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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卡上的红色印记
罗思福

收藏知识

女子入职场
由国庆

红色票证

币中票之热望
李显坤

图1 图2

伴随全国各大城市地铁的飞速发
展，地铁出行普及程度逐渐提升，与之相
关的地铁文创氛围持续高涨，地铁卡从
种类和数量上，已逐步成为交通卡范畴
乃至“邮币卡”领域最值得关注的卡类收
藏品。从票卡日常使用角度来讲，无论
是本地市民通勤，还是外地游客观光，地
铁卡上的丰富内容，无疑是了解地铁本
身、宣扬公益事业、彰显城市特色的绝佳
载体。其中红色主题的地铁卡，不仅回
溯党的光辉历程，倡导人们勿忘初心，同
时生动地反映了祖国在各方面取得的伟
大成就，使人由衷赞叹和自豪。

2019年国庆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主题纪念票（图1）发行。
此票为竖版印制，两枚一套。票卡中上
部有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活动标识，并有红灯笼点缀，烘托喜庆气
氛。画面采用手绘与线描相结合的表现
手法，将天安门、长城等历史文化建筑与
天津本地的解放桥、世纪钟、天塔、津塔、
天津大剧院、古文化街牌坊等地标建筑
相结合，彰显了祖国的繁荣发展。此票
为拼图卡，两枚票卡中间相连，可组成具
有画笔效果的上升线条，更富立体感。
背面以蓝为底色，分别为水彩风格的上
世纪90年代解放桥附近的海河俯瞰图
以及如今高楼林立的小白楼商圈，使票
卡整体构图显得更为饱满。

地铁卡、纸质票、代用币式票是地铁
票的三种主要形式。就发展状况而言，
目前地铁纪念票的主要依托形式为地铁
卡。受制卡技术和售检票设备的制约，
许多城市公开发行的早期地铁卡仅为卡
式外形，强调收藏纪念意义，并不具备直
接使用功能；确有乘车功能的，需兑换为
纸质车票才可使用。天津是我国第二座
开通地铁的城市，也是除香港和上海外
第三座发行地铁卡的城市。天津地铁卡
从发行之初，已具备实际使用功能。
1998年，“天津地铁乘车卡”发行。此卡
面值1元，有蓝色新华路站卡、橙色西南
角站卡，以及随后发行的红色西站卡。
同年，天津地铁储值卡问世。此卡是中
国大陆最早的地铁专用储值卡，具有十
分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上文中提及的“国庆70周年”纪念
票同为国庆题材的，还有2014年国庆节

发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5周年
纪念票。此票由“盛世中国梦”和“美丽
天津城”两枚组成，正面图案同样可由票
卡长边相连接，拼成更为完整的画面。
票卡以红为基本色调，天安门上方飘扬
着红色绸带，华表上高悬着五星红旗。
背景云海连绵，代表祖国的大好河山。
此票为笔者目前发现的最早的红色主题
天津地铁卡，也是首套国庆特惠票。

2018年纪念建党97周年之际，纪
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票发行。此
票为两枚一套，并分别配以“纪念马克思
诞辰200周年”和“纪念《共产党宣言》发
表170周年”两大主题。卡面左侧有马
克思画像，背景为德式风格建筑，代表马
克思的家乡。背面的“使用须知”下方，
有包括西开教堂、天塔、天津奥林匹克中
心体育场、天津之眼摩天轮等地标建筑
在内的红色连续剪影。此票亦是全国范
围内唯一一套纪念马克思和《共产党宣
言》的地铁卡。

2018年国庆节，热烈庆祝中国改革
开放40周年纪念票发行。票卡两枚一
套，竖版印制，巨大的“40”造型突出。
两枚票卡版式相近，颜色形成鲜明对比

而又交相呼应。浅黄色卡的下方，使用了
复古风格的“工农商”人物形象，代表勤劳、
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背景有天塔、世纪
钟、天津站等地标建筑的红色线描简笔
图。深红色卡卡面有太和门前铜狮，背景
为五星红旗和高架桥上的复兴号高铁。两
卡的背面也可拼接为完整背景图案，劳动
人民、高压输电塔、高楼大厦组成的浮雕造
型，象征着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建设，特
别是天津的发展进步。

