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日报》正在连载的齐珏先生新
著《漫画大师冯朋弟》，是天津社会科学
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海河西岸记忆丛书”
第二辑中的一册，引起了我的阅读兴趣。

冯朋弟（1907—1983），原名冯棣，
号止堂，原籍北京通县，1907年生于成
都。上世纪30年代，在天津以“朋弟”
笔名创作漫画《老白薯》《老夫子》《阿摩
林》，并出版多部漫画专集，影响巨大。
新中国成立后，以戏曲研究为主业，进
京入中国京剧一团（后合并到中国戏曲
研究院，即后来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从
事研究及美术创作。1957年 6月，在
《北京日报》刊发漫画《“白薯”出土》后，
受政治运动影响，从此封笔，不再画漫
画。1983年5月3日，在北京逝
世，终年76岁。

笔者对冯朋弟的了解，缘于
2001年冯骥才发表《谁是真正
的“老夫子”》，为遭遇盗版的冯
朋弟维权。当时，因为牵涉到漫
画家之间的公案，加之名人参
与，冯朋弟被再一次推到了风口
浪尖。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一
个被人们淡忘已久的天才漫画大师，重
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内。十多年前，笔
者开始着手研究京津两地的报刊史。
当时，随便翻开自己所收藏的民国时期
的一些老报纸、老杂志，往往在不经意
间就会发现不少署名“朋弟”的漫画作
品。笔者一度曾有兴趣想更深入地了
解一下冯朋弟的创作，然囿于所见所
闻，始终未能如愿。

令笔者兴奋的是，齐珏的《漫画大
师冯朋弟》一书通过对历史文献的钩
沉、梳理和分析，以准确、生动的文字为
读者勾勒出了冯朋弟这位天才艺术家
的详细生平及创作历程，立体地再现了
冯朋弟的人物形象。

首先，从本书中读者可以详细了解
冯朋弟的生平经历。冯朋弟的求学经
历鲜为人知，据本书介绍，1923年秋，
冯朋弟高小毕业，进入在成都的四川省

立第一师范学校。他和同班同学刘尔钰
一起出墙报，并为自己的墙报社起名叫
“沸社”，墙报名为“砧声”。1930年，冯朋
弟考入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艺术系。第
二年，他又转学到了由刘海粟等人创办的
上海美术专门学校。由于冯朋弟在四川
求学时就有过办墙报、绘墙画的经历，所
以，他在这所学校的西洋画专业学习时，
很快就掌握了木炭、水彩、油画等多种绘
画技法，并顺利地实现了跨级毕业。了解
这些经历，有助于理解其为何能在漫画创
作上取得如此大的成就。

其次，从本书中读者可以详细了解冯
朋弟的交游情况。如其与著名画家赵望
云在北平相识并成为志同道合画友的过

程，而这段历史同样是鲜为人知的。正是
因为受到赵望云的影响，尤其是他二人曾
经有过一起到乡间采风的经历，为冯朋弟
正式走上绘画艺术之路做了很好的启蒙
和铺垫。冯朋弟“觉得自己也可以像赵望
云一样，以作品去唤醒民众，唤起这个社
会对劳苦大众的关注，从而改变这些不合
理的现状”。

第三，从本书中读者可以详细了解冯
朋弟与天津的特殊情缘，对挖掘整理天津
历史文脉积淀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933年，冯朋弟受聘于“天津河北省立民
众教育实验学校”，教授美术、音乐、戏剧
等课程。冯朋弟在幼年时，他的父亲、长
兄对昆曲就颇为热衷。受父兄影响，冯朋
弟自幼就能吹拉弹唱，并同样迷上了京、
昆等戏曲艺术。而这一家庭熏陶，为他从
事的教学工作，提供了诸多帮助。在学生
的心目中，冯朋弟老师风华正茂、风流倜

傥，他不仅是绘画有特长，而且精通音律，
还会唱一口好京剧。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冯朋弟创作了大量的粉画作品，这些作品
色调强烈而鲜明，构图极具视觉冲击力，
体现出一位艺术家在创作中对社会责任
的思考。

