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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三十七八年了。那年的冬天，我寄居
天津，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是个女人打来的，声音
很陌生，不知何人，便问，她笑着让我猜。我猜不
出，她笑得更响，说出了她的名字，但这个名字依
然让我想不起她是谁。她接着说：您真是贵人多
忘事，您忘了，当年咱们二队小学校里排练《红灯
记》，我演的李铁梅呀！
李铁梅！我一下子想起来了，她是二队车老

板的那个小丫头呀！那时候，我在队上的小学校
里教书，队上的头头心血来潮，非要让学生排练
《红灯记》，为了轰动，造成影响，还非要
排整出的《红灯记》，就找到我，说：听说
你是考上戏曲学院的，这任务对你是小
菜一碟了！我跟他解释不清戏剧学院和
戏曲学院是两码子事，只好赶鸭子上
架。之所以找她来演李铁梅，是看她长
着一条长辫子，别的女孩子没有，没有长
辫子，还是李铁梅吗？这么着，她被我赶
鸭子上架，演了李铁梅。那时候，她不是
上五年级，就是上六年级。长得白白净
净，挺好看的。
不要说这帮孩子，就是我也不会唱

京戏呀，完全是对着收音机里的唱段，照
猫画虎，一点点学。不过，这比上课要好玩儿，这
帮聪明孩子的潜力被挖掘出来，连打带闹，连玩
儿带演，最后演出，还真有那么点儿意思。北大
荒，地僻人稀，哪里看过什么京戏？有一帮小孩
演《红灯记》，人们都看个新奇，便到各队演出，看
得大家哈哈大笑。她人长得俊俏，嗓子也不错，演
的李铁梅最出彩，特别受欢迎。以后，队上的新年
联欢会，人们都要她唱一段《红灯记》，成了队上的
保留节目。
我在队上当老师一年多后，就调走了，很快又

回到北京也有十多年了，再也没有见过她，不知道
她从哪里找到电话号码，联系上了我，更不知道她
找我有什么事情。她没有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先
问我天津的地址，说马上过来看我。我以为她还
在北大荒，说那么老远千万别跑……她打断我的
话说：我现在在北京呢。立刻上火车站买票去天
津，您等着我啊！
那时，我住在老丈人家，地方挤，不方便，便和

她约在宁园。这是袁世凯时代建的一座公园，当

时想建成慈禧太后的行宫，所以，别看公园不算大，
却有皇家园林风格，亭台湖泊，长廊水榭，很是幽
静。宁园离我住的地方很近，我常带孩子到这里玩
儿。这里紧靠着天津北站，坐在火车上她就能看见，
下了火车一拐弯儿就是，找我也近便一些。到时已
经快中午，她一眼认出我，我几乎认不出来她，个子
长得高高的，眉眼似乎更漂亮，一身枣红色的呢子大
衣，装扮和城里姑娘一样，看不出当年柴禾妞一点儿
影子了。真的是女大十八变。想想，那一年，她也就
二十五六的样子。

快到饭点儿了，那时候，宁园有家餐厅，就在水
榭里，我请她到那里吃饭，顺便聊起这十多年的经
历，才知道我离开北大荒后，她从二队调到农场的宣
传队演节目。以前演李铁梅的经历，成为她晋级的
资本。在宣传队里，她和打扬琴的上海知青恋爱。
她坦率地告诉我是她追的人家，她就是想离开北大
荒到大城市去。她说的那么坦率，如果说是有心机，
也是直肠子，一根线，没有那么多弯弯绕。我笑着说
她：你长得漂亮，他肯定也早动了心。她摆摆手说：
那倒也不全是，您想我是北大荒一个本地的柴禾妞，
他是上海人，能一下子看上我吗？我就想，我就是手
提红灯四下看，一门心思死照着他，他就是块石头，
也能照暖了吧？

她快言快语，可真是有意思的人，在二队教她
的时候，排练《红灯记》的时候，是个挺腼腆的小丫
头呢。

吃饭的时候，她要了点儿白酒，边喝边对我说：
如果不是您让我演李铁梅，我可能永远是二队的柴
禾妞，早嫁人了，跟我妈一样，生一堆孩子，过一辈

子。您让我打开了眼界，知道除了二队，还有那么大
的大世界。我一直都特别感谢您，可惜，您走得太
早，我总也联系不上您！这次来北京，我说什么也得
找到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说你这话说
得过了，我不过是让你演个李铁梅，而且，当初只是
因为你长着一条长辫子。她一摆手，说：别管当初因
为什么，反正现在我来到北京，又来到天津，过两天
再去上海，都是大城市吧？都说因为您当初让我演
李铁梅，要不我一辈子都去不了这些地方！这是我
的心里话，我找您，就是想对您说我的这句心里话。