上述地铁卡均为地铁公司发行，此外
还有地铁公司与当地交通一卡通企业联合
发行的纪念卡，如天津地铁与城市一卡通
公司共同推出的交通卡，近年来此类卡片
均按照交通联合标准制作。2018年年底
发行的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梦纪念
卡，四枚一套，分设“一带一路”“高铁梦”
“航天梦”“航母梦”四个主题，“一带一路”
卡面上有西安大雁塔、俄式建筑和沙漠中
行进的骆驼商队等多个元素，背景为一带
一路途经的国家和地区简图。另外三枚卡
片，分别印有CRH380D型动车组列车、长
征二号F运载火箭和辽宁号航空母舰，这
些照片从不同角度展现了国家实力。

同期一并发行的还有同为四枚一套的

改革开放40周年——哏生活纪念卡。四
枚票卡分设红、黄、蓝、绿四种颜色，分别对
应“我爱生活”“我爱自由”“我爱时尚”“我
爱科技”四个主题。卡面采用漫画的形式，
将现在和过去的不同生活点滴进行巧妙对
比。如“我爱科技”卡，描绘的是一名年轻
女士正在使用电饭煲煮饭的场景。她笑容
灿烂，身着围裙，围裙上的图案是过去的人
坐在老式灶台前，正在添柴生火做饭的场
景。相似的场景对比，凸显改革开放40年
来科技进步对日常生活产生了极大便利。
票卡设计匠心独运，主题鲜明，以轻松活泼
的方式生动描绘了时代发展对人民生活水
平提高的深远影响，令人印象深刻。

2019年还是平津战役胜利和天津解
放70周年。地铁公司与天津博物馆合作，
在国庆节推出了“壮丽70年”地铁主题纪
念卡。此套票卡为交通联合标准，共三枚，
附带画卷式卡折。三枚票卡分别以“巧夺
金钢桥”“会师金汤桥”“盛启解放桥”三个
经典历史场景为名，嵌入卡折后可与画卷
图案融为一体，以插画的艺术表现手法展
现海河儿女70年的奋斗史。如“会师金汤
桥”卡（图2），有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解放
天津会师纪念地中的金汤桥和“会师金汤”
雕塑。火炮象征着炮火连天的战斗场景，
并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烈致敬。与此同
时，左下方的天津地铁既有线的早期列车
正向画面中心驶来，代表天津地铁继往开
来。为不遮挡卡面内容，票卡卡号置于底
部并双层排列，这种版式在交通联合卡中
并不常见。卡面绘画精良、色彩明丽、元素
丰富，实属佳品。

币中票，是一种含有邮票图案的专
题纪念币。这很有趣，邮票与钱币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但二者实属于两大收
藏门类，却因有了交集而相得益彰。相
较于票中币，币中票产生很晚，至今只
有三十多年历史。

1840年，英国发行了世界上的第
一枚邮票，那就是闻名于世的“黑便士”
邮票，被誉为邮政领域划时代的代表
作。1990年，在“黑便士”邮票诞生150
周年之际，克朗币大户马恩岛发行了黑
便士邮票诞生150周年1克朗铜镍纪
念币（左图），由此产生了“币中票”。相
较于“黑便士”邮票，这枚纪念币也是世

界上第一枚币中票。一枚邮票涉及两项
世界第一，这也很有趣。

这枚币中票发行伊始，独特的题
材、新颖的角度、技术的提升，使之在世
界范围内广受欢迎。随之，包括我国在
内的世界各国和地区也开始涉及这一
题材的钱币发行。笔者也收藏了一枚
这一题材的币中票，是纽埃于 2020 年
为纪念黑便士邮票诞生发行180周年而
精制的黑色银币。

由于确实精美与经典，1992年，马恩
岛的那枚“黑便士邮票诞生150周年”纪
念币获得了克劳斯世界硬币大奖。那么，
克劳斯世界硬币大奖在世界钱币界是一
个怎样的大奖呢？若将其比之于在全世
界最具影响力的电影类奖项奥斯卡金像
奖，便令人不禁肃然起敬了。

眼观世界，币中票已呈百花齐放之
势。1990年，英属直布罗陀也为纪念黑
便士邮票发行150周年发行以之作图案
的1克朗铜镍币。2000年，则发行了1/2
盎司克朗双金属币，以纪念蓝便士邮票发

行160周年，币上为蓝便士图案。这两款
钱币设计经典，已成为全世界币迷和邮迷
的钟爱之物。

在这方面，我国起步亦早。1996
年是中国邮政诞生一百周年，中国人
民银行为此发行了一套纪念金银币，
币图中含有两枚中国近现代的著名邮
票，即 1951 年发行的特 1 国徽图案邮
票（800 圆）和 1897 年发行的清代团龙
图案邮票（壹角），这套纪念币是我国
第一套币中票。

