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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汉学家列昂尼德·
车尔卡斯基（1925—2003），汉
语名字叫车连义。最近读他的
著作《一个东方学家的独白》，
其中第三章写他1957年读研
究生期间的经历。有一段文
字回忆他的汉语老师杜宜
信，情感真挚，语言生动亲
切。杜老师八十寿辰，他写
的祝寿诗颇有中国古诗的意
味，读来很有意思。
杜老师是旅俄华侨，原籍

山东，流落西伯利亚，后来辗转
到了莫斯科，在中国学研究所
(后来改名为远东研究所)担任
汉语辅导教师，帮助学生解决
阅读文言文遇到的疑难问题。
当时中国学研究所有不少研究
生，分别攻读经济、政治、历史，
车尔卡斯基读的是文学，导师
是著名汉学家艾德林。
当时，研究生们感到最难

的是阅读中国古籍文献，读文
言文成了他们最头疼的难
题。大家都觉得读古文很痛
苦。而能够给学生排忧解难
的人——就是杜老师。杜老
师为人热情，有求必应。虽说
他没上过大学，并非研究汉语
古文的教授，也不是现代汉语
专家，可汉语是他的母语。他
从小读过大量儒家经典和诸
子百家的著作，对古代文献一点儿也不觉
得艰深陌生。研究生们几乎每天都愿找
杜老师辅导答疑。研究所的会计按照课
时给杜老师支付报酬。
杜老师领到课时费，总觉得不好意思，

他说，给他的报酬太多了。这样的人实在
少见！有一天为了回报自己教过的学生，
杜老师就把学生们请到家里，诚心诚意举
办了一次家宴，照车尔卡斯基的说法，其豪
华丰盛程度不亚于皇家宴会。更让他惊讶
的是，每道菜都是杜老师下厨亲手烹饪的，
手艺高超，胜过高级厨师，他的俄罗斯夫人
无论如何也赶不上他的水平，只能给他当
助手、打下手。
在杜老师八十寿辰的日子，车尔卡斯

基模仿中国古诗，写了两首诗为老师祝寿，
依据俄文翻译如下：

1
陶潜曾叹两鬓斑，
杜老八十不言愁，
学生感恩齐祝贺，
欢声笑语庆长寿。

2
文言艰深如丛林，
无路可寻陷绝境，
博学杜师来指点，
迷茫混沌见光明。

1960 年，车尔卡斯基以
《曹植诗歌》为研究课题，顺利
通过答辩，取得副博士学位。
1972年以《新中国诗歌》为研
究课题，取得博士学位。几十
年翻译中国现当代诗歌，陆续
出版有《雨巷》《五更寒》《太阳
的话》《蜀道难》等十五本诗集，
还有《艾青——太阳的使者》等
几部专著问世，成为具有国际
声誉的汉学家。他的汉语老师
杜宜信看到自己教过的学生取
得如此成就，肯定会倍感欣慰。

1989年 10月的一天，我
在莫斯科曾有缘访问车尔卡
斯基，他的头一句话，给我留
下 了 难 忘 的 印 象 ：“Всю
жизньменямучитто, что
плохоговорю по- китайски
(一辈子让我苦恼的是说不好
汉语)！ ”我把他的话牢牢记
在心里，因为让我深感苦恼的
是说不好俄语，这句话正好用
来在尴尬场合为自己遮丑，找
个台阶下。

那次见面，车尔卡斯基送
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蜀道

难——中国50—80年代诗选》，另一本书是
艾青诗选《太阳的话》。他在扉页上都题写了
赠言，签名盖章。四四方方的中文图章上有
三个汉字：车连义。我看那枚图章，立刻猜想
可能是高莽老师刻的。回国后有一次给高莽
老师打电话，询问此事。高莽老师说，车连义
在北京大学进修期间跟他认识，有过交往，那
枚图章很可能是他刻的。

