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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坛深耕

诗笺

一个凝练的称谓
汇集万国建筑异彩纷呈
太多神往迷离扑朔
交织百年沧桑与辉煌

一部厚重的史书
装潢古色且线装
繁体竖排
泛黄老厚
读不尽浮光掠影
烟华旧梦

不想纠结远隔百年的注释
或将古风奥秘读入梦境深处
咀嚼片片传说过往
自恋贵族般情怀

当一切被光阴蹉跎
唯人文气韵穿透时空
百余年
千百篇
仍没有封底

读五大道
焦海梅/文 刘彩霞/图

爱
陈凤鸣/文 任占军/图

严冬
不眠之夜
我与呼啸的北风
促膝交谈
广袤的沃土呀
我种下思念
然后耐心等待
那一声炸响的春雷
悄悄发芽

波斯猫
陈凤鸣

寂静的夜下着春雨
小雨淅淅沥沥
淅淅沥沥
趴在窗台上的
那只波斯猫仿佛听懂了
小雨的旋律
它一动不动两只眼泛着光
一只眼深蓝
一只眼淡绿

当年用过的印刷机
天津学生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合影
左起：周恩来、李宝森、谌志笃

先父生前是京剧票友、曲艺爱好者。
受父亲的熏陶，我从小爱好文艺，对曲艺颇
感兴趣，尤对相声情有独钟。

上世纪50年代，父亲常带我到劝业场
楼上天华景戏院观看天津市曲艺团的演
出，对相声泰斗马三立、相声表演艺术家赵
佩茹、郭荣起、常连安、常宝霆、白全福等非
常崇拜。他们表演的相声段子让我听得如
醉如痴。回家后，我就细心揣摩，进行模
仿；日久天长，也学到了一些皮毛。

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我这个小相
声谜还真有了展示的机会。小学六年级时，
春节前学校组织师生联欢会，我和同学王福
祥搭档报名说相声，模仿的是《戏迷》。我逗
哏，他捧哏。由于我平时向父亲学过不少京
剧老生唱段，上台后还真没怯场。这个段子
讽刺甲吃喝拉撒都唱京剧，既让听众感受到
传统艺术的韵味，又在令人啼笑皆非的“包
袱”中开怀。如戏迷上船摆渡过河，想起了京
剧《讨渔税》中萧恩的唱段：”父女打鱼在河

下，家贫哪怕人笑咱。叫一声桂英儿，你掌稳
了舵，父把网来撒……“我的表演逗得听众笑
弯了腰。

我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建筑工人，在工
作中结识了于师傅。他原是一名专业相声演
员，后下放到工地劳动。交谈中，他了解到我
喜欢相声，就收了我做徒弟。此后的三四年
间，我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住在南市的于师
父家学相声。先从嘴皮子练起，如《绕口令》
《报菜名》《地理图》《大保镖》等。师父要求很

严格，面对窗户纸练贯口活，嘴不能喷唾沫星
子，窗户纸不能湿。所有段子都是口传心授，
师傅教得很认真，我学习也很用心。大约一
两年的时间过后，我就能和师傅上台演出了。
我和师父彼时是公司业余文艺宣传队成

员，经常在和平区烟台道公司礼堂为建筑工
人演出，还参加了和平区文化馆文艺宣传队，
利用业余时间去和平区的一些企业单位慰问
演出，很受干部职工的欢迎。记得有一年除
夕，我和师父在劝业场附近的和平区文化馆
楼上平台，对着扩音器说了一段《报菜名》，用
大喇叭播放给附近居民和游人听。那次堪称
我业余演出生涯中听众最多的一次了。
弹指一挥间，又过几十年。如今，我已是

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然而，那份儿深厚的师
徒情谊仍长留心底；当年参加和平区文化馆
文艺宣传队的业余演出生涯，至今记忆犹新。