此后，中国人民银行又发行了两种币
中票。

上述所发行的币中票，均由金银等材
质的贵重金属制作，价昂量小，不能满足
普遍珍藏。在此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扩
展流通纪念币的发行题材，重视和实施流
通纪念币中币中票的发行，以早日满足广
大集邮集币爱好者的热望。

在笔者收藏的老广告故纸中有一些职业女子的画面，其题材不可谓
不珍。究其原因无外乎几千年的封建生活曾圈禁着她们，三从四德，深在
闺阁。辛亥革命让妇女解放的新风一下吹开了绣楼的窗棂，也吹动了进
步女子的心房，参与社会，走入职场，展现自我价值成为呼声与浪潮。

殷实家庭的女子可用一定的独立资本自己组织经营或筹办团体，社
会上更多的则是有志青年合资合作。她们涉及的行业从农业、工商、服
务、金融，到生产、教育兼顾的女子传习所等。江苏武进女子学校开设于
1912年，校中缝纫专科可承制服装；上海的女子美术刺绣传习所开办于
1919年，传授绘画与刺绣，让女子掌握一技之长创造收益。再者，沿海各
地大小女子工商业社的兴办更见成效，她们自产自销，重在发展。五四运
动中，有些进步女子不断向北洋政府提出要求，希望广泛参与实业、公
益。当时的天津女界创立了华贞女子商业所，店中是清一色女职员，开北
方先河。1920年北京海关率先雇用15名女职员担任稽查通关工作；同
年，广州几个毕业于师范学校的女青年集资创办了一家经营洋广杂货的
女子商店。1923年来自四川的赵友兰在上海开办女子工业社，广纳女
工，生产经营日化用品，价廉物美的香粉、化妆品受到市场欢迎。这一时
期，杭州也诞生了女子国货公司；燕京大学的女家属组建妇女工厂，生产
家纺用品。如此，女子走入职场蔚然成风。

老上海有部电影名叫《卫女士的职业》，女主角卫淑真在银行任职，靠
工薪养家。说起来，银行业是进步女子较早涉足的体面行业，从民国初年
开始，各地银行尝试招纳女职员，一则表明支持妇女解放；二因女子天生
细致、耐心，适宜银行工作，重要的是一些家庭主妇手头开始有了余钱，银
行安排女职员工作，更利于女性之间沟通揽储。

除了参与，还有自主创业。1912年上海的张凤如等有识之士就提出
创办女子银行的动议，只是因种种变故没能实现罢了。到了1921年，中
国第一家女子银行——中国女子商业储蓄银行在北京开业，随后的上海
女子商业储蓄银行于1924年营业，女子从事银行工作、女子去储蓄由此
兴起。

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提倡女子参与金融生活或节俭并非一帆风
顺。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沿海大城市的消费理念日新月异，穿衣华艳、卷
发、擦粉、穿高跟鞋等成为女子摩登生活的标杆，一些富家女更将目光投
向首饰楼、金店，那里的手镯、耳环、花簪、戒指、帽花、颈链金光耀眼，是她
们看重的消费品。那一时期，社会舆论常将上流女子时尚消费与奢侈画
上等号，她们被指责为舶来品的义务推销员。有人说，金银是国家宝贵财
富，搁置在妇女私房或佩戴在女子手腕，从而使其失去流通的效用。这样
一来，女性时髦消费在某些层面被打上了“误国”的罪名。

1930年经济学家马寅初大呼“中国女人们有钱了”，他说女人手中的
金银首饰聚集起来为数可观，如果“以之办实业，实业可以发达；以之筑铁
路，交通可以便利”。此后，厉行节俭，提倡女子储蓄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
新思想女性的认可，储蓄被视为妇女谋求经济独立和自身解放的一大途
径。《申报》《妇女杂志》等媒体不断刊登家庭主妇、职业女性的储蓄心得，
促进了女子银行、女子储蓄的发展。同时，更多女性在女子银行及其他商
业银行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她们以自身的魅力吸纳资金，也得到
女师生、女界知名人士、商界名流伉俪等热心人的支持。时风中，不少普
通妇女也力所能及积极储蓄，储蓄已成为时尚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沿海大城市不难见进口化妆品、美容店，职业女
性已学会将欧美现代化妆方法与中国传统化妆术完美结合起来，比如银
行、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将眉毛修饰得很精致，还要淡淡地抹眼影、唇膏、指
甲油等，再加上薄薄的面霜、胭脂，无不是清丽可人的面容。老广告故纸
好似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以独特的视角记录了这往昔生活的种种细节。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更为广阔的空间
受到批评的工段长正坐立