1992年，车尔卡斯基移居以色列。《一个
东方学家的独白》2001 年于耶路撒冷出
版。这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李
福清先生写信给车尔卡斯基的女儿，请她给
我寄来两本样书，我留下一本，另一本转寄
给山东泰安学院的宋绍香先生。宋先生翻
译了车尔卡斯基写的徐志摩传记《在梦幻与
现实中飞行》，这本书于2015年6月由天津
大学出版社印行问世。

车尔卡斯基感恩他的汉语老师杜宜信。
回忆往事，我很感激和怀念车连义和李福清
两位先生。

题图照片：俄罗斯汉学家列昂尼德·车尔
卡斯基

我在北京居住的胡同曾有辜鸿铭故
居；西出胡同即王府井大街，沿灯市口西
行有老舍故居；继续西行过皇城根公园
就到了北池子大街，迎面可见高检、高
法、民政部，民政部大楼背后有条僻静的
箭杆胡同，紧贴民政部大楼的就是陈独
秀故居了。退休前的那些年，陈独秀故
居几乎是无人问津的一隅，我却步行着
去了多次。几回回想跨过门槛与他走得
更近，又因里面住户的冷面而却步，只能
默立门前凭吊。他坎坷而非凡的一生总
是令我感怀，他率真而豪爽的气质总是
令我感佩，他那两个壮烈牺牲的儿子尤
为令我感动不已，回望着他们一幕幕的
惨烈与悲壮，我常想，也许这就是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屡屡遭受重大挫折，还能创
造成功奇迹的秘诀之所在吧……

1918年1月的箭杆胡同，北京大学
文科学长陈独秀正在召集《新青年》杂志
编辑会议。鲁迅用文学的笔触记录了其
中一些细节：“我最初看见守常先生的时
候，是在独秀先生邀去商量怎样进行《新
青年》的集会上，这样就算认识了。”守常
先生“给我的印象是很好的：诚实，谦和，
不多说话。《新青年》的同人中，虽然也很
有喜欢明争暗斗、扶植自己势力的人，但
他一直到后来，绝对的不是。”正是这次会

议以后，开始在北京大学形成了一个领导
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同人团体”，竖起
“民主”与“科学”两大革命旗帜，在中国掀
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反对封建主义的启
蒙运动。同年12月，陈独秀发起的《每
周评论》也创刊了。其“主张公理，反对
强权”的宗旨在发刊词中有着明晰的表
述：“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
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
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在推动中国新文
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发动人民进
行对外反侵略、对内反专制的斗争中，发
挥了重大的作用。

我没有寻访过《每周评论》设在宣武
门外米市胡同的编辑部，却曾于陈独秀
被捕的地方附近踏访。1919年6月3日、
4日，北京学生近千人因街头讲演遭致被
捕，从而引发全国各地产业工人掀起了
爱国运动的更高浪潮，使五四运动进入

了新的阶段。在此形势下，6月11日，陈
独秀亲自上阵，到北京城南游艺园和“新
世界”散发《北京市民宣言》而不幸被捕，
狱中度过83日方终获释。李大钊有《欢
迎独秀出狱》诗：“你今出狱了，我们很欢
喜！他们的强权和威力，终竟战不胜真
理。什么监狱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所以真理拥护你。”

出狱后的陈独秀仍处被监视状态，
尤其在武昌发表讲演后，再度引起北京
政府注意，刚从武昌返回北京即遭警察
跟踪，只好逃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中暂
避。关于陈独秀脱险，高一涵有一段绘
声绘色的回忆：“当时同李大钊计划：想
保护陈独秀出京的安全，万万不能乘坐
火车和小汽车出京。李大钊挺身而出，
自愿护送陈独秀从公路出走。因李大钊
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衣着又朴素，
很像生意人。就在王星拱家里准备一