文/吴凤桐

忆起参加文艺宣传队的那些事儿

井清江生于1946年，中国民间文
艺家协会会员。井先生爱好广泛，不
仅擅长绘画、雕塑、篆刻和摄影，且在
京剧、曲艺等方面也有很高的造诣。

井先生古稀之年依然在艺术上
不断探索追求，戏画便是他近年来的
重要艺术成果之一。他的戏画牢牢
把握“虚实相生”这一中国画与戏曲
艺术的共同美学特征，既不受传统绘
画写意、工笔技法的束缚，也不走其
他画家的老路，而是将自己几十年的
艺术实践与对传统京剧的细腻理解
有机地结合起来，将雕塑、篆刻的技
法大胆地融入绘画之中，把京剧的脸
谱、服装、功架生动地表现出来，使之
成为对戏曲的再创作，努力达到中国
画“意境”与“戏韵”的完满结合。他
把宣纸当作一座小戏台，笔下的戏曲
人物有血有肉，形象生动，活灵活现，
老生稳重大方，小生英俊潇洒，旦角
妩媚动人，花脸气势豪迈，丑角机灵
诙谐。无论是京剧业内人士，还是戏
迷票友，甚至很少接触京剧的朋友看
到他的戏画都爱不释手。

井清江非常支持和平区主办的
“和平杯”中国京剧票友邀请赛。每
次决赛期间，他都义务充当“编外记
者”，跑到排练场和决赛现场为参赛
选手拍照，还热情地为“和平杯”中国
京剧票友邀请赛专刊绘制封面和插
图，为弘扬京剧这一中华民族的优秀
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文/贵翔

丹青戏韵 笔墨有声
井清江戏画赏评

1919年6月下旬，初夏时节，五四运
动思潮涌入的天津南开校园里，国槐的花
蕾也才冲破束缚，悄悄地探出个头来。

年轻主编周恩来

五四运动爆发后，天津学生联合会为使
反帝爱国运动深入持久地向前发展，决定建
立自己的舆论阵地，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
报》。要办好这份报纸，还要办得有分量，就
急需一位恰当的负责人，天津学联负责人谌
志笃和马骏几番考虑，目标都指向了同一个
人——这人留日归国的时日不长，还没有在
南开大学正式入学，但他在留日前是南开学
校优秀的毕业生，先前也主办过《敬业》和
《校风》，才能是人所共知的。

几天后，一位意气风发、儒雅帅气的年
轻男子应约来见马骏和谌志笃。“《天津学
生联合会报》是非常必要的，要想学生爱国
运动能坚持下去，必须注意爱国教育。同
学们既然需要我编辑学生会报，我愿与大
家共同努力，负些责任是义不容辞的。”他
这样说。三人一番详谈过后，他欣然接受
了天津学联的邀请，并决定担任《天津学生
联合会报》的主办人。他，就是周恩来。

筹备办报解诸难

那一年，周恩来年仅21岁。办报是个
苦差事，尤其是在当年的社会环境下。一
无经费，二无纸张，三无印刷厂，四要向当
时的警察厅立案。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周恩来还是义无反顾地开始主持《天津学生
联合会报》的创刊筹备工作。

办报需要经费，他就带领天津大学生们
举行话剧义募集，在一群年轻人的卓绝努力
下，纸张、印刷、出版等诸多问题，也在一个多
月的时间里，逐个解决了。当时，筹备组可能
是考虑到报纸的制版和印刷等环节的便利，
最终选定了南市协成印刷局旁的一所小楼，
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办报场所，编报
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在发刊前，为扩大宣

传的影响力，1919年7月12日的《南开日刊》上
发表了周恩来起草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
旨趣》，其上宣示：该报将“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
表一切主张”“本‘革心’与‘革新’的精神”立为主
旨。什么是革新？就是要改造社会。什么是革
心？就是要从改造学生自身的思想着手。”

革心革新是主旨

1919年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创刊号面世，刊发社论《革新·革心》，明确提
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口号。该报旗帜鲜
明地倡导新思潮，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
胜利及其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情
况，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
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抨击封建礼教，提倡科
学、民主和改革，号召青年及各界人士持续不

断地向旧势力进行不懈地战斗。
这篇社论发表后，天津各大报纸纷纷转

载，引起很大的社会反响。撰文者正是《天津
学生联合会报》的主编周恩来。时任天津学
联负责人的马骏看后，兴奋地说：“这篇社论
真带劲!这比我们站在几千人面前大喊一阵，
可有用得多！”