不安，焦裕禄找他来了。针对他
被批评后感到丢面子的思想，焦
裕禄劝导说，值班打盹影响了履
职，工人看到时就已经丢了面
子，批评不过是捅破了窗户纸。
只有诚恳接受批评并认真改正，
才是干部应有的姿态，才会真正挽
回面子。工段长幡然悔悟，赶紧写
出检查登在黑板报上，赢得了工人
赞扬。
1956年，大起厂90%的职工调整

工资，车间上报的调资名单也有焦裕
禄。他对车间主任说：“我是来实习
的，不能占用厂里的调资指标！”主任
劝他：“你的工资关系和档案在这里，
工作干得又好，该调也得调啊！”焦裕
禄又跑去找厂长，执意把指标让给了
别人。
焦裕禄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水

平、良好的人品官德、出色的业务能
力，赢得上下一致赞誉。他感到工人
们投向他的目光有了温度。那是对
“最棒的车间主任”的敬意。

焦裕禄夫妇携焦守凤、焦国庆、
焦守云三个儿女及岳母在大连生活
期间，又生育了三女儿焦守军。繁
重的实习任务，逼仄的居住空间，在
今天的人们看来，焦裕禄当年的实
习生活的确乏善可陈。不过，在徐
俊雅眼中，在大连生活的22个月，是
她和焦裕禄一生中最幸福、最惬意、
最富足的时光。影响之深，以至终
生难忘。1994 年 7月，徐俊雅接受

后任济宁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作家殷
允岭采访，回首大连短暂而浪漫的生活
时说：“现在闭上眼睛想想，那就像发生
在昨天的事情。”

大连是著名的海滨旅游城市和避暑
胜地。上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蜜月期，
苏联女性的连衣裙布拉吉风靡中国。从
花泛港城的暮春，到凉风习习的仲夏，再
到流金溢彩的金秋，因多有苏联专家而得
风气之先的大连，布拉吉俨然成为点缀美
丽海城风情的奇花异葩。在万紫千红、争
奇斗妍的海滨之花中，有一朵便属于23
岁的徐俊雅。

随着焦裕禄对生产技术的熟稔和管
理经验日丰，瑰丽多彩的城市为他青春
活力的释放，提供了新的更多可能和更
为广阔的空间。明媚的假日，厂小礼堂
音乐荡漾，舞姿翩翩。焦裕禄作为厂里
的中层，闲暇时也要陪苏联专家下舞
池。舞技舞姿当然不成问题。焦裕禄眉
宇英俊，身材挺拔，举止儒雅，用风流倜
傥形容毫不为过。当年南下路上，宣传
队来自延安的杨指导员曾留学苏联，组
织大家习练过交谊舞。问题在于，焦裕
禄缺乏进入那个场合必备的行头。徐俊
雅一番思量，为焦裕禄添置了一身深蓝
色直贡呢中山装。

这帽子是嘛色儿
这女人说，行，你三天以后来拿

吧。小福子一听问，不是每回都给
送吗？这女人说，这帽子不能送，你
得自己来拿。小福子心里纳闷儿，
也没再问，就回来了。

三天以后，小福子来拿帽子。
这帽子果然做得挺有款，看着也气
派。小福子看了看觉着行，估计林
掌柜肯定满意。把帽子拿回来，当天
下午，林掌柜的伙计就来取走了。

可第二天一早，林掌柜就亲自来
了。一进门脸都气白了，把帽子啪地
扔在小福子面前的柜上。小福子吓一
跳，看看林掌柜，赶紧问，怎么回事？

林掌柜说，我跟你爸，可是这么多
年的交情了！小福子赶紧说，是、是，
这我知道。林掌柜说，这帽子我给钱
不给钱先搁一边儿，就算不给钱，你要
是不乐意可以跟我明说，一顶帽子再
怎么着也值不了几个钱，你犯不着这
么糟践我！小福子糊涂了，说，您老别
急，有话慢慢儿说。

林掌柜这才把事情说了。昨天伙计
把这帽子拿回去，一开始林掌柜也没看
出什么。在头上戴着试了试，还合适，看
着也挺是样儿。可他老婆一直在旁边看
着，这时说，你还美哪？林掌柜听出这话
头儿不对，回头问，我美怎么了？他老婆
说，你没看出来，这帽子是嘛色儿？