这顿饭最后她非要结账，怎么拦都拦
不住，她对我说：您说这都十多年了，我好
不容易才找到您，为的就是感谢您，不让我
请您吃这顿饭，我心里过得去吗？说得收
银台的服务员不住地笑。
沿着宁园的湖边，我们边走边聊，十多

年的光阴，仿佛回溯，一个小丫头化蛹为
蝶，我很为她高兴。她终于和上海知青花
好月圆，在上海知青调回上海前结了婚，只
是她的户口还无法办到上海，只能这样每
年一次探亲假，两地跑着。不过，总是万里
长征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冬天的宁园，
人很少，非常安静，没有一丝风，湖边柳树

的枯枝一动不动，像画上的一样。如果有风，哪怕是
小风，冬天就会显得冷，风像是温度的催化剂，风越
大，天气越冷。没有一丝风，冷似乎隐去，可以忽略
不计，站在阳光下，暖和得像春天。望着她青春洋溢
的脸庞，我祝福她。
一晃，过去了三十多年，再没有见过她，也一直

没有她的音讯。前两天，忽然传来她去世的消息。
我很是惊讶，算一算，她应该六十岁开外，忙打听是
什么病？是胃癌。和上海知青分居两地，好多年没
有调到一起，吵吵闹闹，最后离婚。这是她病的根本
原因。其实，如果再坚持一两年，调动也就成了。命
运到底没有成全她。李铁梅的长辫子！我想起当年
的往事，如果不是我找她演李铁梅，她会有这样的命
运吗？即使她作为柴禾妞，起码现在会好好地活
着。不知道，我当年偶然的举动，是帮了她，还是害
了她？
总想起三十多年前冬天的宁园，没有一丝风，

站在阳光下，那样的暖，暖得让我们都相信好像是
春天。

承蒙《天津〈红楼梦〉
与古典文学论丛》主编赵
建忠将拙著《荣辱毁誉之
间——纵谈俞平伯与〈红
楼梦〉》纳入，深感荣幸。
拙著的出版，适逢俞平伯

先生120周年诞辰，让我有幸以这本浅薄的小
书纪念红学前辈。
《荣辱毁誉之间——纵谈俞平伯与〈红楼

梦〉》，实际就是俞平伯的生平事辑以及对历史
事件的反思，围绕着俞平伯红学研究的经历，勾
勒出他在荣辱毁誉之间浮沉的身影，留下红学
史中这段不可逾越的个案。全书分
为上下两编，其中上编分为两部分，
其一是“俞平伯的学术经历”，其二
是“俞平伯与友朋的交往”。下编是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年谱》，从他
出生直至他去世之前，他与《红楼
梦》的瓜葛，一直没有中断。他在弥
留之际，仍然惦记着要写长文章，重
新评价高鹗续书的功绩。
1954 年，因为红学观点的分

歧，俞平伯受到批判。当时，批判的
调子逐步升级。许多从旧社会生活
过来的老学者，也说了一些过头
话。这都是当时的特殊环境造成，
是可以理解与谅解的。《俞平伯〈红
楼梦〉研究年谱》中根据当时报刊发
表的文章，摘录了一点学者们的批
判观点，借以留下历史的真实。让
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引以为戒，让
有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学术方
针的事件不再重演，这才是我们所
期待的。
经历了1954年的批判和“文革”

的磨砺，俞平伯的学术观点发生了很
大变化。晚年，他对红学的思考更加理性、客观。
对红学界争论的问题，不盲从，不随大流，始终坚
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他学术思想的进步，在《俞平
伯〈红楼梦〉研究年谱》中清晰地体现出来。
俞平伯去世后的二十余年间，他的代表作

《红楼梦辨》《红楼梦研究》以及红学随笔等，被
各地出版社反复出版，说明他的著作不仅有读
者，而且有学术参考价值。因此，在《俞平伯〈红
楼梦〉研究年谱》的末尾，补入了《逝世以后出
版、发表的俞平伯红学论著》和《逝世以后出版
的部分研究俞平伯论著及纪念活动》等史料，可
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作为新红学奠基人之一的俞平伯先生从不

