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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快到了。近
来总是回忆起这位伟大的数学家，他对中
国数学发展、国际交流的贡献载入史册。
他的睿智、深邃、幽默，对我们后辈的关怀，
一生铭记。
我第一次见陈先生是在1986年。我

原在兰州大学，1985年从美国回国后，杨振
宁先生从香港打来长途电话，让我次年6月
7日去北京见他。在北京饭店见面后他问
我，是否知道陈省身先生，我回答知道，但
没见过。他说陈先生在南开大学办了数学
所，委托他建理论物理研究室。杨先生想
让我去南开做实际工作。中午杨先生带我
去餐厅，忽然他站了起来，是陈先生、陈师
母进来了。杨先生介绍说，这是葛墨林。
陈先生马上说，就给你办手续去南开。我
回答说，调动还要办户口、粮食关系、行政
关系，麻烦着呢。陈先生说，那你先来南
开，其他事再说。这是我第一次见陈先生，
觉得慈祥、面善，耳朵特别大，佛像。
1986年8月到南开后，我去拜望陈先

生，请他指示南开数学所理论物理室应该怎
么办。陈先生说，他办所的原则是九个字：
“少开会，无计划，多做事”。问起研究方向，
他回答得很简练：“就做振宁的方向，谁不
做，谁就走。”陈先生的关怀很细微的。记得
我八六年刚到南开，母国光校长特批了房
子。我见陈先生时，他说以后有事给我电
话，我随口说，家中还没电话。过了约3天，
学校来人在家中装了座机，那时装电话不是
容易的事。安装的人告诉我，是陈先生特
别指示的。其后陈先生还亲自关心我调动
的事。理论研究室每年举办国际学术研究

会——这是按陈先生、杨先生指示，我们研究
中遇到问题，就把国际上这方向的一流专家请
到南开，专门讨论。陈先生总是寄信给香港王
宽诚基金资助国外学者的部分国际旅费。

理论研究室沿杨振宁先生指导和研究方
向，在陈先生支持下，迅速踏入国际行列。我
们招收的研究生多数来自东北师大、兰州大
学、湖南师大等，他们的特点是爱国、爱物理、
为人厚道，当然英语都不太好。在二十几位毕
业博士生中，现有六位获长江杰青，其中一位
当选中科院院士，三位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这些成果是改革的结果，陈先生创立的学
术特区，以全新管理模式，促进了学术进展。
陈先生在我们群中被称为“老太爷”，他常有
独到见解。比如我们同他谈话时常说“培养学
生”“教好学生”。他说：“学生不是教出来的，
好学生是学出来的。”教师帮助学生成长，好学
生要自己好学，努力学，有悟性。同陈先生谈

多了，我们总结出
他有关成材的“公
式”：兴趣—勤奋—
悟性—创造—机遇
—成才。

陈先生常常有超越我们的思维。有人请他
给青少年题字，他马上写了“数学好玩”。他让
我们每人简短介绍一个数学分支，分给我的是
“规范场”。整个十二份草稿，他逐字修改后印
成了数学挂历，他题字“数学之美”，自己出资印
刷后分送给朋友。有趣的是寄给他的好朋友、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彭桓武先生，竟寄
“丢”了，彭先生特别来信息催要，重寄才收到。

陈先生曾任职南开教授，上世纪40年代
主持中研院数学所，后来创立了美国数学所
（伯克利），退休后回国创立南开数学所，极大
地推动了我国数学发展同国际的交流，现在
活跃的中国数学家许多都得到过他的帮助。
他促成2002 世界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
他向上写信促成国家投资建立了南开数学所
大楼（现定名“省身楼”），当时是国际上唯一国
家投资建的数学大楼。而自己却克勤克俭，
他去香港领取邵逸夫奖时，借了女婿朱经武
教授的皮鞋穿，会后还给朱教授。直到去世，
身穿一条旧绒裤。他将邵逸夫奖奖金全部捐
出，在通知了接收单位后，总的一算，竟然捐
多了，自己还垫了钱。他给数学所买过四辆
汽车，便于国际会议时国外学者方便出行。

数学所大楼从设计、审批、施工，他亲自参与和
监督。遗憾的是他没看到大楼的落成。现在
每当进入一楼大厅看见陈先生塑像时，总觉
得他就在天上注视我们的一言一行：做学问
严行严律，“立足南开，面向全国，放眼世界”。
国际著名科学家非常敬仰陈先生。到南