切。时当阴历年底，正是北京一带生意
人往各地收账的时候。于是他两个人雇
了一辆骡车，从朝阳门出走南下。陈独
秀也装扮起来，头戴毡帽，身穿王星拱家
里厨师的一件背心，油迹满衣，光着发
亮。陈独秀坐在骡车里面，李大钊跨在
车把上。携带几本账簿，印成店家红纸
片子。沿途住店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
出面办理，不要陈独秀张口，恐怕漏出南
方人的口音。因此，一路顺利地到了天
津，即购买外国船票，让陈独秀坐船前往
上海。”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就在这次充
满戏剧性的乔装出京的马车上，这两大
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居然酝酿出中国历
史上一场开天辟地的大事件。这就是中
国共产党创建史上最富戏剧性、最具传
奇性的一个序幕了：南陈北李，京津乔
装，一路畅谈，相约建党……

陈独秀再也未能回到北京这个
家。我站在箭杆胡同那个四合院前，
感慨万端：虽然他从此失去了这个
家，却同李大钊、
毛泽东等共同建
起了一个于今拥
有逾九千万党员
且开创了千秋伟业
的百年大党……

妞妞牵牛图（漫画） 朱森林

有这样一幅画如今收藏在苏格兰
斯康宫内，那里曾是中世纪苏格兰国王
加冕的地方。这幅画没有名字，甚至连
作画者都一度被搞错，但它却吸引了尼
日利亚女作家米桑·萨吉的注意，因为
这是在18世纪的绘画艺术史中，第一
批与白人贵族在同等视线下，描绘有色
人种的欧洲肖像之一。画中这个笑容
甜美、看起来无忧无虑的混血女孩到底
是谁？她的背后又牵动着怎样庞大而
具有深远影响的故事？让我们走进本
周佳片《佳人蓓尔》一探究竟。
画中的女孩叫迪多·伊丽莎白·蓓

尔，如果想了解她，就不得不提到人类
历史上最悲惨耻辱的一页——黑人奴
隶贸易——始于15世纪，英国是世界
上进行黑奴贸易最大的国家，但同时，
也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黑奴贸易的大
国。而这个叫蓓尔的女孩从某种层面
上讲，也是促进英国最终设立《废除奴

隶贸易法》的一分子。蓓尔的父亲是
18世纪英国海军军官约翰·林赛，而
母亲却是一个被奴役的非洲妇女。
这样的结合其实并不罕见，但蓓尔作
为这种精英贵族的成员得到承认，被
冠以父亲的姓氏，在当时是不寻常
的。8岁那年母亲去世，她被父亲约
翰·林赛爵士的叔叔、英国首席大法
官曼斯菲尔德伯爵收养。尽管这位
养父对她视如己出，但在当时殖民帝
国等级制度森严，蓓尔甚至不能在家
里来客人时与他们同桌而食。不过，

她仍然是英国
最早的已知混
血贵族之一。
我们能从这幅
画中看到她
的优雅美丽
和率真的眼
神。经过作

家米桑的挖掘、整理和创作，《佳人蓓
尔》的故事也得以露出水面。
扮演蓓尔的女演员是英国演员古

古·玛巴塔-劳。和蓓尔一样，古古也是
一位混血女孩。父亲是一名南非医生，
母亲则是一名英国护士。1983年出生
在英国牛津的她，成长在泰晤士河支流
旁一个历史悠久的集镇威特尼。古古从
小对唱歌跳舞和表演充满兴趣，18岁考
入英国伦敦皇家戏剧艺术学院。出演
《佳人蓓尔》也给她在好莱坞带来了全新
的高度。她和本片导演阿马·阿桑特都
深受简·奥斯汀作品的影响，对这种反映
18世纪的英国与社会规范和矛盾作斗
争的女性形象有着深刻的体会。
2018年，古古还被授予英国功绩勋

章，以表彰她对戏剧事业的贡献。联合
国难民署还在近日宣布任命古古·玛巴
塔-劳为全球亲善大使。自2018年以
来，她就作为联合国难民署的名人合作

伙伴，一直大力倡导难民权利。在互联
网电影资料库和联合国难民署为“新冠
团结呼吁”筹集资金而合作开展的“希望
电影”项目中，她也有所贡献。这样一位
心有大爱且功力深厚的演员将如何演绎
18世纪贵族门下的混血女孩？真是令
人非常期待！
2020年，中非合作论坛已经成立了