第四，在本书中齐珏通过对大量文献
的考证与梳理，并结合国内多部漫画史的
研究，为冯朋弟确立了“漫画大师”的地
位。齐珏通过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
数据库的翔实数据，说明冯朋弟及其漫画
作品在当时的新闻界、漫画界，无论从质
量上还是数量上，均有很大的影响力。此
外，齐珏还通过研究分析冯朋弟发表的漫
画理论文章，说明冯朋弟不仅是一位漫画

创作的实践者，也是一位漫画艺术理论研
究的先行者。最终得出“从艺术创作和理
论研究两个方面看，冯朋弟都是中国漫画
史上当之无愧的大师”，以此确定了冯朋
弟的“漫画大师”的地位，并明确提出“缺
少冯朋弟的《中国漫画史》是不完整的中
国漫画史”。

近几年，齐珏先生的艺术史研究佳构
频出，先后出版《碎影丹青——严智开与
天津市立美术馆》《妙手丹青刘奎龄》《对
话魏碑：王树秋霍扬碑访谈》（合著）等专
著，并多次为《天津文化艺术志》《天津近
代历史人物传略》等市级重大课题研究撰
稿。《漫画大师冯朋弟》一书的问世，把齐
珏有关天津艺术史学的学术研究推向了
一个新的阶段。冯朋弟这位在漫画史上
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一直没有传记，而
该书的问世，恰好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
白，真是可喜可贺。

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没有像《红楼
梦》这样能够细致深微然而又是气魄阔
大地、从整个社会的结构上反映生活的
复杂性和广阔性的作品。可以毫不夸张
地说，《红楼梦》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尤其
是上层社会）面貌的缩影，也是当时社会
（尤其是贵族和知识分子阶层）精神文化
的缩影。《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
相当完整的人间世界，一个绝妙的艺术
天地。然而，我们又得实事求是地承认，
《红楼梦》是一部很难读懂的小说。事实
上，作者在写作缘起中有诗曰：“满纸荒
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
中味？”这首诗不仅成了这本书自身命运
的预言，同时也提示读者，作品寄寓着极
为深邃的意味。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从
《红楼梦》中找寻社会政治史料和作家个
人的传记材料，就需要回到《红楼梦》的
文本深层，因为只有面对小说文本，才能
看到作者把主要笔力用之于写一部社会
历史悲剧和一部爱情悲剧。这幕悲剧的
中心舞台就设置在贾府尤其是大观园
中。而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
王熙凤等慧觉一时的人物及其命运，尤
其是他们爱情婚姻的纠葛，以及围绕这
些纠葛出现的一系列各种层次的人物面
貌及其际遇，则始终居于这个悲剧舞台
的中心。其中令读者最为动容的是宝黛
爱情悲剧，不仅因为他们在恋爱上是叛
逆者，而且还因为他们的恋爱是一对叛
逆者的恋爱。这就决定了宝黛悲剧是双
重的悲剧：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所
不能容许的爱情悲剧，上流社会以及贵
族家庭所不容许的叛逆者的悲剧。作者
正是把这双重悲剧融合在一起着笔，它
的人生意味就更为深广了。《红楼梦》的
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使家庭矛盾和社会矛

盾结合起来，并赋予家庭矛盾以深刻的社会矛盾的内涵。既然如此，
小说的视野一旦投向了全社会，那么，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世风
的浇漓、人心的衰微便不可避免地会在作品中得到反映。书中所着力
描写的荣国府，就像一面透视镜似的凝聚着当时社会的缩影。这个封
建大家族，也正像它所寄生的那个将由盛转衰的清王朝一样，虽然表
面上还维持着烜赫的豪华场面，但那“忽喇喇如大厦倾”的趋势，却已
从各方面掩饰不住地暴露出来，而这一切也正符合全书的以盛写衰的
创作构思的特点。
《红楼梦》一经出现，就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手法，从而把章回体