开数学所开会的，到北京访问的，纷纷到陈先
生住处宁园看望他。英国皇家学会前会长阿
提亚爵士有一次来南开，不巧陈先生去美国
未遇。他要求在陈先生画像前专门留影纪
念。世界数学联盟前主席法捷耶夫院士每次
来南开，必去宁园与陈先生共进下午茶，谈论
数学进展。杨振宁先生每年从北京来看望陈
先生，有一年来了四次。彭桓武先生看望陈
先生就住在宁园，陈先生陪他吃无糖伙食。
有次约好8点早餐，我提前到了，却见陈先生
和彭先生早已谈得开心。陈先生给彭先生讲
几何拓扑，彭先生给陈先生讲量子力学。二
老认真交流讨论，让人感动。

陈先生是公认的伟大数学家，他开创了
整体微分几何这一新领域。他是杰出的爱国
者，为改革时期我国的数学发展作出巨大贡
献。经他介绍出国工作交流的中国数学学者
数以几十计。他对朋友真诚相待。解放前，
上海有的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当时在上海交
大的地下党员胡国定逃出上海，到天津后由
陈先生出面，让胡先生任职南开大学。胡先
生在解放前负责从天津转送地下党员去解放
区。后去苏联留学。曾任南开副校长，首届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帮助陈先生创
立南开数学所，是我们尊敬的老革命。

陈省身先生逝世快二十年了。我们老觉
得他还在省身楼和宁园之中，还在督促、期
盼、激励我们，我们未敢懈怠。

陈省身先生不朽！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南开大学陈省

身数学研究所教授。）
题图：本文作者（左）与陈省身先生合影

忆陈省身先生几件事
葛墨林

2019年11月8日，纪录片《天津往事》执行
总导演张玲发来短信：“明天拍摄张太雷的外孙
冯海龙。他听说您也在咱纪录片里，想见见您。
您明天中午有空吗？”次日中午，我们在天津大学
见面了。聊起先烈们的往事，我说，您的外祖父
张太雷在五四运动取得阶段性胜利后便离津赴
京了。人们知道的原因大都是受命为李大钊做
俄文翻译，而不太知道的是，他还被李大钊派往
长辛店，同邓中夏、张国焘等在劳动补习学校工
作过。冯将军问我怎会知道这段人们“不太知
道”的往事。我说我看过资料——“1920年12
月9日，在长辛店正式召开劳动补习学校筹办会
议，邓中夏、张太雷等4人出席会议”。我说我还
去过那所学校，在那个不大的校院里遇到且做过
一点非同寻常的事情。他便好奇起来……
长辛店，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北端起点

而闻名。这里最早的铁路工人出现于1897年建
立的卢（卢沟桥）保（保定）铁路“卢沟桥机厂”（后
于1901年扩建并更名为“京沪铁路长辛店机
厂”）。“五四”后，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
运最早的地方。1921年五一劳动节，长辛店一
千多工人隆重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参加大
会的还有市内别的工厂甚至天津、保定等地的工
人。当日正式成立的长辛店铁路工会，系我国最
早的现代工会之一，也是京汉铁路工会运动由北
而南发展的起点。工会成立之前，长辛店于
1921年的元旦先期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李大
钊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动员了很多进步学生前
往补习学校做常驻教员，他们大都为成绩超群的
“学霸”。如邓中夏，小学以头名成绩毕业，中学
列全校前三，据报道他儿时学习笔记现珍藏于雨
花台烈士纪念馆，其知识范围之宽泛、要点标注之精细、字迹书写之工整，
皆令人赞叹。冯将军说，张太雷当年也是“学霸”啊！
为寻觅“学霸”们在劳动补习学校的生活场景，我于2009年带摄制组

前往长辛店。那个夏天，红色遗迹还不像现在这样能够成为热门打卡地，
频询旧址皆无果，路人遥指一公园。到了火车站西侧的公园内，发现有一
座规模很大的“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历史照片和文物展品出人意料地丰
富。我们拍了不少镜头，包括表现当年劳动补习学校的油画。但我还是
特别希望能一睹劳动补习学校的实景。纪念馆同志见我态度诚恳，便提
供了详细地址，并表示会通知工作人员前往接待。
兴致勃勃赶到祠堂口1号，门前果有劳动补习学校的标志和简介。