20周年，中非之间的深厚友谊是在追求
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艰苦斗争中形成
的。正像本片导演阿桑特想借蓓尔的故
事中向观众传递的那样，人类的文明就
是无数先辈在野蛮中斗争得来的。
2007年，在纪念《1807年废除奴隶贸易
法》诞辰200周年的展览中，这幅油画与
蓓尔的更多信息，在她曾经生活的英国
乡村别墅肯伍德庄园进行展出。女作家
米桑曾言：当我们审视英国的历史时，我
们要意识到黑人一直在这里。的确，回
溯这二百年的历史，在社会的各个阶层、
不同层面都有他们的身影。观赏电影
《佳人蓓尔》，领略这份
珍贵的爱与勇气。

4月10日 22：20
CCTV—6电影频道与
您相约《佳人蓓尔》，4月
11日15：15“佳片有约”
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

《佳人蓓尔》：
一幅油画引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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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地遐思（五）

箭杆胡同与驾往天津的马车
阎晓明

上世纪70年代，全国许多地方的美术创
作注重打造本地特色，涌现了诸如陕西户县
农民画、上海金山农民画、辽宁宣传画、天津
杨柳青年画、汉沽版画等一批知名品牌。这
些作品多出自业余作者之手，主题鲜明，色彩
绚丽，构图庄重，宣传效果显著。流连其间，
感受得到从画面里徐徐飘出的生活气息，也
可以闻到作品中本地文化底蕴的浓郁味道。
我们宝坻的用力方向是中国工笔重彩画。作
为当时县业余美术创作组中年纪较小的一
位，我经历了其发育成长的半个历程。

这个业余美术创作组，不是
徒有其名。不仅平时文化馆老师
们对组员们想学必教、有求必应，
而且每年都把我们集中到一块
儿，边培训边创作个十天半个月
的。1975年杨柳刚刚吐绿之时，
我首次参加了培训班，兴冲冲地
背上行李卷，吃住在了那处。图
的，当然是向老师和同行们多学
点儿知识。开班式上，文化馆领
导交给每位学员一项任务：创作
一幅反映农村生活和社员精神
面貌的作品，争取参加天津市美
术作品展览。画室内，我们一边
听老师们讲授美术创作基础知
识和工笔画技法，一边琢磨着创
作思路。此前，我临摹过油画《毛
主席去安源》、水粉画《生命不息，
冲锋不止》、连环画《红灯记》《智
取威虎山》等一些美术作品；也曾
创作过两幅反映农业生产的小
画，所用原料时而水粉、时而水
彩、时而油漆。直到这时，方明白
每个画种有其特定技法和制作工
具。正是因为这次培训班，我和
大多数学员把绘画方向定在了工笔重彩上。

在培训班的那些夜晚，一向沾枕头就着
的我，初尝了失眠的滋味。这倒不是因为择
席，而是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创作思路。到底
表现什么内容好呢？一时间，社员们在漫天
风雪里挖河开渠、平整地面、大搞农田基本建
设，在烈日当空下割麦脱粒、虎口夺粮、力夺
农业大丰收，在电闪雷鸣中疏通渠道、排除积
水、敢与天公试比高等一幅幅壮丽图卷；知青
在油灯下辅导社员学理论，饲养员半夜三更
给牲畜添加草料，白胡子老头儿在腾腾的春
霭中为学生们讲述打鬼子的故事等一个个动
人情节，在眼前反复放映着，驱也驱不散，我
恨不能将这些一一收入作品中。经过反复比
较论证，我最终确定画一幅反映农村移风易
俗的作品，题目叫《分担家务》。这个时期的
农村，正在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妇女半边天的
作用在劳动生产中迅即彰显。可是，男女劳
力在家中的地位却相差悬殊。妇女们回家后