承认自己是红学家，1979年冬，他函告叶圣陶
先生：“近得港剪报‘九三’、文代二会上弟之影

片颇多，皆称为‘红学家’，却之无术，受之无名，良
可愧也。”1986年冬，他应邀到香港讲学时，有记
者称他是红学权威，他辩说自己只是个看过《红楼
梦》的人，懂得一些而已。他始终低调谦逊，然而，
他对《红楼梦》的研究又是如此执著、坚守。
俞平伯先生在红学的道路上一路走来，也曾得

到许多朋友、同事的帮助。只说新中国成立后，对
他帮助较大的两位就是他的领导郑振铎与何其芳。
1958年10月18日，时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

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著名文学家郑振铎
在率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不幸遇难。俞
平伯以悲痛的心情不仅作了挽联，而且发表了《哀

念郑振铎同志》《忆振铎兄》两篇纪念
文章。俞平伯与郑振铎相识于1921
年，他说：“‘五四’时期，我们虽同在北
京上学，却还不认识。”“一九五二年我
到文学研究所工作，他是所长，我们还
是从前老朋友的关系。”他回忆：“一九
五三年的晚秋，比现在还稍晚一点，黄
昏时候，我从团城他的办公室，带回来
两大包的旧本《红楼梦》，其中有从山
西新得的乾隆甲辰梦觉主人序本，原
封未动，连这原来的标签还在上面
……他供给我这些珍贵的资料，原希
望我把校勘《红楼梦》的工作做得更
好，哪知到后来我不能如他的期望。
无论为公为私，我是这样的愧负呵！”
他还谈到1958年的春天，“我到他的
黄化门寓所，片刻的谈话里，他给我直
率的规箴，且真诚地关怀着我，这是我
至今不能忘怀的”。俞平伯称郑振铎
“始终走在我的前面，引导着我前进，
他是我的‘畏友’之一”。
1987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纪念何其芳所长逝世十周年之
际，俞平伯也以真挚的感情，在《纪念

何其芳先生》一文中，写出了自己的心声。他说：
“初与其芳先生相识，是一九五二年的事。那年筹
建文学研究所，其芳任副所长，我自北大中文系调
至该所……与其芳几十年的交往，他既是我的领
导，又是我从事研究工作的知己。他给我的帮助
很多，是我非常感谢的。”俞平伯说：“我到文学所
的第一件事，便是校点《红楼梦八十回本》。郑振
铎与何其芳供给我许多宝贵的资料，所里并派王
佩璋女士协助。一九五八年‘八十回校本’出版
时，其芳助我写前言。”他由衷称颂何其芳“以内行
的身份，从事领导工作，尊重知识，选拔人才，方使
文学所在一九五三年以来的基础上，有了很大的
发展。其芳先生的贡献和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这是从一位民主党派老知识分子心中流淌出的对
何其芳最真诚最崇高的评价。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三春时节，古人关于鸟的诗词多，多似杂花生

树。但正如孙犁先生《黄鹂》一文所道，真正的黄
莺即黄鹂，月令曰仓庚者，北方人并不容易见到。
孙犁自述，他只是在青岛养病期间在海边见过。
他说得对。直到现在，即使我很留意，在郑

州也似乎没有遭遇黄鹂的缘分。绿黄色羽毛与
黄鸟黄莺混为一谈的，倒是一种学名为白头鹎
的鸟，叫声也流利婉转。诸如，“两个黄鹂鸣翠
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

娇莺恰恰啼。”“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
音。”这杜甫的三联诗，我感觉说这白头鹎很恰
当。百度上，梅尧臣也有黄莺六首——那首《闻
莺》曰：“最好声音最好听，似调歌舌更叮咛。高
枝抛过低枝立，金羽修眉黑染翎。”
白头鹎，从体型上可分大小，大的一捧大如

