业、业余书法家抄录的部分雷锋日记同时
展出。1995年2月10日，市委宣传部、南
开区委与抚顺市雷锋纪念馆联合举办的
《雷锋事迹展览》在南开区少年宫开幕。
展览分为苦难的童年、学生时代、走上工
作岗位、参军以后、牺牲以后五部分。此
次展览是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全国巡展的
第一站，在本市引起了强烈反响，在开展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每天接待近四千
人，总计七万余人。展览的成功举办，进
一步弘扬了雷锋精神，加深了以青少年为
重点的爱国主义教育。

2003年 3月5日，市委宣传部、天津
警备区政治部、市文化局、团市委共同主
办的《雷锋精神永恒》展览在平津战役纪
念馆展出。该展览内容共分“伟大的号
召”“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时
代的呼唤”三部分，共展出雷锋各个时期
的照片一百二十余幅，入党申请书、决心
书、生活用品、工作用具等文物80件，真
实、生动地再现了雷锋的成长历程。此
次展览从抚顺市雷锋纪念馆引进，是本
市首次展出的全面、翔实地介绍雷锋事
迹的大型专题展览。为此纪念馆专门发
行了展览参观券（下图）。大票幅、多副
券栏，全彩印刷加之丰富的元素信息，是
平津战役纪念馆票券的典型特征。票面
中上方有展览名称，红色大字，清晰突
出。右边有毛泽东为雷锋题词的手迹和
雷锋的持枪照片。雷锋头戴长耳皮毛军
帽，双手紧握冲锋枪，站在树前，面向太
阳。这张由《民兵之友》拍摄的照片，后
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之作。票券正面背

景为纪念馆建筑外景照片，并做色彩淡
化处理，背面有节选的雷锋日记笔迹。
票券主题突出，设计精良，信息完备，有
效地烘托出展览效果。

2012年 3月5日，市委宣传部、市精
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市委教育工
作委员会、市文化广播影视局、天津警备
区政治部、武警天津总队政治部等单位
共同主办的《踏寻雷锋足迹》展览在平津
战役纪念馆展出，展览分为平凡的人生、
伟大的精神、永远的榜样三部分，通过一
百八十余张图片、照片和八十余件文物
充分展示了雷锋的人生经历，通过学习
雷锋的先进典型事迹，激励、教育和培养
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热爱生活、关爱
他人、积极进取、无私奉献的良好品德。
此次展览也是辽宁抚顺雷锋纪念馆和湖
南雷锋纪念馆外，全国地方展馆中内容
最新、规模最大的雷锋专题展览。雷锋
曾经扛过的国产五四式冲锋枪，雷锋穿
过的军装，背过的子弹带，还有雷锋著名
的“三件宝”——节约箱、储蓄罐和针线
包等展品都是首次呈现给观众。

平津战役纪念馆策划的雷锋主题展
览，近年来多次展出和巡展。2014年，
《踏寻雷锋足迹》大型展览送入南开大学
滨海学院，师生一起作出学雷锋承诺与
感言，用雷锋精神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2015年，《踏寻雷锋足迹》展览在
纪念馆展出，后到河北区社区进行巡展，
吸引了社区居民，周围企事业单位和学校
的职工、学生。2016年，《弘扬雷锋精神
做美丽天津人》展览在纪念馆及本市三十
多家单位、五十多个社区巡回展出。展览
选用五百余张珍贵照片，分为“平凡的人
生”“伟大的精神”“身边的典型”三部分。
2020年，纪念馆与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共同主办网上展览《弘扬雷锋精
神》，让大学生志愿者以线上学习和线下
实践结合的方式，重温雷锋事迹和经典
语录，践行为人民服务的雷锋精神，积极
参与志愿服务，为学子们营造出积极向
上、不畏困难、文明奉献的良好环境。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天下没有学不会的东西
“师傅，买几个馍就中！”焦裕禄

习惯于把馒头叫做馍，食堂炊事员和
工人也都喜欢以“馍”跟他开玩笑，在
餐厅碰到他都喊：“吃馍，吃馍！”“焦
主任，馍还有，就是凉了！”“没关系，
师傅，拿回去就着开水一样吃！”焦
裕禄买了四个馍，塞给技术员两个，
充满歉意地说：“为给我讲解，你都没
吃上饭，真是过意不去。改天我一定
请你吃饭！”