得抱柴、做饭、洗碗、刷锅；而大部分男同志进了
门却什么也不干，只是炕头一躺等吃喝。往往
那些家务活计尚未做完，上工钟声又当当敲响，
搞得妇女们从早到晚脚不离地。如此陈规陋
习，不单于妇女不公，也影响了生产发展和家
庭和谐啊！这样琢磨着，一个丈夫收工后放下
镐头，立即烧火做饭；放学归来的女儿在一旁
“呼呼”地帮着爸爸拉风箱；刚刚下工的妻子手
握镰刀，笑容满面地迈进门槛儿的生活情节，
便定格在了我脑中，随即落在了画纸上。回到
村里，我在生产之余对作品进行了认真制作，

一幅稚嫩的工笔画就这样走进了
县文化馆。
转眼到了骄阳似火、蛙叫蝉鸣

的夏季。这天上午，我与几位社员
正在村西头的小树林内休息，公社
团委吴书记骑着自行车来到我们跟
前。她告诉我，市里要抽调我去天
津美术学院修改作品。原来，我创
作的那幅作品参加了市美展，主管
宣传文化工作的市领导在参观展览
时，给予了高度赞赏，指示有关部门
选择专家帮我修改，之后送全国美
展参评。这样，县文化馆王春景老
师带我到了天津美院，开始对该画
进行修改和完善。王老师曾是天津
美院的高材生，不单工笔画拿手，写
意、油画、水粉、素描样样都十分在
行。在王老师的主持下，我们对作
品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从构图、
人物形象、背景、设色，乃至道具，一
一进行了仔细斟酌，反复比对，然后
才进入定稿、拷贝、勾线、渲染、罩
色、勒的制作程序。《分担家务》修改
了近两个月，虽然原创是我，但所体
现的已是王老师的水平；在人物身

份、性格和精神面貌刻画上，较初稿有了很大提
升；从内容、构图、色调到创作方式，也深深地打
上了那个年代的烙印。由于得到了市委和市文
化部门领导的充分肯定，更加坚定了王老师发
展宝坻工笔画的信心。

在稍后的几年中，宝坻工笔画有了长足进
步，创作出了一批有影响的作品。比如王春景
的《誓将山河换新颜》《中南海之春》，李巴的《路
遇》，金福祥的《公社粮仓》，许文纪执笔的《大娘
又弄清了一个理论问题》等；我的《竞赛红旗处
处飘》《补课》两幅作品，也得到了认可。在我与
画画彻底“拜拜”后，王老师带领着宝坻业余美
术创作组继续在工笔画坛上辛勤耕耘着，他们
参加全国及省市美展的百余件作品中，获奖作
品多达54件。著名工笔重彩画家潘絜兹先生
曾为《宝坻工笔重彩画展》题诗云：“东风送暖遍
天涯，催开宝坻一枝花。他年写进丹青谱，春光
还在百姓家。”我觉得，潘先生对宝坻工笔画的
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记
忆
中
的
宝
坻
工
笔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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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历久难忘的海滨观光
再看碧波荡漾的海上，东达、西

达、二坨子、老偏……几个名字土气
但模样可爱的小岛，像伶俐乖巧的
孩童，在海中尽情嬉戏。穿中山装
的焦裕禄英姿勃勃，穿布拉吉的徐
俊雅婀娜多姿，孩子们忘情地在海
滩上奔跑着，欢笑着，在泛着浪花的
潮水中捡贝壳、捉小蟹，眼前穿梭往来
的轮船，海天相接处的点点白帆，给他
们童稚的心灵打开了憧憬未来的窗口。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
海鸥低翔，浪花飞舞，水天一色的

海滨骤然响起焦裕禄带“铜音儿”的歌
声，刚劲挺拔，响遏行云。和着焦裕禄
高亢悠远的歌声，徐俊雅甜美轻柔的
歌声也响起来了，紧接着，是孩子们参
差不齐的童声伴唱。

那一天，焦裕禄夫妇和孩子们，
还在海滨兴致勃勃歌吟了他们百唱
不厌的歌剧《白毛女》选段。围绕那
根象征喜庆和希望的红头绳，焦裕禄
唱了杨白劳的唱段，徐俊雅唱了喜儿
的唱段。两代人几个声部的海滨演
唱，是在气势雄浑的《志愿军战歌》声
中结束的。