这种长篇小说文体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曹雪芹的创作特色是自
觉偏重于对美的发现和表现，他愿意更含诗意地看待生活，这就开
始形成他自己的特色和优势。而就小说的主调来说，《红楼梦》既是
一支绚丽的燃烧着理想的青春浪漫曲，又是充满着悲凉慷慨之音的
挽诗。《红楼梦》写得婉约含蓄，弥漫着一种多指向的诗情朦胧，这里
面有那么多的困惑，那种既爱又恨的心理情感辐射，确实常使人陷
入两难的茫然迷雾。但小说同时又有那么一股潜流，对于美好的人
性和生活方式，如泣如诉的憧憬，激荡着就要突破覆盖着它的人生
水平面。小说执著于对美的人性和人情的追求，特别是对那些不含
杂质的少女的人性美感所焕发着和升华了的诗意，正是作者审美追
求的诗化的美文学。比如能够进入“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又副
册的将近六十人，这些进入薄命司册籍的妇女，都是具有鲜明个性
的美的形象。作者正是以如椽之笔，将这样一大批红粉丽人，一个
一个地推到读者的眼前，让她们在大观园那座人生大舞台上尽兴地
表演了一番，然后又一个个地给予她们合乎逻辑的归宿，这就为我
们描绘出了令人动容的悲剧美和美的悲剧。《红楼梦》的作者恰恰是
经历了人生的困境和内心的孤独后，才对生命有了深沉的感叹，他
不是仅仅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更加倾心于
对人生生命的况味的执著品尝。曹雪芹已经从写历史、写社会、写
人生，到执意品尝人生的况味，这就在更深广的意义上，表现了人的
心灵和人性。

我们还清晰地看到，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美学风格，发展到《红楼
梦》，已经呈现为鲜明的个性、内在的意蕴与外部的环境互相融合渗透
为同一色调的艺术境界。得以滋养曹雪芹的文化母体，是中国传统丰
富的古典文化。对他影响最深的，不仅是美学的、哲学的，首先是诗
的。我们称之为诗小说、小说诗，或曰诗人的小说，《红楼梦》是当之无
愧的。如果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比照着看，我
们发现一条小说的艺术规律：拥有生活固然重要，但是作为小说来说，
心灵更为重要。仅仅拥有生活，你可能在瞬间打通了艺术的天窗，但
没有心灵的支撑，这个天窗很快就会落下来。《儒林外史》和《红楼梦》
的精神价值正在于它们有着一颗充实的心灵支撑，所以才更富于艺术
的张力。我想把前者表述为“物大于心”
的小说，后者则是“心大于物”的小说。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两部小说都具有
心灵自传的意味。这说明长篇小说在早
期表述心灵的外化能力较弱，而在长篇
小说发展至清代，精神内涵的开拓则有
了超越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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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现天才漫画家的艺术人生
——评《漫画大师冯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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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乡乃华北平原上一个小村庄，当年损人，
常采质问语式：“你还穿土裤子呢？”形容对方情
商低，不懂事。土裤子者，乃婴儿必备用品，至
本世纪初方消失。回溯，不知起源于何时。起于
何时，何时的文明就向前迈了一大步。过程中，
定有各种改进。而其消失，又为文明一大步。
土裤子，略似布口袋。宽三四十厘米，长约半米，

下方封死，上方做成上衣状，内装沙土。
这沙土有讲究，必须细沙。如王过庄西南角

有一沙地，附近几村，婴儿新生，家人必套车来
取沙。上天怜人，不做绝事，隔个十里八里，便
有一固定取沙处。拉至家中，以箩筛之，然后火
烧。烧沙器具，多为犁铧上的一个附属品。口呈
D形，下边以半圆收底。亦有使用小铁锅、铁锹
者，并无定例，所谓因地制宜，因陋就简。置沙
于内，烧熟烧透，甚至冒泡，此为杀菌过程。晾
至温热，倒入土裤子，给孩子穿上。如此，孩子
半身便入温土中。随意大小便，换一次土，如换
一衣。方便。
给婴儿穿土裤子也是技术活儿。必须轻拍