林掌柜虽不色盲，也有些色弱，对
颜色不敏感。这时听他老婆一说，再
一细看，才发现，这帽子竟然是个绿
的。一个大男人，顶着个绿帽子出去，
当然不像话。还不光不像话，走在街

上也得让人笑掉大牙。林掌柜的老婆
问，你当初是不是欠了那老朱的钱？林
掌柜想想说，他给我的鞋都是白送，我给
他的土面也一钱不值，跟他没有买卖上
的穿换儿。林掌柜的老婆说，那就不对
了，你不欠他钱，他这儿子怎么跟你这么
大仇儿？这是我看出来了，要没看出来，
你顶着这么个绿帽子去我家，让我娘家
人看了，这算怎么回事？

林掌柜气得一宿没睡着觉，第二天
一早就来找小福子。

小福子一听也慌了，赶紧解释，自己
真没看出这帽子是嘛色儿。

林掌柜听了又想想，倒相信小福子
说的是实话。自己要不是老婆说，也没
看出这帽子是什么色儿。这时又朝铺子
里环顾了一下，就不由得叹了口气。当
初来子打理这铺子，林掌柜也曾来过。
那时这“福临成祥鞋帽店”虽比不上“同
升和”和“内联升”，也已经有了像样字号
的气派。现在再看，这铺子已经又成个
“狗食店儿”了。

林掌柜也听说了，小福子是个外
行。做生意不是一厢情愿的事，他自从
接手这铺子，整天看这儿不顺眼，看那儿
也不行，可鞋帽这一行的生意经又一点
不懂局，想怎么改就怎么改。

23 45 追讨权益
冯朋弟的漫画理论思想通过

《老白薯》《阿摩林》《上海现形记》这
些漫画出版物的序言，以及多篇发
表在报刊上的文章分别展现，这些
文章不单是对朋弟漫画作品的评
述，还是朋弟对其他漫画作者、作品
进行的客观评论。

从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两个方面
看，朋弟都是中国漫画史上当之无愧的
“大师”，因此缺少朋弟及其漫画作品的
《中国漫画史》是不完整的中国漫画史，无
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积极挖掘整理天
津近代历史的文脉积淀，重新整理朋弟这
位漫画大师对中国漫画史的贡献，为朋弟
正名，也成为本书写作的初衷之一。

1941年5月10日的《新天津报》
上“艺坛消息”刊载了一则新闻《画家
朋弟名著〈老白薯〉发现翻印伪本现由
王振寰律师告诉中》。新闻中说：

本市名画家朋弟所绘之《老白薯》
连续漫画，曾在京津各大报端发表，极
为读者所欢迎，嗣出版单行本，行销甚
广，不意近日坊间竟发现伪印本，更名
《小老子》，支离破碎，印刷恶劣，朋弟
氏以此不特侵害著作权，抑且妨害信
用名誉，特延律师王振寰向天津地方
法院告诉请求提起公诉，经法院检查
告传到知情者代售之本市大陆书局及
萃文魁书局当事人开侦查庭，
或谓系由本市法租界天祥市
场美丽书店批发，并将该号经
理人带到，立即传美丽经理人
到庭，供词狡展不明，时谓由
上海批来，又谓由北京批到。

据王振寰律师表示，此《老白薯》讼案
现正在演进中，作家笔耕磨褥，当此出版
不振之时，赖稿费版税生活已属不易，今
竟发生此等市侩书商，伪造翻印，于法既
不合，情尤不当，势必追究翻版之策源地，
以为作家法权之保障云。

朋弟漫画《老白薯》出版于1938年，
是朋弟将两个报纸发表过的作品收集起
来编辑出版的单行本。这本漫画集不仅
出版了中文版本，还出版有英文版本，为
的是给居住在天津的“洋人也可以看到”。
在《老白薯》印行之后，时隔1年竟然出现
了盗版，可见朋弟漫画的市场火爆程度。

为了维护自己的著作权，朋弟愤然将盗
版书商大陆书局及萃文魁书局的当事人告
上法庭，寻求法律支持，追讨自身权益。

朋弟的漫画书出版时，都要在版权页上
粘贴一张印有“朋弟”字样的宣纸贴花，这表
明朋弟对自己的著作权和版权都是非常重
视的，版权页上“贴花”更是表明作者本人拒
绝剽窃和盗版的宣告，但这并没有阻止利欲

熏心的盗版者付诸行动。
打官司当然要请律师，朋弟

聘请的是王振寰律师。但王振
寰并不是专职律师，而是一位与
朋弟同样跨界多个领域的文艺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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