久未等到工作人员，却见我的制片主任一路小跑拿来了钥匙：“他们太
忙，让咱自己拍，完事锁门还钥匙！”我一边感谢接待方的信任，一边吃力
地打开那把几乎锈透的铁锁。推开大门的那一刻，不禁心头陡然一酸，
呆愣良久，才哽咽着对大家说：“找几把锨，咱们把草除了吧！”满院的草
已将没过我这一米八的大个儿，心中这方向往已久的胜地，竟已人迹罕
至多年了……这，就是我所说所遇所做的非同寻常事。接着，我们便满
怀敬仰敬畏之心，拍了那门、那院、那教室。
当年的教学分日夜两班，日班教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才教工人。那

些年轻的“学霸”抛弃大学学业，跑到这儿来挤在一间小房子里住，连点灯
的油瓶都是从工人家里借来的，一个月拿七块钱生活费，只吃三块钱的伙
食，剩下的几块钱买茶叶、糖果，招待来学校谈心的工人们。对工人大众诚
挚地尊重，赢得了工人的信任，大家不再把教员当成一般穿长袍的先生看
待，彼此不分你我。教员们讲工人为什么受苦受穷，为什么要团结，为什么
要同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资本家作斗争，培养了北方铁路工人运动的第
一批骨干，劳动补习学校开始传出这样的歌声：如今世界太不平，重重压迫
我劳工，一生一世作牛马，思想起来好苦情。北方吹来十月的风，惊醒了我
们苦弟兄，无产阶级快起来，拿起铁锤去进攻……《革命烈士诗抄续编》为
此注释：“这首诗是邓中夏在1921年五一节组织长辛店工人罢工时所作。”
冯海龙告诉我：张太雷1920年10月在天津建立第一个团小组后出

版的《劳报》，也报道过长辛店工人的情况呢。

北方的南纸局，在南方称之为书局。书局要以文明书
局为首创，文明书局大约于1902年由廉泉（字南湖）、俞复
（字仲还）、丁宝书集股创立，俞复任经理。文明书局开办
之初出版了《蒙学课本》七编，由丁宝书执笔，赵鸿雪绘
图，杜嗣程缮写，这是一部最早的小学插图教科书。文明
书局还出版有《说库》60册，《清代笔记丛刊》160册，《笔
记小说大观》500册，此外还有《百花图》卷、《黄山胜迹图》
册、《兰亭序》《黄庭经》等精美书
画碑帖。我就收藏有《说库》数
册及《清代笔记丛刊》中厉鹗著
的《城东杂记》等书。
我还有一张文明书局印制的

《明清名人尺牍墨宝》预约启事，
启事称该书系从扬子鲍春圃、武进庄秉翰、武进庄思缄、霍
邱裴景福、无锡秦褧生、吴兴臧紫伯六位先生数千通尺牍中
精选出的200余通书札，系明清名人尺牍最难得之精品。
这几位收藏家在当时都是极有名的。我只以两个人为

例说明这些藏品之精美。首先讲庄蕴宽（1866—1932），字
思缄，一字抱闳，号云南，江苏武进人。光绪十七年（1891）
科副贡，历任江苏都督、审计院长、故宫博物院理事、图书馆
馆长。江苏聘之为江苏通志总纂。另一位是裴景福
（1865—1937），字伯谦，号睫闇，安徽霍丘（在安徽西部，近
河南省）人，光绪二十年（1894）进士，收藏金石、书画、碑帖
极富，编印《壮陶阁书画录》20卷、《壮陶阁碑帖》64册。当
代美术史论家俞剑华在《中国绘画史》中说《壮陶阁书画录》

是“撮集一家所藏征求事实，辨别真赝，与一般传声抄录者不
同”，可见该书局选择之精准。
明清名人尺牍共分三集，以明代名人为第一集，清代名人

为二集三集。每集分为6册，共18本。本书每集订价二元四
角，三集共七元二角。重点在下面几句话：如果在出书之前预
约，则价格从廉，三集共用洋三元八角，约不到原价之五折，但
要购买预约券时先交二元，取书时再补交一元八角。

为了吸引观者，还将入选该尺
牍人名列表，如明代有祝允明、文
征明、王穀祥、张凤翼、文彭、文嘉、
王守仁、王锋等40余家。清代有付
山、陈亦禧、洪亮吉、查士标、钱大
昕、张之洞、曾国藩等90余家，不可

