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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作品专版

正月十五闹完元宵，就到了二月二龙
抬头，然后是春分、清明……春天的脚步已
经越来越近了。压满枝条的迎春花开了，
婀娜多姿的柳树绿了，盈润饱满的玉兰花
芳馨争艳，挤满了枝头——一年中美好的
季节到来了。
“微风花乱落，小雨草丛生”，张伯驹先

生的词，写的正是这个时节。这个时
节，恰是人们出外赏花、踏青、扫墓祀
祖的最好选择。

我一直相信人是有灵感的。比
如，这几天我就总会梦见父亲。特别
是昨天的梦，婉转回复，在脑海中，迟
迟不能逝去。我心里明白，这是思念
父亲，也知道父亲在想念我们，两厢彼
此之间都在深深地牵挂。

父亲今年应是103岁了，但是梦中的他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矫健硬朗，还是80岁
时的模样。父亲站在屋子中央，先是练太极
拳，舒缓潇洒，姿态优美。又见双手把那根
当眼睛用的拐杖，高高举过头，前后左右来
回反转了一阵。父亲的一招一式，都有板有
眼，这是父亲强身的法宝，也是他放松身心
的一种方法。

父亲年轻时练过功，很多人都不会相
信，说这么一个文弱的老人，怎么可能会武
功？但是在父亲的日记中，我确实见到了某
日某天习武的记录，也从伯父的书信中得到
过印证。

父亲向我走来，拍拍我的肩膀，说：你也
得练练！不必全学会，几个动作就行，对身体
肯定有好处！父亲知道我的腰椎不好，他叮
嘱我多锻炼，注意身体。我呢，就跟在父亲后
面，照葫芦画瓢地模仿起来。

忽然，父亲以一身京剧小生的装扮走过
来，我记得这是他在燕京大学演《春秋配》时
的扮相——饰演的是戴着公子巾、身着长衫
的李春发。父亲从很小就“迷”那公子巾，以
为非常好看。我正想问父亲：怎么这个打
扮？就听见父亲说：把那琵琶和三弦拿过来，
让我摸摸。

父亲酷爱京剧、曲艺和民族乐器，最爱
听的是反二簧。还是在上世纪40年代，父

亲在燕京大学读书的时候，一次，中文系开
联欢晚会，让父亲操琴，开始他本不知谁为
歌者，所歌何曲。临开场时，才知道是张伯
驹先生要唱西皮慢板，等到一开口，父亲才
明白唱的是《空城计》中，“我本是卧龙岗散
淡的人”一段，这是张伯驹先生拿手的一段
余派唱腔。当时，父亲对最能衬托余派唱腔

风格，而备受推崇的李佩卿琴师的路数十分
熟悉，故配合起来很有默契。有人怀疑父亲
与张先生曾事先预习配奏过，实则全非。还
有一次，张伯驹先生出演《打渔杀家》中的萧
恩，潇洒不凡，而父亲自幼专工月琴，就为之
陪奏。这件事，父亲从未和张先生提起过，
或许张先生最终也不知道。父亲曾有句云：
“一曲空城歌散淡，佐清弦、谁记琴师在。”说
的就是以上两件趣事。

我告诉父亲快过生日了！父亲却马上问
我：答应我的事呢？

我答应了父亲什么事？懵懵懂懂中，睁
开了眼。

那是凌晨刚入丑时之刻，我紧紧贴着父
亲的脸颊，然后俯在耳边，说：一定会好好整
理您的著作，让您安心、放心……

梦，就是思，就是念——魂牵梦系。我既
感慨，又惭愧。父亲有诗“若使神龙睛再现，
三坟五典九为丘”，想必就是他念念不忘、割
舍不掉的一生的执著追求吧。

每到这清和丽日，就离父亲的诞
辰不远了。父亲的诞辰是三月初四
日。每年值此嘉辰，全家聚在一起都
要为父亲祝寿、送上生日礼物，他都会
十分高兴。父亲常对友人戏言：他本
是天上西王母蟠桃会（三月初三）上
人，只因“平视”仙女，被王母娘娘谪下