画眉。小的最常见，和《鸟类图鉴》里黄莺大小
一样。从羽毛颜色外观，则分灰褐与黄绿两种，
俗称“白盖”“黑盖”。
我恨不得把前人梅尧臣从千年以外的时光

隧道里请回来，和他赔笑脸理论一番——老祖
大诗人啊，您说的不是黄莺，不该指鹿为马。您
那是说白头鹎哩。
人们把白头鹎叫白头翁和白头鸟，除了头

顶分黑白，关键是它的两颊染白色。河南老画
家李自强，其代表作是《竹子白头鸟》。今年与
弟子一道合出台历，“阳春三月”之主角，就是一
只机灵又神气的绿黄羽毛白头翁。城市绿道绿

廊，多是立体复合式的，三层绿——披藤蔷薇或灌
木黄杨、金女贞，等等；上面荷花玉兰或桂花、石
楠：再高为垂柳、栾树、青杨。柳树最高头，一年四
季，即使深冬柳无叶，白头鹎也少不了。柳树在落
叶树里最勤敏，每年元旦过了，元月上旬，柳树黄
叶才被寒风吹落殆尽，稍事休息休眠，而春节到元
宵节，柳又早醒，早早发芽而绿。东风渠沿岸的
树，是一段一个品种变换着的，银杏、垂柳和大女
贞，高低也分三层。早上聚集着玩鸟人，笼子里有
百灵、八哥、绣眼，等等，却没有声音好听的白头
鹎。黄永玉画鹦鹉，题跋发牢骚：鸟是好鸟，就是
话多。郑州玩鸟人，没有人蓄白头鹎的，因为
“白头”俩字犯忌。即使“黑盖”也不行。三春
鸟越来越多了，我常常驻足抬头，朝柳树梢上
望白头鹎，听它莺声呖呖唱歌，活灵活现的。
刻下鸟多了，有几种鸟，行家也似是而非不熟
悉。而白头鹎与斑鸠、乌鸫，在房前屋后近
人。常常闹出阳台花盆里，或墙上空调外挂
机上，有斑鸠、乌鸫在做窝。

范成大也有《五月闻莺》：“桑阴净尽麦头
齐，江上闻莺每岁迟。不及晓风鹎鵊子，迎春
啼到送春时。”鹎鵊子，怕就是白头翁的又一

种叫法。
明代杂剧家与诗词高手朱诚斋，他在开封

吟诗，写白头翁多多——《海棠白头翁》《竹棘白
头翁》《杏花乌头白颊》《题樱桃乌头白颊》……莺
与白头翁，也混着说。

气候暖化持续，今年春节前后即杂花生树，梅
花玉兰，樱桃杏花，桃花梨花，花开越来越早。过
去，春分清明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现
在，这些年从雨水惊蛰即是。竺可桢先生说物候
和气候，以竹子梅花为亚热带指标。现在，竹子梅
花过了黄河与卫河，在冀豫交界地带也生长很好。

鸟多了，好鸟声音不绝于耳。可是，鸟多了就
代表环境问题无忧患了吗？与蕾切尔·卡森在《寂
静的春天》，上世纪60年代不同，那时候大量使用
农药，构成广泛的环境危机，祸及三春鸟。现在，
气候暖化持续，城市热岛效应放大，因为市区吃食
易于解决，鸟在变多，不少候鸟变为留鸟。但是，
气候暖化也代表着新的危机出现。

念楼，是钟叔河先生在长沙的寓所。所谓
“念楼”即“廿楼”也。近些年来，先生在念楼深
居简出，读书作文，散文随笔写得越发老辣，言简
意远，处处透漏着文化和智慧的光芒。2018年，
先生亲自编选的《念楼随笔》出版了，我赶紧买了
一本来看，越看越喜欢。

钟叔河是出版大家，早在20世纪80年代，
他就以一人之力，编辑出版了周作人的几部书，
《知堂书话》《知堂序跋》《周作人文选》《周作
人文类编》等，引起业界广泛赞誉。

这固然与他的编辑眼光有关，也与他从
小爱读周作人的书有关。从1963年起，他
还和周氏通信，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在《给
周作人写信》一文里，钟叔河回忆了当年给
周作人写信的经过：“实是一九六三年。当
时我被开除已经五年，正在拖板车，劳作归
来仍闭户读书，却已不蓄纸笔。为了写信给
周作人，特别到小店中买了几张一面粗一面光的
极薄而劣的红色横格‘材料纸’，还有一小瓶墨汁
和一支二角四分钱的毛笔。”钟叔河给周作人写
信，谈到了读周作人文章的感受：“说老实话，先
生的文章之美，固然对我具有无上的吸力，但还
不是使我最爱读它们的原因。”他认为，周作人文
章的价值在于，“它们所反映出来的一种态度，乃
是上下数千年中国读书人最难得的态度，那就是
诚实的态度——对自己，对别人，对艺术，对人
生，对自己和别人的国家，对全人类的今天和未
来，都能够诚实地，冷静地，然而又是十分积极地
去看，去讲，去想，去写”。就是在那样的历史条
件下，在自己身处极端艰难的生活境遇里，钟叔
河也没有放弃读书，没有放弃思考。恢复工作