谓不是名人尺牍真迹大全了。
该尺牍还影印了以下名家真迹，如明代黄淳父、文征明，清

代刘墉、查士标、伊秉绶、王梦楼、翁方纲等数家之作，以招徕读
者购买。我对其中王梦楼写给春岩三兄的信尤感兴趣。信是
这样写的：“春岩三兄年大人阁下，一别倏踰三载，思念为劳，想
同之也。兹曾都转宾谷先生绘三朵花卷子，乞海内闺秀题诗，
欲得两令爱小姐之诗为一卷之冠，属其令妹丈胡香……”但后
边未印出来，吸引读者极想了解此事真相，故极盼购此书。
最后，我还有一个关于文明书局地址问题，一说初建在上

海南京路，后迁至福州路辰字354号。但我收藏的文明书局
启事是“民国十年（1921年）12月 28日，地址在上海棋盘
街”，到底是怎么回事，敬请熟悉此事的同志指点。 早春索句

冰消涟漪现，
地软渗泥巴。
满眼鹅黄柳，
红杏映绿纱。
大野铺翠毯，
白杨绽新芽。
闹鹊补旧巢，
懒羊依暖洼。
一声车笛鸣，
清塘起乱鸭。

踏青剪影
和煦春风拂草翠，
娇嫩野花竞姿容。
麦苗葱茏堪养眼，
桃李芳菲自多情。
三五小雀枝头戏，
一行鸣雁掠长空。

童仔嬉戏无归意，
老翁池畔练身功。

长虹公园即兴
晓日暖暖游人悦，
阔园郁郁鸟雀娇。
燕子翻飞顽儿逐，
海棠初放玉兰凋。
水波涟漪湖光灿，
扁舟悠然橹声遥。
林间秀女翩翩舞，
画亭丝竹入碧霄。

1940年5月31日，英吉利海峡上空大
雾笼罩，海面上出现了一支奇形怪状的舰
队，有商船、汽艇、救生艇、拖网渔船、游艇，
甚至一些不知道算什么种类的船，它们组
成的舰队阵列延伸超过8公里，横跨海峡
从英国东南部港口向法国行进。驾驶这些
船的人大多数是平民，业余水手、私人船
主、教师、工程师、银行职员，甚至还有学
生。这支不成建制的杂牌舰队为何会出现
在那里，他们在执行什么军事任务？参与

这次行动的人们并不知道，
他们正在创造一场二战史上
的传奇——从1940年 5月
26日晚到6月4日上午，历
时10天，行动代号“发电机
计划”，史称“敦刻尔克大撤
退”。本周推介的佳片就是

改编自这场重要历史事件、2017年上映的二
战题材影片《敦刻尔克》。

距敦刻尔克大撤退半个多世纪后，一个
25岁的英国伦敦青年和朋友一行3人，驾驶
一艘小帆船，再次重温了敦刻尔克的营救路
线，并萌发出要拍一部关于敦刻尔克电影的
想法。他就是本片导演克里斯托弗·诺兰。
诺兰的祖父曾经是一名飞机领航员，二战时
牺牲，葬在了法国。从小对敦刻尔克故事着

迷的诺兰，决定展开一场重温敦刻尔克的旅
程。但是没想到，当天天气非常差，海浪四
起，气温极低，他们总计花费了19个小时才
到达敦刻尔克，这还是在没有敌军向他们扔
炸弹的情况下。站在敦刻尔克海滩上，他被
战场遗址所震撼，仿佛看到硝烟弥漫的战火
中，40万人蜂拥在这片沙滩上，没有水，没有
食物，甚至看不到什么希望。

无论在《敦刻尔克》的预告片里，还是宣传

海报上，都出现了这样一句话：“当40万人无法
回家，家为你而来。”诺兰不是科班出身，大学学
习的是英国文学。所有关于电影的拍摄经验
来自于用16毫米摄像机拍摄的电影短片。此
时他正在为即将拍摄的第一部长片《追随》选
景。诺兰知道，他距离驾驭《敦刻尔克》这样宏
大的战争题材影片还差得很远。2017年，诺兰
终于决心拿出这个他早已酝酿了20多年的拍
摄计划，而此时，他已经凭借一系列作品的成
功，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一线大导演。
“这不是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而是关于