凡尘，故降生于三月初四。父亲还以此撰有一
段诗话，十分有趣。

或问于余：君之生朝何以为三月初四？余
作七言八句示之，仍不解，因更晓之曰：此事唯
王母娘娘知之。某年上巳嘉辰，人间右军挥毫
序褉，天上大开蟠桃盛会。余亦座中仙真也。
见其侍侧一女仙殊绝，因注目焉。王母有觉，即

谪余下凡，故落世已为次朝矣。后仙姝
思余且病，王母大忧，复遣召余，余效刘
禅语答之，王母闻报咨嗟而言曰：那得有
此痴儿。余亦终不赴，故至今犹驻世
耳。余述罢，客大惊曰：原来君是有来历
人也！余曰：子今日方知耶？

回忆在2012年仅有的5个月时间
里，除了出书、口述撰文外，父亲作了40
多首诗，有赞《老残遊记》的“风入松”，有

给《小站练兵图集》写的诗序，有嘱侄辈代祭于
四兄墓前诗，有奉和津南区《海河柳》第六届联
谊会诗，有给恭王府壬辰春社海棠雅集喜赋的
俚句……其中也有给我写的一首《壬辰四月初
七夜口占小诗与伦玲》诗：

似曾相识汝昌周，有女中郎善策谋。
梓得一编八面鉴，遗珠漏网待寻求。
这是当天很晚时分，父亲口述下的一首

诗。随后又与我商量再续赏析诗词《千秋一寸
心》，并且列出了篇目。

父亲对我抱有极大的期冀，我应该也必须
更加努力，方不辜负他的“著书功业千秋响，伏
枥胸怀万里游”之志。

清明到了，我会捧着鲜花去拜望父亲，我要
把每一本新书都带去，放在他的面前，我要告诉
父亲：“管甚云头雨脚，且留意、千秋著作！”

父亲说过：清明节是一年开端之后，一个真
正“旧”“新”交替进展的标志，从此前瞻，好景无
穷，生机方在展开而旺盛。

家里有只老辈儿传下的粗碗。碗的外沿潦草地画了
几笔正被风刮的草芥，用笔潦草，好像是当年满腹心事着
急下班的年轻画工，正描画着时天上突然落了雨，便草草
地收场了事。这只碗，历经家族不断扩大收缩潮起潮落，
竟在没刻意保存时不破不损，成就了一个家族传奇。
心血来潮地把放在客厅显著位置的钧瓷瓶，

换成大粗碗。聚光灯聚焦，碗上那层已泛黄的老
釉骤然焕发神采，变身拙朴的艺术品。碗沿上那
淡蓝色粗粗细细的线条，也浸满浪漫气息。

前几天，母亲来电：家在城东偏远乡下的
祖坟，因城市扩建成为楼盘地基，曾祖父、曾
祖母、祖父、祖母的坟，都要迁往临高速路的
岗坡地里。

阳光明媚的早晨，一家人来到几台挖掘
机正轰鸣的工地上，凭记忆将曾祖父、曾祖母
以及祖父、祖母的棺材起出。虽对这次见面
做了充分准备，却在打开有些发烂的棺材时
几乎晕厥！只经五六十年、三十年的光阴，没
谋过面或曾谋过面的曾祖父、曾祖母、祖父、
祖母已化身白骨。家人小心翼翼地将先人骨
殖一一收进骨灰盒里。
车慢慢启动，行驶在已姹紫嫣红的街上。
与当年埋祖父祖母时的庄稼地相比，现

已繁花似锦，绿荫成行，不复往昔，光阴像东去的汤汤洹
河，已悄悄溜走三十年。
三十年，我从像柳芽般的少女，蜕成有张山核桃般脸的

妇人。儿子也已在磕磕碰碰中长大成人；祖屋已换了主人，
老院子似乎已将记忆抹去，唯留下两个扣门的铁环，有时还
会在深夜响起；半夜爬上树梢的半个月亮，静悄悄由东向西
推移。三十年，我想，逝去的已永远逝去，还没逝去的正在
逝去。三十年，经历的烦躁、不安、失败、光鲜、泪水和笑脸，
执拗和顾盼，在时光中轮流展现、变幻和推陈出新。