大连史志办公室资料载：焦裕禄
到大连工作前，对工业是门外汉，为了
担负起党交给他的重担，他白天在车
间向工人学习实际操作，晚上到工厂
单身宿舍向管理人员请教理论，不少
工人以为他是住集体宿舍的，其实他
家住在远离工厂五公里的地方。

那时，焦裕禄在尉氏工作时的老
领导、洛矿办公室主任赵仲三，准备去
苏联乌克兰斯大林诺诚矿山机器厂实
习，正在大连俄语专科学校学俄语。
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赵仲三到焦裕
禄家找他，结果都扑了空。一问徐俊
雅，焦裕禄都猫在厂里。一次，赵仲三
意外碰到了焦裕禄。一见面，焦裕禄
就把窝在心里的话，一股脑儿向他倾
吐：“有些人瞧不起拉牛尾巴的，认为
掌握不了复杂机器。咱拉牛尾巴的连
天下都打下来了，这些死机器还能制
服不了？拉牛尾巴是一门学问，搞工
业也是一门学问，天下没有学不会的
东西！”

从威慑敌胆的沙场猛将，到炉火
纯青的工业专家，迥隔霄壤的业界壁

垒，分明是一座擎天柱地的喜马拉雅山，而
由此及彼的追赶和跨越，亦是凡夫俗子眼
中需用光年计算的海量时间！然而，焦裕
禄毕竟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在他看来，
世间之难，莫过于取天下，百业千工，无出
其右。拉牛尾巴出身并用枪杆子在战场上
证明了自己的勇士，要摘取工业管理桂冠，
并非高不可攀，不过是转换战场攻取新的
碉堡罢了。那个挟战场雄风的精灵日夜穿
梭车间，百炼钢渐成绕指柔。

照例是紧张忙碌的一天，焦裕禄跟值
班调度小吴到锻工车间催料。途经一个
加工工段时，一位姓冯的老师傅举着一根
棒料对小吴说：“吴调度，昨天发来的十根
棒料，有一根是废料。”
小吴接过这根车过了“夹头”的棒料细

看，又和合格棒料比照未见差异，便说：“不
会错的，这上面清清楚楚写着45号钢嘛！”
“准是备料车间把棒料牌号搞混了。

不信，你去化验室查查看！”
小吴拿着棒料从化验室回来，有些不好

意思地说：“冯师傅，还真让你蒙准了！这根
棒料型号是不对，我马上给您换一根！”

焦裕禄拿起淘汰的棒料仔细察看，
确实与合格棒料并无二致。钦佩之余，
他忍不住问：“冯师傅，您是怎么看出不
一样的？”

小院儿跟过去不一样了
高掌柜说，我说过，人跟人，都

是缘分，夫妻更如是。说着又摇摇
头，叹了口气，有句俗话，有缘千里
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你俩的事
啊，我知道说也是白说，就随缘吧。

小闺女儿在这个早晨叫住来
子，问他怎么还不搬走。来子就明
白了，肯定是高掌柜已把自己的话
告诉她了。于是低着头，没答话。小
闺女儿说，我没想到，搬到你这儿来借
住，让你为这么大难，不过没关系，我
也不是死皮赖脸的人，你要是真觉着
别扭，我还搬出去，大不了回包子铺，
晚上把几个桌子凑一块儿，当初房檐
儿底下我都蹲过，怎么不能凑合。

来子一听小闺女儿的话越说越难
听，刚要张嘴，小闺女儿已经转身回屋了。

来子想了想，跟进来。小闺女儿
没抬头，摔摔打打地收拾东西。

来子说，我没这意思。
小闺女儿的手停住了。
来子又说，你，就住这儿吧，我愿意。
小闺女儿慢慢转过身，眼里有泪。
来子没再说话，就转身去铺子了。
这以后，来子和小闺女儿在院里

再碰面，就都自然多了。
小闺女儿一来，这小院儿也跟过

去不一样了。当初是来子他爸老瘪整
天在院里拉拔火罐儿的坯子，还得和
泥，拉出的坯子也得在院里晾着。小
院儿本来就不大，这一乱也就更插不
下脚了。现在小闺女儿来了，把过去
的杂物该扔的扔，该归置的归置，这一
收拾不光显得整齐，也豁亮多了。这