后，他编辑出版周氏著作，深得好评。在他看来，
在他所读过的书评书话中，周作人的文章可算是达
到了上乘的标准。

在我的书房里，我曾购买过钟叔河的两本书，
一本是《念楼小抄》，一本是《小西门集》，这两本书
中收录的文章，大多很短，但短而有味，耐人咀
嚼。他说，1995年离休后，没办法没心情做正经事
了，便开始写点小文章，抒发自己的感兴。其实，

先生写文章结集出版始于1995年的《书前书后》，
至今已出版了个人著作十多部，有《念楼学短》《念
楼集》《钟叔河散文》《人之患——为别人作的序》
等。钟叔河提倡编辑要有两支笔，一红一篮，红笔
改书稿，蓝笔写文章。他是如是说，更是身体力
行，积极实践，为读者奉献了精美的散文佳篇，深
受读者喜爱。
《念楼随笔》就是从已经出版的几本书中精选

出来的佳作选集。每一篇文章，都是钟叔河用力思
考的结果。他的文章，语言平实冲淡，简短精彩，
深得知堂文章的堂奥，但没有周氏的晦涩难懂。黄
裳为钟叔河《书前书后》作序评价说：“作者又是善
于文章的。很沉痛的话，却闲闲落墨，别无渲染。
如果寻根溯源，这种笔路风致，可以到东坡、山谷、

放翁的题跋里去找。有如人的面目表情，有的只是
一微笑，一颦蹙，而传达情愫的力量却远在横眉怒
目之上。”我喜欢钟叔河的书，喜欢读他的文章。
我读钟叔河也是最近两三年的事情。偶然的机

会，我看到他写的一篇文章，很短，但却有趣。后来
在理洵《与书为徒》中看到一篇题为《“念楼学短”字
字珠》的文章，称赞钟叔河的文章“写得最是精到，
有思想，有内容，偶尔百炼钢，间或绕指柔，妙不可

言”。大概受此影响，我买来了钟叔河《念楼小
抄》一探究竟。 这本《念楼小抄》，集钟叔河发
表在各个报刊上的专栏文章若干篇。在《文汇
读书周报》开栏前有一段话，大抵可以看成是
这些短文由来的交代：“念楼小抄”从文体着
眼，这是文人不屑为，学人不肯为的，我却乐意
为之。自己没本事写长也怕看长文当然是最
初的原因，但过眼稍多，便觉得看文亦犹看人，
身材长相毕竟不重要，吸引力还在思想、气质

和趣味。 这本书，“写的都是即兴之作，‘捡到篮子
里就是菜’，故题材不免散漫，内容也很杂乱，真是
既散又杂”。
钟叔河这些短文，都是从读书而来，读古文，学

古文，内容甚多，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尽，谈人情、
物貌、文艺、饮食、历史，有感而发，皆是娓娓道来的
人生亲历，显得可观平和，读来毫不费力又能给人
启发，这才是他文章的妙处所在。像“狗比主人凶”
等这样的俗语哲言，在他的书里比比皆是，读来令
人忍俊不禁又能使人醒悟。这里比的不仅仅是文
字的简约，更是人生的智慧和经验。钟叔河编订的
《知堂书话》，厚厚的两大册，六十多万字，单就费力
搜求爬剔这一功夫来讲，没有一定的读书底子作支
撑，恐怕是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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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楼随笔》：

文章之美在简短

胡忠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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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入情入理的话语
焦裕禄十分理解陈继光这类青

年知识分子，懂得他们怀才不遇、报
国无门的心。他已经不无忧虑地看
到，在中国的工业化之路上，一种奇
特的二律背反正大行其道：一方面，
为数甚多的工农干部，正艰难跋涉
在向科学文化进军的途中；另一方
面，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又缺
乏应有的尊重与爱护，有的甚至弃之
如敝屣。他的思绪闪回1954年3月。
那年春天，已担任厂基建工程科