感到太快了，好像上午才蜗行牛步地去菜市场，晌午回到
家做饭时已是十年后的某个冬天，快得有点让人来不及思念。
曾祖父母以白骨的存在形式乘车前往，完成一次安静

和平的家族迁徙。这有点意外的见面不免重勾思念。我们
这些后人，并没有意料之中的呼天抢地，甚至于眼眶里没有
一滴泪水，只是以令人窒息的沉默作为怀念的延续。时间
像个魔鬼，从我们身上抽去了伤心、怀念和诸如此类的伤
感，能与自己的曾、祖父母一起坐在前行的车里，怎么都该
觉得是种幸福。

猛然间，想起那只老粗碗。看似空空洞洞，却分明盛
满着几代人的生计，那是我贫穷善良的祖辈们，为之奋斗
来的饭的味道，它盛着难以下咽的粗米野菜，而被他们日
日咀嚼，最终在我们这代苦尽甘来。它所偶然盛过的一
顿奢侈的饭食，可能对现在人来说都会不屑一顾，即使是

这种难以下咽的食材，一个家族却能传承、繁
衍，将家族最优秀的基因好好传留在我的身
体里，整日为梦奔忙。这一切，可能会有这种
或那种原因，但我想，最不能忽略的，一定是
我曾长期端过这个碗，吃过这个碗盛过的饭!

他们活着的样子在我内心生了根，扎进
了我的肌肤、骨髓和胸腔里。如没有楼盘的
开发，我宁愿永远将他们如今的样子忽略。
原以为埋入地下便是永别，却发现他们在我
的思维和目光所及之处竟没走远，只是换了
生存方式，并以这种方式，为一个家族的繁
衍做着最真实的证明。

我之所以长成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
子，之所以是这个性格，而不是那个性格，原
来都是由有血有肉的祖辈们传承的。没有他
们，没有他们的远去，就没有今天的我，这才
是最本质的奠定命运基调的既往源头，是立
身之本，是生命之根。其他包括能力的见长

和下跌，成功奋斗和名利兼收都可忽略不计。他们把一
个家族健康的血脉、性格和爱，全部赋予你，并让你将立
足于世的资本传承下去。

想想名利这些东西，得到又能证明什么？这些抓不
住、留不住的身外堆积物，随着斗转星移、时空变幻都将
成为空。空到无限大，空到空空洞洞，成为比天上的星星
还多的宇宙尘埃……倒是先人们的存在，真实得令人震
惊，即使成为白骨，也能破解一切信息。

幸好，不知经过多少偶然，这只无意传承的老碗历经几代
传递，最后被我收藏，像是一场挥汗如雨劳动后的收工仪式。

黑夜是白天的母亲，现在是过去的连接。我相信，一
切所发生的都有某种意义，那么上天让我成长在这个家
庭，就是为了有一天得到这只碗，再将之传承。

无限敬畏。
我想，即使每天将这只老碗举过头顶也不过分。这

只碗就是一把钥匙，只要它在，我就会无数次穿越宇宙洪
荒的历史和未来。

本版插图 张宇尘

回想2020年，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异常艰难，多少逝去的生命
都被定格在庚子年。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敬重的小学音乐教师
孙老师，也在去年的11月24日仙逝。
我是在老师去世的次日，收到家属的微信讣告，之前得知老师有

些褥疮，我就隐约有些担忧。上了年纪的人，最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摔
跤，以及别生褥疮。万没想到，才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老师便离开了
人世。尽管孙老师是以92岁高龄谢世，已算长寿，但我依旧没敢将
这个消息告知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也对孙老师记忆犹新、格外尊敬。
2012年9月6日，《天津日报》曾刊载过我的一篇散文《谢谢您给

我的韵律世界》，这篇文字就是献给孙老师的，而那时，我和孙老师已
经“失联”达数10年之久。事实上，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从小学二年
级初识，到六年级毕业，在人生接受基础教育最重要的5年时光里，
孙老师不仅为我们开启了一道神奇之门，赐予每个孩子唯美记忆、聆
听世界的耳朵和读得懂音乐的心，更告诉我们“机遇总是给有准备的
头脑所设置的”“不要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要兼具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这些至今仍很先进的理念，是人生无法计量的财富，令
我受益终生，常怀感激之情。
这种感激不知不觉变成动力，让我在茫茫人海中寻找老师，终于在