焦裕禄携妻子儿女去大连海滨观
光和散心，一生仅此一回。两代人全
身心融入大连美丽的海天景观，让焦
家父母儿女都历久难忘，铭记终生。

大连对于徐俊雅之没齿难忘，还
在于美味可人的海鲜。随着学习研究
总结的深入，笔耕不辍的焦裕禄时有
稿费进账。于是，焦家13平方米的小
屋，便经常缭绕着各色海鲜诱人的香

味。焦裕禄比较拿手的是烧黄鱼，用三角
钱一斤的大虾包饺子和熬豆腐，也很受欢
迎。厂里的工友们隔三岔五到焦家聚餐，
吃不完的大虾就晒成虾干，准备带回洛矿
让大家品尝。

二度寒来暑往，为期两个年度的实
习眼看就要结束。焦裕禄的工作生活，
像旋转的陀螺又紧抽几鞭，节奏明显加
快起来。

他早就有一桩心事，机械车间整天机
声喧哗，工人生活枯燥。走之前，得赶紧
把工人文艺组建立起来，活跃车间文化生
活！于是，节假日，车间响起丝竹管弦声，
焦裕禄亲自为文艺组伴奏。车间漾起欢
声笑语，心情舒畅的工人生产积极性和创
造性明显提高。

焦裕禄照旧定期找姜枫椿和“刺头
儿”交流思想，两人都已今非昔比：姜枫椿
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入了党，后来走上
了领导岗位。“刺头儿”的绰号已被人淡
忘，代之以昵称“虎崽”。“虎崽”成功改进
了箱体刮研工艺，大幅度提高了工效，被
厂里评为“青年突击手”。一个漂亮姑娘
主动向他抛来“绣球”，两人正热恋中。

生产管理中还有些问题需要理清，焦
裕禄找车间王主任请教，还就进一步加强
党支部建设和思想教育提出建议。

马六儿找到高掌柜
小福子也知道，给来子传话，最

合适的人当然是尚先生。可当初，
自己往回要这铺子就是找的尚先
生。现在又要往回请来子，倘再找
尚先生，就算尚先生还肯管这事儿，
自己也没这个脸再去。可直接去找
来子，更不行，来子一驳，也就没一
点退身步儿了。这样寻思来寻思
去，就想到了马六儿。

马六儿是个爱小的人。但爱小跟
爱小也不一样。有人爱小，是爱小便
宜，也有人爱小是爱小利。爱小便宜
跟爱小利当然不是一回事。爱小便宜
是贪，是自己的不是自己的都想得着；
爱小利则不然，得用本钱，是将本求
利，这就不为过了。马六儿就是后
者。马六儿这半辈子心里很清楚，也
把自己看明白了。自己就是个打帘子
的。唱戏的有一句话，菜里的虫子，就
得死在菜里。既然是打帘子的，吃的
是这碗饭，挣的是这行的钱，也就别再
想别的了。

这回这帘子刚打了一半儿，马六
儿就明白了，小福子的心思并没在帘
子上。他找自己打帘子，应该是另有
用意。果然，眼看一个帘子快打完了，
小福子才把真实想法说出来。

马六儿早知道这鞋帽店已经干不
下去了，再不想办法，关张是迟早的
事。但马六儿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请来子回鞋帽店，这事儿虽不算大，可
也不算小，仅凭自己的面子去跟来子
说，来子现在又在包子铺干得好好儿
的，八成得碰软钉子。想来想去，就想