土，慢慢摆弄孩子的腿，使之舒适且直。有些成
人长一罗圈腿，常被怀疑幼年穿土裤子不当。
民间话语中，穿土裤子有多种好处，比如可

防治脚气，预防褥疮等。诚有此效，但归根结底
还是穷，缺少做褯（音“介”）子的布匹，也没纸尿
裤可用。
土裤子多以粗布缝成。结实。家里人口多

的，老大用完老二用，老二用完老三用，兄弟姐妹
无穷匮也。
人人都穿土裤子，而个人感受全无。一般一

周岁多一点，就要脱掉土裤子，换开裆裤。恰如蝌
蚪变青蛙，毛毛虫羽化为蝴蝶，肉乎乎的婴儿渐渐
像一个成形的小孩子了。有一村民，现已七十多
岁，据说土裤子穿到四岁。有一次父母下地干活
儿，他在土裤子里扭啊扭啊，从屋中一直扭到门
口。那时他应该记事了。

打小生活在冀南平原，常见的树
花是杏花、桃花、梨花、枣花等，而梅树
和梅花属于南方，故印象隔膜且模
糊。诗人多咏赞梅花凌寒傲雪，便笃
定以为其在寒冬腊月盛开。我所在的
这个北方城市，要赏梅花，只能去植物
园。于是，腊月的一天，我跑到植物园
“凌寒”赏梅。结果，只见梅园里那株
株梅树在寒风中伫立，枝丫光秃秃的，
连个花苞影子也没有。问正在侍弄园子的园丁梅花啥
时开，园丁呵呵笑着说，你来早了，咱这儿梅花得正月十
五以后才开呢。
一过十五，我给植物园打电话，问梅花开了没？那头

说，这几天天冷，气温上不来，还得一星期哩。
梅花暂时没见到，倒是先赏了蜡梅。
小区院里有数株蜡梅，在冬日一片萧瑟里兀然开

放。那些日子，疫情在这座城市闹得正凶，闭环式管理，
我的脚步只能局限在小区不大的院落里，心情不免有些
焦躁和黯然。这时一树蜡梅花开得灿烂，色泽金黄如蜜
蜡，花朵状如编钟样的筒形，散发出浓郁的香气，让人精
神为之一振。宋以前人们称蜡梅为黄梅花，大抵是视为
梅花的一种了。其实，蜡梅和梅花从植物学分，不是一个
种类，蜡梅是蜡梅科蜡梅属，梅花是蔷薇科杏属。蜡梅之
名还是至宋由苏东坡、黄庭坚所定。苏东坡诗云：“天工
点酥作梅花，此有蜡梅禅老家。蜜蜂采花作黄蜡，取蜡为
花亦其物。”黄庭坚《戏咏蜡梅》诗自注：“京洛间有一种
花，香气似梅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类女功撚蜡所成，
京洛人因谓蜡梅。”估计古代许多人也傻傻分不清蜡梅和
梅花之别，清人李渔就说“蜡梅者，梅之别种”，因蜡梅在
腊月开花，又被人称作腊梅。
一周时间到了，我不再电话问询，直奔植物园的

梅园。
还是来早了些，有一半的梅树还沉睡着，保持冬眠状

态；但另一半梅树中，一半含苞待放，只有花骨朵，一半已
是一树芬芳、花团锦簇了。这样正好，这样才好，各种形
态的梅全在眼底里了。放眼四望，植物园自然状态下只
有梅花一花独放，果如元代诗人杨维桢所言“万花敢向雪
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李渔也说：“花之最先者梅，若以
次序定尊卑，则梅当王于花。”（《闲情偶寄》）梅花堪称迎

春第一花。
我看到的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绿萼梅，没

有任何绿叶的扶持，在光秃秃的枝条上傲然绽放，像是
绑上去的一般，空气中弥散着淡淡的香气，人称之“暗
香”。王安石赞其“凌寒独自开”，陆游咏其“一任群芳
妒”，都是说梅花在百花畏寒而寂寥之时，梅花开得不
管不顾，开得无拘无束，开得率性放任。而且，都云好
花还得绿叶扶，主角还得配角及群演衬托，但梅花不管
这些，性子急，枝丫只是由黑褐色泛绿，等不得叶子生
出了，就好像大姑娘上轿，不待别人扶持，自己腾腾腾
迈开大脚直接掀开门帘径自坐上去了。“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梅花是美丽的，它有这个底气。而那些
欲开未开的花蕾，在枝头一串串排列，似乎更有韵味，
故“梅韵四贵”之一便是“贵含不贵开”，给人以无限的
希冀和想象的空间。