2014年，我找到了几次搬家，从市里迁至近郊的老师。那天，阳光明媚，
风和日丽，我的先生陪同我一起探望了老师。说出来有些令人不敢相
信，别看已经30年未曾谋面，我和老师都是第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孙老师的腿似乎有些问题，起身需要扶着椅背，所以我执意让老

师坐着。当我和新婚的爱人恭敬地坐下后，老师满面慈祥地坐在圈
椅里，用那双依然目光炯炯的眼睛，笑眯眯地打量着我们，那神情很
像是看着女儿和女婿回家的长辈。
直到这次探访，我才得知，原来孙老师并不是学音乐出身，他原

本是学教育的。怪不得他的教学理念如此超前，给我们的帮助已远
不止是音乐层面的提高，而是素质全面提升的机遇。他不是授之以
鱼，而真的是在授之以渔。

没有过多的寒暄，没有虚情的客套，年龄的差距、时间的久远、职
业的跨界、身份的改变，丝毫没有给我们的交谈带来拘谨或隔阂，相

反，更透出一股子亲近与纯粹。在这套普通的一楼住宅内，不知不觉
间，几个小时便在交谈中过去了。临别时，我再次确认了老师的住址，
心想，以后再来探望的机会不会太多，但一定会用其他方式经常问候。
在后来的日子里，逢年过节，我都会快递一点时令物品，或心血

来潮时为老师订上一段时间的鲜花。在当今社会，这真的只是轻轻
的一声问候，但却蕴含着我深深的祝福。
教师，本就是崇高的职业，而相对于大学教授、中学教师，小学老

师更应当被格外尊重。因为小学这段时光，是在为日后学生们立德
立功立言，塑造健全的人格、奠定坚实的基础。一些成名成家的人士，
大多会侃侃而谈自己的博导、硕导，却鲜少听说将其成功归结于小学老
师的教诲。当我把孙老师离世的消息发到同学群中，大家都以短信、微
信的方式，表达出一如既往的尊敬与仰慕：
“对我来说，孙老师不仅是一位教授音乐和音乐欣赏启蒙的老师，

更是具有启发民智影响的老师。走好，后会有来者。”
“我对孙老师最深刻的印象，是那身永远笔挺的浅灰色中山装、深度

数的黑框眼镜，如果我们上音乐课迟到了可以不用喊‘报告’……告诉我
们写不写作业不重要，而一定要每天执著于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
“第一份工作是在市教育局直属某师范学校担任电教中心老师（人

生充满意外），那个时候，我们学校音乐专业主任于老师，对孙老师赞誉
有加。”……

当我把同学们的话一一转给老师的家属时，他们也非常感慨，并将收
到的老师学生的微信也转发给我：“还记得当年咱们上音乐课的情
景吗，我们在电化教室外排好队，里边孙老师的钢琴一响，伴着音
乐走进教室。记得那时同学们特别爱上孙老师的唱歌课，孙老师
的教学水平相当高，除去上课教学，孙老师还组织有才能的同学独
唱、大合唱，还有器乐合奏。带领大家多次参加各种演出。回想起
来，那时的教育方针还真是德智体全面发展。至今，我仍记得并会
唱小学音乐课所学的每一首歌，什么‘风在吼，马在叫……南山岭
上南山坡……小三娃放学后，一把镰刀拿在手……对面介沟里流
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再有就是学会了识简谱和乐理，
这为我日后学习声乐和器乐打下了坚实基础。如今碰到好多同龄
人不会识谱，不知小学音乐课老师是怎么教的。现在老先生走了，
感恩他带我走进音乐殿堂，给了我精神世界的美好享受。愿先生
一路走好。”