到了包子铺的高掌柜父子。少高掌柜的
跟来子的关系也近，可还不及高掌柜。
街上的人都知道，高掌柜跟来子情同爷
孙。果然，少高掌柜的一听马六儿说这
事儿，就说，来子这一阵正不是心思，人
也瘦了，现在让他回鞋帽店，包子铺这边
虽也折手，但还能支应，只是不知他自己
愿不愿意。想想又说，这事儿，还是跟老
掌柜商量一下吧。说着，就和马六儿一
起来到后面。
高掌柜听了，半天没说话。
少高掌柜的说，这事儿我也没主意，您

看怎么办吧，是去，还是不去，怎么都行。
高掌柜叹口气说，这个鞋帽店，一回

一回地经了这么多事，现在弄成这样了，
才又想起来子，来子再厚道，也没这么折
腾人的；他回去可以，可真要回，这次得
先说清楚了。少高掌柜的说，我也是这
意思。

高掌柜又想想，还是先听听来子的
意思吧。少高掌柜的说，来子没说去，也
没说不去，看意思是去不去两可。高掌
柜说，要这么说，你就去问问尚先生，看
他怎么说。

少高掌柜的和马六儿就来蜡头儿胡
同找尚先生。尚先生一听就笑了，说，我
早就想到这一步了，这是早晚的事儿。

25 47 愤而不平
在20世纪40年代，东北敌占区

的很多日伪报纸，为了招揽读者，也
刊登漫画，出现了许多模仿朋弟《老
夫子》《老白薯》风格和人物形象的
漫画作品。这些作品以朋弟创造的
人物形象为模本，但内容粗制滥造，
更有甚者竟然将“老夫子”“老白薯”
“阿摩林”描绘成为日本侵略者宣传
“大东亚共荣”“中日亲善”的代言人，
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朋弟创造的漫
画形象在当时的巨大影响力。

不知“被盗版”是否是朋弟的宿
命，朋弟晚年因为种种原因，已不能再
创作漫画，而这时，香港地区却有人将
朋弟创作的漫画人物形象“老夫子”
“老白薯”重新改头换面，一时间竟成
为港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华人世界的畅
销书。模仿朋弟漫画的海外作者远不
止王泽（王家禧）一人。朋弟创造的漫
画形象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被人“借
用”。这些作品无论从漫画人物形象
还是内容上，都借鉴参考了朋弟的“老
夫子”“老白薯”“阿摩林”，这些作者对
漫画人物服饰稍加变形改造，再从情
节上融合港台地区的社会风情，成为
行销海外的时髦漫画作品。这些漫画
作品可以说是对朋弟漫画的“再创
作”，但缺少了朋弟漫画中的现实批判
意义，转型为娱乐、搞笑、耍宝
的休闲娱乐类读物。而此时
的朋弟则处于“文革”风暴之
中，因为种种历史原因，不能
再拿起画笔进行创作，也从不
知晓自己创造的漫画人物形

象已经风靡整个海外华人文化圈，这或许
是以朋弟为代表的那一代漫画家集体的
无奈与悲哀。

朋弟的孙女冯薇（朋弟次子之女），
在香港工作，很早以前就看到王泽的《老
夫子》画册充斥着整个香港市场。她曾
很气愤地告诉同事：“‘老夫子’是我爷爷
画的，不是王泽的。”但很多不明就里的
人，根本不相信远在北京的一位已经失
聪的老人竟会是享誉世界的“老夫子”的
原创作者。在自己家人愤而不平，要为
自己维权的时候，朋弟仍极力阻止家人
的冲动，并告诫他们，打官司是要花钱
的，咱们既无身份地位，又无雄厚的资金
做后盾，拿什么和人家打官司！即便打
了，又怎么能赢呀？

朋弟一语道破自己对版权被人侵犯
后的无奈与悲凉。

在朋弟去世后，最先为朋弟打抱不平
的是天津漫画家、朋弟的学生黄冠廉，他
首先在《天津日报》发表文章，回顾了朋弟

的生平，并介绍了朋弟的漫画人
物“老夫子”“老白薯”“阿摩林”，
明确指出香港有人根据朋弟的漫
画人物进行创作，而香港的“老夫
子”与朋弟的“老夫子”是同出一
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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