目光从梅花下移，便是梅树的枝干。我想起了上中
学时有一篇课文是清人龚自珍的《病梅馆记》，其中有句
子印象深刻：“梅以曲为美，直则无姿；以欹为美，正则无
景；以疏为美，密则无态。”尽管是批评此乃梅的病态，但
我们仍然当成了梅韵所在。宋代诗人范成大在《梅谱》
中谓：“梅，以韵胜，以格高，故以横斜疏瘦与老枝怪奇者
为贵。”也是奇怪，梅树的确与别的花树不同，树干黑黢
黢的，纹路粗糙，一如老人嶙峋的手臂，枝条也干硬如
铁，横生斜逸，没个正形，但却给人以奇特的美感，一种
沧桑之美，坚贞之美，不羁之美。

梅之韵，在花里，也在树里。
梅之韵，还在艺术家的诗里画里。
据有关专家统计，在《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里出现

的植物排序，梅在第十四位，没进入前十。那时梅的主要
功用是果实当食品调料，《尚书》云：“若作和羹，尔惟盐

梅。”这里把梅当醋用了，曹操的“望梅止渴”酸
酸的让人流口水，亦是此意。到了《全唐诗》，
梅出现的次序位列第九，排在柳、竹、松、荷、
桃、苔、桂、兰之后，而在《宋诗钞》中，梅一跃
到了第三位，仅次于竹、柳，在《全宋词》则排第
二。据称这与宋代“偃武修文”的风气有关，莳
花弄草成为时尚，梅便由以果实为主转为以赏
花为主，由实用层面升华为艺术层面了。梅花
广为风雅文人所优宠喜爱，纷纷吟咏并赋予其

人格化的审美属性和精神特质。王安石、苏东坡、陆游等诗
人都留下了诸多咏梅的名篇名句，而且，范成大和张功甫还
分别撰写了《梅谱》和《梅品》专著。

其中，宋代林逋写的《山园小梅》最为人激赏，其诗云：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
香浮动月黄昏。”允称“千古咏梅绝唱”。何也？盖其用情最
专、最深也。林逋是南宋隐士，终身布衣，品行高洁，不慕荣
利，安然于湖光山色之间徜徉，一生不娶，喜欢植梅养鹤，自
谓“以梅为妻”“以鹤为子”，世称“梅妻鹤子”。别人咏梅，是
观，是赏，是品，而林逋，是爱，是生气灌注的眷恋，是性命依
托的厮守。

自宋代始，梅便以独特的魅和韵赢得国人特别的喜
爱，“花中四君子”（梅兰竹菊）有之，“岁寒三友”（松竹
梅）也有之，甚至有人视之为“国花”。人们欣赏的不仅是
它的芬芳绚丽，更有其所蕴含的高洁坚韧的精神品质。
上世纪 60 年代，词作家阎肃为歌剧《江姐》写的主题歌
《红梅赞》，将梅花纳入了红色精神的范畴，赋予了鲜明的
时代色彩，影响了几代人。想想看，我们身边有多少名叫
“红梅”的女子？

“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王冕《墨
梅》）这是梅最高雅的品格，最深长的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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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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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俄语练麻舌头
1956年12月31日，焦裕禄从

大连起重机器厂返回洛矿，就被厂
党委任命为全厂最大的车间——第
一金属加工车间主任。
车间主任同苏联专家打交道

多，设备图纸常有俄文代号。车间
开会部署任务，同技术人员研究生
产问题，也绕不开俄文代号。偏偏焦
裕禄又发不好俄文字母的音。不懂外
语的苦头，焦裕禄在大连实习时就已
经痛彻肺腑地尝到了，后来时时忆起，
总感芒刺在背。
1957年10月，洛矿派往苏联学习

的大学生赵广宜回国，分配到一金工车
间工作。有文化、懂外语的赵广宜的到
来，令焦裕禄喜笑颜开。有了现成的老
师，焦裕禄学俄语的计划迅速付诸行动。
2017年9月1日，我来到当年的