先师音容，笑看人间桃李；厚德育人，慈怀护佑晚生。这幅挽联，并
两大簇洁白与金黄的菊花花球，静静地陪伴着孙老师那张微笑的照片。

这世界，每分每秒都有人出生、去世；这人生，每时每刻都可
能在相遇、辞行。人与人的相识，也许是注定的遇见，但生命的
价值，却总在别离时凸显。

那个傍晚 救护车的笛鸣
呼啸在街巷中 那急闪的车灯
像极了儿女们惊恐的眼神
欲从死亡的边缘追回自己的亲人
那个傍晚 车轮有情
纷纷为生让路

那个傍晚 秋意骤凉
不仅老人的脉搏听不到了
就连子女们的心跳
也被急救室的脚步拉向悲痛的深谷
那个傍晚 秋夜无情
似要吞噬我至亲至爱的岳父

那个傍晚 老人突感不适
或许 那是他90年来
最为痛苦 最难以面对
却又必须割舍亲情的一个傍晚
夜幕落尽 岳父的双眼
也悄然闭合 不再有表情的脸上
干枯两滴冰冷的泪珠

岳父再也唤不出我名字的
那个傍晚 秋风变寒风
静止的心电图 拔掉的输液器
蒙上白色床单的病床
从那一声声再无应答的呼唤开始
拉启了一首挽歌的序幕
那个傍晚 我刚刚还紧攥着的
一双温暖的亲人的手
怎么突然间就冰凉刺骨

那个傍晚 岳父有话要说
对老伴儿 对子女 对隔辈
其实他最想说的话早已说过
90岁的人生路 多么漫长

他走得清清爽爽 干干净净
那个傍晚 他让儿女们
感受到失去父爱的痛苦

那个傍晚 我看到岳父
面对生命的无望与留恋
他淌泪的眼神里 映现出
河北老家的村舍与城市熟稔的街区
他操持一个家 疼爱每一个晚辈
用一双手撑起风雨的天
直到这双手变得绵软无力
也要让手心里最后一丝温热
传递出爱的遗嘱

30年的亲缘 就从那个傍晚
阴阳相隔 老人虽然不会听到
那首悲痛挽歌的高潮
但是生活不会落幕
亲情血脉也仍将赓续
岳父啊 天堂之上想必不会寂寞
能看到京剧名角儿的戏出儿
也有永远听不腻的评书

葛大穿上崭新的吉服，领
着弟弟妹妹、孩子们跪在一座
新墓前。

葛大起身，点香、叩拜，其
他人依次。葛大斟酒，一脸虔
诚，声音颤抖：
“爹啊，今天您老80岁啦，

儿孙们为您祝寿！”
葛大绕墓碑一圈儿洒酒，

泣不成声。
金箔元宝30副、锦绣冥衣

50套，新奇祭品无数。缕缕烟火
袅绕，老者头像，含笑注视前方。
“噼噼啪啪”鞭炮炸开。清

明雨，无声无息下了。
定是孝心惹哭老天爷，围

观村民议论纷纷。
雨越下越大。
屋内，案桌正中摆着“庆”

字，左右悬挂两副红轴：仙乡不
老，佛国长春。面，寿桃，红龟
粿，供品精致，几十支红烛，照亮
整个屋。

几位穿袈裟的和尚，打坐、诵
经，佛音悠远。

临时搭建的帐篷内，厨师忙
碌，二十余桌宴席已开吃。
“葛家好阔气，全村老少都请

到，还不收礼钱。”
“去年村长他娘过90大寿，

也没这排场。”
“儿女特意从外省赶来，听说

葛二还从国外飞回来呢。”
“20年前，福爷要有这条件，

哪会早走？”
村民们嚼着美食，你一言、我

一句地侃着大山。
第二天，儿女们驱车赶到县养

老院。葛大挤到一位老人床边，贴
着耳根，大声说：“娘，我们要走了，
爹的寿诞很热闹，大家都夸。您乖
乖听医生的话，等您80岁，给您办
更气派的寿宴。”
老人眼神空洞，呆望着桌上，

一块吃剩下快发霉的蛋糕。上个
星期，养老院送她的75岁的生日
礼物。
雨一直还在下……

思 念
——写给父亲周汝昌

周伦玲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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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价值总在别离时凸显
刘 薇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两根棒料一堂课
“有三种识别方法。一是听响

声。”冯师傅拿起废料棒，让其从一
米高处自由落地，只听“噗”的一声
响。他又拿起一根合格棒料让其从
同样高度落地，清脆的响声果然与
废料棒落地声音不同。
“听出来了吧？‘铃铃’响的是