天下午高掌柜没事，溜达到胡同来。一
进小院儿看了看，就笑着说，嘿，要说家
家都是如此，有个女人，立马儿就显出不
一样了，这才像个过日子的人家儿。

小闺女儿正在院里晾衣裳，一听高
掌柜这话，脸立刻红起来。来子听见高
掌柜说话，从西厢房里出来。高掌柜说，
正好你俩都在，商量个事儿。

来子说，您是要说八月十五的事儿
吧，我听尚先生说了。

小闺女儿笑着说，您怎么说就怎么
是，还用跟我俩商量。

高掌柜要说的，确实是八月十五的
事。高掌柜劳碌了一辈子，现在总算把
铺子的生意交给儿子，也能喘口气了。
再过几天就是八月十五，回过头想想，这
些年就没正经地过过一个八月节。现在
清闲了，就跟尚先生商量，今年想松下心
来过个节，也踏踏实实地吃块月饼。尚
先生一听说，好啊，难得您有这个心气
儿，今年咱就一块儿过节吧。
这时，高掌柜对来子说，大后天就过节

了，我的意思是，包子铺在外边，街上乱，也不
是赏月的地方，就在你这小院儿里，连尚先生
一块儿，就咱四个人，清清静静地过个节。

小闺女儿一听也高兴，说好啊，就这
么定。

16 38 风格统一
朋弟的这本连环画以国画白描

的手法绘制，全书共有50幅，由天
津大众书店在 1951 年 4 月印行。
全书共绘制了天津四通汽车行经理
张金焕因母亲久病不好，邻居向其
介绍了“一贯道”的“前人”李二爷为
老太太治病，李见张家财力雄厚，便
声称老太太的病是因为有鬼怪作祟
导致的。一开始，张金焕因为妻子和
妹妹深信李二爷的话，还非常生气，
认为这是李二爷瞎说。但随后，李二
爷与“一贯道”的同伙串通一气，用张
金焕来“一贯道”处看病的机会，在厕
所隔壁的驴棚内安装扩音器，模仿驴
说话，假装驴是曾被张金焕踢过的乞
丐转世，使张金焕落入圈套，最终同
意加入“一贯道”。此后“一贯道”通
过各种伎俩对张家进行欺诈盘剥，
导致张金焕的妻子被点传师奸污后
又遭杀人灭口，张金焕之母也因庸
医的“治疗”而去世，张金焕的妹妹被
骗入道后，也被强奸，张家家破人
亡。解放天津的战役打响后，落败的
蒋匪军军官逃入“一贯道”道坛中隐
藏，并策划进行反动破坏活动。最
终，“一贯道”中的赵大看穿了“一贯
道”的骗人把戏，将“一贯道”的反动
行动报告公安机关，“一贯道”反动组
织被彻底铲除。

这册连环画共设计绘制
了张金焕、张母、张妻、张淑贞
（张金焕之妹）、王妈（张家保
姆）、李二爷、师娘、点传师、
“一贯道”道长、乞丐、赵大、

李老三、夏山难、李老五、蒋匪军官、勤务
兵、临时岗、王炳汉（张家司机，后加入解
放军）、工人、人民解放军、警士、公安局工
作的同志，以及各类人物三十余人。每个
人物都造型生动，特征明显，还配上相关
对话，体现人物性格。

整册连环画从“张母看病”到“厕所
听到驴说话”，从“神坛治病”到“飞刀斩
妖”，从“张妻被骗被杀被焚烧”到“张淑
贞被骗被强奸”，从“解放天津”到“一贯
道覆灭”，多个情节紧密连接，环环相扣，
扣人心弦。朋弟以精准的人物造型、巧
妙的环境描绘，将张金焕家、“一贯道”道
坛、天津城市风貌、街巷、室外建筑、室内
装饰描绘得无不惟妙惟肖。人物造型以
国画白描的方式绘制，衣纹略加线条表
示明暗面，这种画法类似于的《点石斋画
报》和天津的《醒俗画报》等早期报纸图
文并茂传播信息的手段，但是建筑内部
和室内桌椅板凳的画法又全都符合透视
关系，明暗面分明，绘画手法又全是西洋

画的方式。但是朋弟以线条排
列的方式表现明暗面，这种表现
明暗的线条与表现人物的白描
线条结合在一起，所以整册连环
画的风格十分统一，一点都不显
得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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