副科长的焦裕禄，刚刚卸任厂团支部
书记。一天，厂办公室负责同志委托
新任团支部书记张兴霖，召开一次由
各团支部书记参加的联席会议，研究
对到上海出差滞留家中不归的团员
小张的处理。焦裕禄也参加了这次
会议。他了解到，小张毕业于上海复
旦大学，刚进厂时雄心万丈，很想干
一番事业。可由于洛矿初创环境艰
苦，有些吃不消，加之工作中受了挫
折，情绪便消沉起来。于是借出差之
机一去不回。
会上，有人提议，小张目无组织，

蔑视厂规，公然离岗回家不归，应作开
除处理，以儆效尤。但也有人提出，小
张年轻，又毕业于名牌大学，应当珍惜
这个青年技术员，给他一个悔过改错
的机会。可以团支部的名义给他写封
信，教育争取他。两种意见在会上争
执不休。焦裕禄发言说：“眼下，厂里
的工作生活环境确实很艰苦。大家在
工地上有时连口开水也喝不上，渴了
就喝涧河水，洗热水澡更谈不上，商店

里连块面包都买不到。小张在大上海长
大，一下子适应不了艰苦的环境，并不奇
怪。我们要教育青年人艰苦创业，同时也
要努力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因缺乏
吃苦准备闹情绪的小张，不能简单处分了
之。这里也有我们工作跟不上的问题。
小张在校是高才生，自愿报名来洛矿，刚
进厂时表现不错。现在思想出现反复，也
属正常。国家培养一个大学生不容易，我
们要有耐心，帮助他迈过这个坎！”

焦裕禄的这番入情入理的话语，弥合
了分歧，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厂团委最后
决定，先以组织名义给小张写信，如不回
来，再派人去做工作，教育后仍拒绝回来，
再研究如何做出组织处理。

小张捧读厂里的来信，炽热的话语像
熊熊燃烧的火焰，又像吹面不寒的春风，
使他在神奇的冶炼中感受到一种升华。
痛，但却是温煦的、快乐的。虽然之前收
到两封个人来信仍举棋不定，但这一回，
他已别无选择。在父母亲友鼓励下，小张
不等厂里来人就自行返回，还做好了接受
处分的准备。

小张没有想到的是，一回到洛矿，迎
接他的不是横眉冷对的批评和令人心悸
的处分，而是比春天还要温暖、像回家一
样舒心的欢迎会。

老瘪的日子不舒心
来子在街上走了一会儿，不知不

觉来到针市街东口儿。这时一抬头，
突然愣住了。见一个男人领着个八
九岁的孩子，正从对面的街上迎着走
过来。来子一眼认出来，这人是自己
的父亲老瘪。老瘪正一边走，一边东
瞅西看。可以看出来，他日子过得不
太舒心。虽说已过了十多年，看出人
有些老了，可还不光是老的事，整个儿
人都戗毛了，看着没精神。

来子站住了，朝那边看着。他发
现，旁边的那孩子，看眉眼儿有几分眼
熟。再细看才想起来，像自己。这才
明白了，应该是父亲跟那个女人又给
自己生了个兄弟。来子想了想，没过
去打招呼，转身走了。

老瘪的日子确实过得不舒心。
这几年，自从开了这嘎巴菜铺子，

二闺妞已经越闹越不像话。平时霸道
点儿也就算了，老瘪也不想跟她太计
较。可渐渐发现，她当年在娘家做姑
娘时的老毛病又犯了。街上来吃嘎巴
菜的，自然三教九流都有。有的急着
去办事，来了赶紧吃，吃完了赶紧走。
但也有闲着没事儿的，从早到晚在街
上找乐子，就为消磨时间。二闺妞又
好说笑，四十来岁的人了，还整天描眉
打脸儿，捯饬得花枝招展，一说话满脸
跑眉毛。有的男人跟她开几句过分的
玩笑，明里暗里说些占便宜的话，她不
光不掉脸儿，还叽叽呱呱地跟着一块
儿笑。