45号钢，响声发闷的是废料。这种低
碳钢叫‘铁料’，不适合加工轴，但可派
作其他用场。”

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
器。焦裕禄感叹着，眼前的两根铁棒
在历史长河中翻飞盘旋，化为异国他
乡的两个铁球——

1590年，26岁的意大利科学家伽
利略，和助手登上著名的比萨斜塔，让
一个重十磅和重一磅的铁球，同时从
塔上自由下落。结果，两个铁球同时
落地。比萨斜塔上这一蜚声科学史的
实验，发现了自由落体定律，颠覆了古
希腊著名科学家亚里士多德“重物体
比轻物体下落速度要快些”这一统治
西方学术界近两千年的观点。

从两个铁球同时落地发现科学真
理，到两根铁棒同高落地凭音差可辨碳
元素结构，科学方法的简明实用，令焦裕
禄在感受工业科学奥妙的同时，对吹影
镂尘、精益求精的工业技术敬畏倍增。

辨别两根棒料不同材质的对话仍
在继续。
“二是看切削。”冯师傅将两根棒

料分别在车床上切削，边操作边介绍：
“45号钢出屑很流畅，‘铁料’出屑就
有些黏滞。”

焦裕禄认真察看两种粗看无异、细看
有别的钢屑，连连点头。
“三是辨火花。这种方法更准确。”冯师

傅把两根不同的棒料分别用砂轮打磨，针对
形态各异的火花介绍说：“45号钢棒料含碳
量高，打磨时冒的火花像冬天的树枝，分杈
处又爆出许多细碎的花朵和花粉。‘铁料’打
磨只有一束白亮耀眼的树杈，没有花儿。”

两根棒料一堂课，焦裕禄感受到有实
践经验工人的聪明才智，也认识到科学实
验的极端重要。棒料为媒，焦裕禄认准了
冯师傅，有空就来打下手，像是心怀虔敬的
徒工，又像求知若渴的学生。冯师傅经历
过日伪时期的厂长，也见识过颐指气使的
外国专家，但从未见过焦裕禄这样放下架
子尊他为师的领导干部。焦裕禄搭起能者
为师的阶梯，平凡劳作中的科学精神和方
法，也在一招一式的传帮带中点滴入心。
打那以后，焦裕禄瞅见哪位老师傅有空

儿，就掏出口袋里装的不同型号的钢块，让老
师傅指点怎样识钢型、辨材质。工人师傅们欣
喜地说：“焦主任的口袋快成万宝囊了！”

学习工艺操作技术，焦裕禄如同海边
拾贝，窥见了工业科学的五彩绚烂。他眺
望白帆点点的大海深处，渴望在海上冲浪
中洞悉生产管理规律，从理论与实践结合
上学会管理企业。

一块儿过节
包子铺跟菜馆儿饭庄不一

样。一般的菜馆儿饭庄都有饭口，
到饭口的时候客人多，饭口一过，
也就不上人了。但包子铺没饭口，
从早到晚都一个样，半夜不打烊也
照样有人来吃包子。所以这些年，
高掌柜就定下个规矩，虽说冬天天
短，夏天天长，但一年四季都一样，
只要街上打更的刘二梆子一响，到二
更天，包子铺就上板儿。高掌柜一辈
子做生意兢兢业业，也明白，买卖上
的事无尽无休，钱是赚不完的，还得
细水长流。

八月十五这天晚上，街上的人都
回家过节了。少高掌柜的看看没嘛
生意了，也知道父亲已跟尚先生约
好，要去来子的院儿里过节，就让来
子和小闺女儿早早回去了。小闺女
儿事先已做了准备，去运河边买了五
斤河螃蟹、一条鲤鱼，都在铺子里拾
掇好了。又特意让来子去“月盛斋”
买了几块“百果百饼”，在“天宝楼”买
了点儿鸡爪和鸡脖。晚上回来才发
现，小院儿里还摆了两盆黄白菊花。
一问来子才知道，是尚先生事先让人
送过来的。