生存。”导演诺兰在接受采访时，把这句话重
复了超过二十遍。就让我们走进《敦刻尔
克》，重温那段难忘的历史。
4月3日22:02CCTV—6电影频道与您

相约《敦刻尔克》，4月4日15:03“佳片有约”
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文明书局精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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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刻尔克》：
一部关于生存的二战题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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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今年10月28日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大师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
日。陈省身先生毕生为世界数学事业，特别是在晚年为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呕心沥血，
作出了突出贡献。他的高尚情操和科学精神、人格魅力和人生境界、音容笑貌和品德风
范，令人敬佩和景仰。南开大学和天津日报联合举办“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征文活动，邀请国际国内数学界知名学者讲述与陈先生的交往故事，表达追思和缅怀之
情，激励后学沿着科学探索的道路继续前行。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编制生产计划
八小时之外，焦裕禄像饥饿的

人扑在面包上一样，以铁棒磨成针
的精神，下苦功研读《工厂管理基础
知识》等书籍。老厂长珍藏的《关于
车间作业计划》一书，也摆上了他的
案头。车间计划员编排生产计划，
焦裕禄总是不离左右。

经过一段时间学习观摩，当焦
裕禄认为已基本熟悉车间生产流程
时，试探着向计划员提出，能不能由
他学着编制一份生产计划。计划员
感到纳闷，善意提醒说：“车间主任
主要是负责车间生产管理，编制生
产计划费力不说，出了差错还要挨
批评、丢脸面！”

焦裕禄理解计划员的好心，但绕
过这个掌握生产流程的核心环节，总
是心有不甘。他瞅空儿找计划员做工
作：“车间主任不会编排生产计划，那
不是瞎指挥吗？我参照以往的计划试
着搞一搞，你来把关行不行？”

计划员考虑到编排生产计划不仅
要懂生产流程，还要熟知各类机床的
性能，焦裕禄刚来车间几个月的时间，
根本担负不了这项专业性很强的复杂
工作，还是婉拒了他的要求。

不久，焦裕禄因劳累过度病倒
了。计划员到他家中看望，焦裕禄
再度提出试着编制一份车间生产
计划，并针对他的顾虑做工作：“我
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算是实习几
个月的一次汇报和测试，您在旁边
看着，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就给我
指出来！”

计划员不好再拒绝，只好看着焦裕禄
编制生产计划。数月耳濡目染和潜心学
习，焦裕禄对车间生产情况已了如指掌，
不大工夫便交卷了。计划员看到计划编
制得既准确、又合理，完全符合车间生产
流程和要求，不禁大为诧异。他哪里知
道，焦裕禄不仅把车间机器性能和加工工
艺摸了个门儿清，而且对生产流程已熟记
在心。计划员惊诧之余，忆及工人“老焦
身上的油一点儿也不比咱身上的少”的议
论，再回想焦裕禄平时极少坐办公室，总
是在车间察看生产情况、现场解决问题，
问：“焦主任，你一天能跑多少路？”

焦裕禄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也就是
二十来里吧！”

又是一个月初，编制车间下个月生产
计划的时间到了。正巧，那天车间王主任
要外出开会。焦裕禄便主动请缨，要求试
着编制一下车间的生产计划。王主任稍
一迟疑，对焦裕禄说：“那好，你来试一试，
有什么问题就找我，最好明天上午能把计
划给我。”

第二天一早，焦裕禄拿着生产计划找
王主任来了。王主任以为焦裕禄遇到难
题，编不下去了。不料拿过计划一看，安
排得合理、科学，也很周密。他感到有些
出乎意料，又隐隐有些纳闷。

今天有点儿怪
高掌柜也笑了，说，幸亏没来，

心里高兴就行了。
尚先生说，是啊，我也担心给包

子铺找事儿。
高掌柜又感慨地说，要不说呢，都

说这买卖行里也是江湖，可真正的江
湖买卖不是学出来的，应该是天生
的。一边说着，竟然也给自己斟了一
盅酒，端起来说，我这辈子滴酒不沾，今
年头一回踏踏实实地过个八月节，也是
高兴，就跟你们两个年轻人喝一盅吧。

尚先生立刻也把酒盅端起来说，
也算我一个。

高掌柜跟尚先生对视了一下，说，
说点儿嘛呢？

尚先生说，嘛也别说了，都在酒里！
高掌柜点头，行，那就嘛也不说

了，都在这酒里了！
说完，又把这酒盅朝来子和小闺女

儿举了举，四个人就一块儿把酒喝了。
高掌柜没喝过酒，一杯下肚就撑不

住了，说有点儿晕。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
来子一见，就赶紧搀着送回包子铺去了。
回来时，尚先生也已走了。小闺女儿已经
把院里收拾利落。来子没再说话，跟小闺
女儿打个招呼就回西厢房，想洗洗睡了。
可刚喝了点儿酒，说话又说得挺兴奋，还
不太想睡。这时，小闺女儿来敲门。来子去
开了门，小闺女儿进来，手里拿着一根擀
面棍儿，看一眼来子说，我看你这两天总
歪着脖子，回头也费劲，是睡落枕了？