洛阳矿山机器厂——今中信重工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在公司焦裕禄纪念馆，
看到了焦裕禄当年学习俄文用过的厚
厚的《俄华大辞典》和其他专业书籍。
一个甲子的时光流过，桌上的书籍都
染上了浓重的赭黄色。睹物思人，当
年那个发奋攀登科学文化山的秉烛苦
学者的形象，恍如就在眼前。
焦裕禄为学俄语练麻舌头，是征战

沙场的勇士为建设新中国和实现工业
化，在新的战场上冲锋陷阵的生动留
影。中国共产党人礼敬科学的生动隐喻，
其意义已经超出了学习科学文化本身。
从今天的视角回望焦裕禄等共产

党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义无反顾掀
起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浪潮，不仅有力冲

刷了旧中国加之自身的文化蒙昧，彰显了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
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意志和情怀，而且
还促成了“拉牛尾巴的”“泥腿子”与科学文
化和现代工业结缘。这一壮举对于在持续
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培塑和陶冶他们理解、
关心、爱护知识分子的胸襟与情怀，产生了
潜移默化但却极为重要的影响。

硕果仅存的老洛矿，至今难以忘怀当
年那次车间夜话——

午夜，一金工车间办公室烟雾袅袅。
那根自制的烟卷，在主人左右嘴角快速位
移后，悄没声躺在烟灰缸待命。焦裕禄望
着被称为“沉默的人”的技术员陈继光，径
直问：“小陈，你数年如一日，持之以恒钻
研技术，在厂里已经拔尖。我观察，你每
做完一项工作，都要详细做记录。是不是
怕有人揪辫子，秋后算账啊？”

陈继光抬头看看焦裕禄，欲言又止。
焦裕禄知道，毕业于大连工学院的陈继光，
在校时品学兼优，素怀知识报国之心。初
来洛矿时也曾有一番雄心壮志，扑下身子
真钻实研，在机械加工工艺特别是齿轮啮
合理论及加工制造方面颇有造诣。不料反
右时一些知识分子受伤害，陈继光也因家
庭出身不好受冷落。他自觉不受信任和重
用，遂心灰意冷，成为处处设防的沉默人。

心里装不下别人
看来这辈子，自己跟小闺女儿

也就是这点儿缘分了。来子这一
想，也就认头了。

来子独自喝着酒，想起十八岁
生日时，是小闺女儿给过的催生。
当时她是用自己的体己钱去街上买
的肉馅儿，亲手包的催生饺子。这
一想，就又想到了十七岁的生日。
那时他妈还活着，已经瘫在床上。过
催生那天，他妈知道他爱吃“狗不理包
子”，就给了他几个大子儿，让他自己
来包子铺吃包子。现在再想，他妈一
走，也已经快十年了。

来子的酒量已经很大。但酒量大
的人只是能喝，也不是喝了没感觉。
喝酒的人有句话，如果喝了酒，又没感
觉，这酒也就白喝了。既然是喝酒，要
的也就是喝完之后这种晕晕乎乎儿感
慨万千的感觉。这个中午，来子一个
人不知不觉就把这六两老白干儿都喝
了。因为是就着三十个包子喝的，也
就没觉出什么。要在平时，已经喝到
这个份儿上，来子就得去街上再打几
两回来。但今天不想喝了，也不是不
想，是没心思喝了。

看看已是下午，就从家里出来。
往西走几步就是归贾胡同南口

儿。来子一眼看见街边的“华记布匹
庄”。当年发了那场大水之后，这布匹
庄的华掌柜曾找到包子铺的高掌柜，
跟他说，想让来子去他的铺子。当时
来子还真动心了。可后来有人跟他
说，华掌柜让他去，其实是另有心思。
这华掌柜没儿子，只有两个女儿。大