天一黑，高掌柜和尚先生都来
了。小院儿里放下桌子，菜都摆上
来。尚先生平时不大喝酒，但喝也能
喝。小闺女儿也能喝一点儿。高掌柜
一辈子没染上烟酒的嗜好，就以茶代
酒。这个晚上天气也好，月明风清，天
上一轮挺大的月亮。高掌柜一边喝着
茶，说起这些年经历的大大小小各种

事，不禁有些感慨。倒是尚先生，一边喝
着酒就笑了。尚先生说，这世上的人分
两种，一种是机灵人，还一种是不机灵的
人。可再细想，这么分也不完全对，说是
两种，其实还不止两种，机灵跟机灵也不
一样。有的人看着挺机灵，遇事也挺机
灵，还有的人看着挺机灵，可真到事儿上
就不机灵了，不光不机灵，干脆还净干糊
涂事；不机灵的人也不一样，有的人看着
不机灵，其实就是不机灵，也有的人表面
看不出来，可真到碴儿上，总能干出让你
想不到的机灵事儿。高掌柜先是让尚先
生的这番话绕糊涂了，再想，就明白了，
用手一指来子笑着说，就是这样儿的。
来子也笑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
觉出自己机灵。

高掌柜说，这一回一回的，咱这铺子
多亏了你啊。

小闺女儿说，前些天的事儿，一个月
咱少说得省几百个包子。

尚先生说，这可不光是几百个包子
的事，后来连城里人都知道了。说着又
笑了，要不是我紧拦慢拦，连大狮子胡同
那边的几家商号，都要合着一块儿来给
包子铺送帐子呢！

尚先生见高掌柜没反应过来，说，那
两个日本人是抬着走的，都觉着解气啊！

17 39 设计封面
这两部连环画作品充分体现了

毛主席所指示的“为人民服务”的方
针，也适应了天津市政府改革“小人
书”、年画等美术作品，从而进一步
影响广大群众的目的，在全国都产
生很大的反响。

1949年、1950年，朋弟还为大
众书店设计了一些通俗文艺的封
面，如杨润身、王雪波作词、张学明
作曲的秧歌剧《俩相好》等。还为
青勃、方健（马际融）合编的诗集
《中国的十月》设计封面，这本诗集
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名诗人歌颂新中
国成立的诗歌。朋弟设计的封面，
中间是火红的四个图案字，四周许
多方格内简笔画着工农兵，用铜版
纸以黄色铺底，上套大红色调火炬，
鲜艳夺目，这是纪念新中国成立的
唯一一本诗集，销路非常好，后来连
印两次。

1950年7月至11月，朋弟还曾为
众城广告社画广告，同时他还在天津
85工人业余学校及天津第十一小学
当文化教员。

1950年12月，与大众书店毗邻
的天津知识书店出版孙景琛所著的
《人的故事》，朋弟为这本书做了插图，
这本书是1937年6月北京知识出版
社出版的《人的故事》的再版，
但再版时朋弟为这本书修改
了封面。

在朋弟的一份自述中
说：“1950年 11月至 12月，
长辛店‘坦克学校’（后改为

第一战车学校），政治部宣传科搞美术
工作。”

长辛店“坦克学校”是指1950年9月
1日在天津大王庄正式组建的中国人民解
放军坦克学校，这所学校的校址开始定在
天津马场，1950年11月移驻北京长辛店
朱家坟（二老庄）。1951年3月22日，改
称第一战车学校。1953年3月24日改称
第一坦克学校。相比于在广告社画广告
和在业余学校当老师，部队的待遇可能更
有保障更具吸引力，这或许是养着一大家
子人的朋弟进入“坦克学校”的初衷。但
部队生活的各种严格要求，对习惯率性而
为的漫画家朋弟来说，也有着各种不便。
所以，在“坦克学校”搞美术宣传工作的同
时，他由于业余搞京剧团的机缘，再次接
触到自幼喜爱的京剧，朋弟的人生再次转
了一个弯。

1951年4月3日中国戏曲研究院的
理论研究部门成立，同年12月，朋弟进入
中国京剧一团（一说“中国戏曲研究院青

年艺术剧院”）工作，大约一年后，
朋弟调入中国戏曲研究院艺术
处。1955年，中国戏曲研究院成
为理论研究性质的专门学术单
位，朋弟随原中国戏曲研究院艺
术处并入中国戏曲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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