来子说，是，夜里脖子受了点儿风。
小闺女儿就把他拉到床沿儿坐

下，说，我给你擀两下。

这是天津街上的一个偏方儿，夜里睡
觉歪着脖子，再受点风寒，早晨起来脖子就
疼得不能动了，俗话叫“落枕”，中医讲就是
“风痹”。把擀面棍儿烤热了，在肩颈上擀
一擀，就能缓解，也有的一擀也就好了。来
子就在床沿儿上坐下来。小闺女儿的擀面
棍儿往来子的脖子上一搁，挺热乎儿。来
子这才知道，小闺女儿来之前，已经先把擀
面棍儿焐热了，是揣着过来的。心里顿时
也觉着一热。小闺女儿的手法儿很细，擀
面棍儿在脖子和肩膀之间来回擀着，力道
有轻有重。来子的脖子本来又僵又疼，这
一擀也就擀开了，一下觉着松快了很多。

小闺女儿一边给来子擀着，忽然说，
今天有点儿怪。
来子问，嘛事儿，怪？
小闺女儿说，这个晚上，你没觉出来吗？
来子立刻明白了。其实来子也觉出来

了，这个晚上，看着是高掌柜约了尚先生，一
块儿来这小院儿过节，可吃饭的时候能感觉
到，他们说的话，好像话里话外都有所指。
小闺女儿没再说话，擀面棍儿却一点一

点慢下来。一会儿，就停住了。来子听出来，
小闺女儿站在身后，喘气越来越粗。来子的
心里也一紧。这时，小闺女儿的两只手就从
来子后面的脖子滑到脸上，一下一下摸着，
先摸脑门儿，又摸鼻子，接着就摸到了嘴。

18 40 离津进京
1959年，中国戏曲学院成立。

1961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归属中国
戏曲学院，成为戏曲研究所。1964
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建制被恢复。
1976年，文化部调集原中国戏曲研
究院部分人员组成戏曲研究室。朋
弟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低调做人，专
心搞美术工作。后调入戏曲史室，
搞资料绘制等工作。

阔别多年，重回北京的朋弟此时
已无暇再回顾自己的“贵族”血统，在
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中，步入晚年的
朋弟，只能向前，即便脚步慢了，也要
继续走下去，因为人生就是这样，从来
不会给人再次选择的机会。

1957年6月13日，朋弟在《北京
日报》上刊发了四格漫画《“白薯”出
土》，但这组漫画竟成为朋弟公开发表
的最后作品，此后，朋弟直至1983年
去世，再也没有发表过他的漫画作
品。为什么朋弟在1957年会在《北京
日报》上刊发这组漫画，这组漫画刊发
前后，朋弟又经历过什么呢？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从《北京日
报》著名新闻漫画家李滨声的多篇文
章中间接找到了答案。

20世纪50年代初，李滨声与冯
棣的弟弟冯桢同为《北京日报》的美术
编辑，两个人共同工作，并由
于对戏曲的共同爱好，关系更
为亲密。

在得知冯桢的哥哥竟是
著名漫画人物“老夫子”“老白
薯”“阿摩林”的作者朋弟的时

候，从小看着《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
长大的李滨声欣喜若狂，没想到自己竟和
漫画家朋弟的弟弟是同事。由冯桢介绍，
李滨声结识了朋弟，并时常与朋弟交流漫
画创作的经验。

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主席提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成为我国发展
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向自然科学
家、社会科学家、医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们系统地阐述了党中央提出的“双百”方
针，他指出：要使文学艺术和科学工作得
到繁荣发展，必须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政策。我们所主张的这一方针，是
提倡在文学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
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
批评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
己的意见和保留自己的意见的自由。在
学术批评和讨论中，任何人都不能有什么
特权，以“权威”自居，压制批评，或者对资
产阶级思想熟视无睹，采取自由主义甚至

投降主义的态度，都是不对的。
从而在文艺界和科学界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人们的眼界开阔了，思
想活跃起来，学术文化各部门都
比过去表现得更加活跃，显示出
生气勃勃的景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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