的叫华春梅，已经出嫁，婆家是西门里
的，开着一家涮肉房。二的叫华冬雪，眼
下还没婆家。
跟来子说这事的人叫黄八，在“华记

布匹庄”的斜对面开个小饭馆儿。这黄
八当年在河边的“鱼锅伙”干过，对河螃
蟹最内行，据说一只螃蟹放在地上，只要
让它爬两下，就知道是“长脐”还是“圆
脐”，街上的人就都叫他“螃蟹黄”。后来
这“螃蟹黄”离开“鱼锅伙”，在街上开了
个小饭馆儿，虽是混混儿出身，人却挺热
心，平时门口的街上谁家遇上红白喜事
或有过不去的难事，只要能伸手的都会
伸手帮一下。
“螃蟹黄”告诉来子，华掌柜已在街

上放出话，他这小女儿不打算往外嫁
了，将来招个养老女婿，连这铺子也一
块儿给他，日后为自己养老送终。“螃蟹
黄”跟来子说，你家里就一个人，又老实
可靠，华掌柜让你来他的铺子，八成是
看上你了。来子也就是听了“螃蟹黄”
这话，才没敢答应。来子见过华掌柜的
这个小女儿，模样确实挺好，皮肤也白，
偶尔出来，在街上也不爱说话。但在当
时，虽然小闺女儿已经驳了来子，可他
心里还是一直有她。有她，也就装不下
别人了。

28 50 时代烙印
冯骥才曾经在《老夫子与老白

薯》一文中指出，老夫子是个很有趣、
有血有肉的人物。他传统又时尚，胡
闹又“正经”，精明又犯傻，喜欢恶作
剧又心地善良。他长袍长褂的装束
和脑袋后边垂着的一条绳头般的发
辫，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烙印。

姜德明说：“（朋弟）专画四幅一组
的连环漫画，塑造了‘老白薯’‘老夫子’
‘阿摩林’三个人物，都是时常想找点小
便宜，又常常吃亏、出洋相的俗人。画
家的技巧纯熟，造型有特点，笔下的三
个活宝，曾在京津两地风行一时。但也
明显存在迎合小市民趣味的缺点。”

近代天津报纸《新天津》，曾在
1940年8月24日第7版“新秋闲话”
栏目，刊登了署名“老乡”的文章《〈老
夫子〉评介》一文。文章说：
《老白薯》与《老夫子》仿佛是兄弟

行，都是旧时代前新时代尾的中间人
物，仔细来分析他们贤昆仲，各有千
秋，两个人物，代表出两部不同的蘑菇
哲学。都足使人笑，使人气，使人感到
看了卓别林片子的收场那样的怅惘与
悲哀。

老夫子的上场人物，一个小摩登、
一个小脚夫人，一个鬼迷斯，一群小孩
子，千百篇都是一个模型，一个造
（型），这在技巧方面《老夫子》
具有相当成功，有人说：朋弟
的取材太低级，不高尚，只是
写肮二小事，现在可以把朋弟
序里自白抄两句：

于是：“脏东西不画，坏东

西不画，丑东西不画，臭东西不画。”其实
谁敢说自己不脏，不坏，不丑，不臭？世间
果有不臭，不丑，不脏，不坏，则其脏，坏，
丑，臭，已具备之而有余矣。
饭可以不吃，但屎亦不能不拉，接吻

有意思，性交未尝没有价值，骂人一句“混
蛋”，只要骂的是地方，未必就失身份，捧
人一句“你真是仙女一般”，说的不是地方
又何尝就不低级……
痛快痛快，这些话讲得真是妙人妙语！
全书九十幅连续，朋弟把男女间，贫富

间，强弱间不平衡的希求、冲突，尽力在讽刺
叫骂，使读之者在愉快地笑，同情地叹息。
举一个例：如《情感玩物》一幅，老夫

子为了放生，忍心地把心爱的鸟放了，提
着笼子哭泣着回去，鸟感动不忍离开，仍
然飞回它的笼里去，表面看是一个笑剧，
但是仔细地玩味，那个玩物不一定是鸟，
也许是人，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他虽然是
由于樊笼被释放了的，而他仍然被玩弄者
感动，而自愿就范，投入笼内，这是社会常

见的缩影，谁能不说这一幅确实
是深刻的名作！
全部都是这样撼人情感的幽

默讽刺，二版出书，销路异常良
好，我们对朋弟的宠儿——“老夫
子”又加增了新的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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