老瘪是老实人，老实人都本分，况
且又做着生意，自然看不惯二闺妞这

么胡闹。可看不惯也没办法，又不能
说。每回一说，刚往这上拐，一句话还没
说完她就先急了，能一马勺把碗砸了。
后来就越闹越不像话了。先是有个

在街上拉洋片儿的，外号叫“鸡蛋黄儿”，
长着一张焦黄儿焦黄儿的小圆脸儿，鼻
子旁边还有个大黑痦子。每回来吃嘎巴
菜，就跟二闺妞眉来眼去，还说他有几套
外国洋片儿，哪天有工夫儿让二闺妞看
看。二闺妞一听当然高兴，问这外国洋
片儿上都是嘛玩意儿。“鸡蛋黄儿”就挤
着眼说，不能说，一看就知道了。
拉洋片儿分“京八张”和“怯八张”，

还有一种“水箱子”，有点儿像后来的幻
灯。木箱子上镶着几个小镜头，看的人
就扒着这小镜头，一边往里看“西洋景
儿”，一边听拉洋片儿的人自己敲锣打鼓
地连说带唱。老瘪也知道，这“鸡蛋黄
儿”的外国洋片儿没好东西，肯定是些光
屁股女人。可看着二闺妞跟“鸡蛋黄儿”
这么说话，又不敢插嘴。
还有一个经常来吃嘎巴菜的，外号

叫“二饽饽”。这“二饽饽”是在东马路上
一个小园子说相声的，一说话比“鸡蛋黄
儿”还贫，每回来了也跟二闺妞说说笑
笑。可这“二饽饽”说笑跟“鸡蛋黄儿”不
一样。

29 51 一次采访
这篇文章对朋弟遭受的质疑进

行了反击，并且以朋弟的原话向读
者宣告了其作品为何揭露批判那些
丑恶的社会现象，可以看作是朋弟
《老夫子》漫画创作思路的告白。

其实，早在1942年，朋弟在接受
《北京漫画》杂志记者何绍君采访
时，就明确表述过“老夫子”这个漫
画人物形象创作的设计思路。

朋弟表示，“老白薯”“老夫子”“阿
摩林”这三个主角虽然是自己笔下创
造出来的知名人物，但其实他自己既
“得意也不算得意”。原来，朋弟创作
这三个人物的本意不是画给小孩子看
的，而是为了使一般人都能看得懂，所
以成了小孩子们的读物，这或许是朋
弟本人没有想到的。

在采访中，何绍君曾向朋弟连续
抛出三个问题：“（三个漫画人物）他们
的个性都是怎样的呢？是代表怎样的
人呢？是不是和阿Q型人物相仿佛
呢？”面对这个问题，朋弟避重就轻，并
没有按照记者提问的方向回答，而是
从漫画人物形象设定与情节表现这个
角度回答了记者的问题。朋弟表示，
外形虽然是变了三个，但在这三个人
物身上，他们的性格设定是“只有一个
性格，也可以说是三位一体了”。随
后，朋弟将话题一转，转向了
人物创作的具体表现形式。
他说：“（三个漫画人物）不过
有少数材料不能相同地应用，
如利用辫子的趣味则用老夫
子代表，利用三根毛则有老白

薯来表演，唯有阿摩林是任何题材不能阻
挡的，又如同老夫子始终不能穿洋服，老
白薯因为脑袋大，所以我也不愿画，如表
现用手推门姿态吧，老白薯因头大则不易
有力地表现，因此有些新颖独特的题材都
要借助于阿摩林了。”
接下来，何绍君又追问：“一篇含蓄太

深刻耐人寻味的漫画和滑稽生动一目了
然的漫画，哪个能抓住读者吸引读者？”
朋弟说：“这要看是预备给谁看的，为

一般人看自然应当通俗一点，譬如给小学
生上课时候，总不能拿中学教材的。无论
哪一种性质漫画，只要好，都能抓住读
者。”而且朋弟还进一步说：“我作漫画可
以说是偏重趣味，在意识上面可以说不能
放弃兴趣。”
在针对漫画是否需要文字加以说明

这个问题上，朋弟也有自己独到的看法。
他表示：“没有说明文字同有说明文字在
表现方法上比较起来是较困难的，不过在
篇幅没有限制的话，放气球的较不放气球

稍难，不受限制的时候，也就比较
容易了。”

这次采访，从新闻专业的角
度来看，其实是一次并不成功的
采访。记者的问题基本上没有获
得被采访者的完整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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