笔做刀剑文锋利

原来，自日本回国后，周恩来就参加了五
四运动，全力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斗争，
并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在主办《天津学
生联合会报》期间，周恩来充分发挥报纸的舆
论阵地作用，大力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及
其影响下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情况。为
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周恩来倾注了巨大
的心血，从汇集新闻到组织文章，从排版到校
对，都由他直接主持；重要的报道和言论还亲
自执笔。因此，周恩来经常夜以继日地工作。

同年8月初，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
马良悍然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
国运动，并且捕杀了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
云亭等3人。消息传到天津，爱国群众人人
义愤填膺，学生运动重新高涨起来。6日，周
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
力》一文，大声疾呼：推倒安福派……天津学
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

10人赴京请愿。8月23日，她们和北京代表
15人一起遭北洋政府军警逮捕入狱。周恩
来连夜赶编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号外，
舆论声援被捕的请愿学生。一批一批群众积
极响应，要求进京请愿。

坚持宣传新思潮

创刊之初《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为日刊，
对开四版，发行量最多时达2万余份，受到天
津学生和各界人士的欢迎，也不断地接到大
批订单。由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越
来越大，反动当局十分恐慌，曾于1919年9
月22日以所谓“于公共安宁秩序，显有妨害”
的罪名查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经周
恩来等人据理力争，《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又
于同年10月复刊。周恩来在《复刊布告》中，
进一步阐明了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国际共
产主义运动新思潮的决心。
时间追溯到百年前，在南市荣业大街34

号那座不起眼的小楼里，《天津学生联合会
报》共出版了100多期，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战斗性和可读性，在社会上享有极高的声
望。行销天津、北京、上海、南京、保定等地，
被广大读者视为反帝反封建爱国斗争的号
角、旗帜，“全国学生联合会报之冠”，成为天
津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之一。
如今，《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旧址上建起

了繁华的南市商业街。革命先辈以笔为利
剑，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革命故事在历史上
永远地留下了印记，熠熠生辉。

文/刘彩霞

以笔为利剑刺破黑暗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与五四新思潮青年

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

的教科书。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
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这
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追
寻红色记忆，回顾波澜壮阔的百年党
史，让革命光辉永世绽放，本刊从本期
开始特别推出专栏“讲好党的故事 传
承革命精神”，将精心编撰与和平区红
色遗迹有关的革命故事，传承革命斗
志，弘扬革命精神。

周恩来与马骏（《觉醒年代》剧照）

当年出版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一）

《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报社遗址
位于南市原荣业大街34号（原

建筑物已不存在）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上接第17版）领导干部特别是区级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深
学一层，潜心自学、专题研学、调研导学、参观思学，以“严”和
“实”的标准要求，发挥“模范班”的示范引领作用。当前，和平
区的党史学习教育、疫苗接种、“大招商”“大服务”推动“大发
展”等各项工作都在全力推进，要将参观学习中的体会转化为
工作动力，把党史学习教育的落脚点落在对共产主义信仰的进
一步坚定上，落实在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上，落实在指导各项工作在全市做“示范”、争
“旗舰”、创“品质”上，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更好地激发全区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和拼搏奋斗精神，用改革发展稳定的实际成
果彰显学习教育的成效，确保“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坚定理想信念 守牢初心使命

（上接第17版）
区委书记贺亦农在发言时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以此次市委宣讲团宣讲为重要契机，抓紧抓实党史学习教育这
项重要政治任务，按照“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的目标要求，深刻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自觉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
忠实实践者。要创新内容形式，推动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
基层、深入人心，讲活历史故事、用活红色资源、搞活教育形式，
统筹各级各类媒体资源，唱响新时代的主旋律、汇聚新征程的
正能量。要高位统筹推进，把学习教育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对天津工作提出的“三个着力”重要要求、亲临和平区作出的
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把学习教育的落脚点，放在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真正把学习
教育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在开展“大招商、大服
务”、国家卫生城区创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工作中，
体现新担当、展现新作为，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100周年。

传承优良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