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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是习惯，以个体的容量
去猜度历史的宽厚
但终究不会有多少双眼睛
能一眼望到百年的尽头
而我们是多么幸运
能在五千年长河中
落脚于这短瞬而不凡的时空

我们所经历的时代
沉淀了时间赋予的某种伟大
三万多个日夜的甘苦累加
土地上，厚积着
堆叠经年的痛楚与坚忍、成就和希望
血汗沉淀于历史的色板
从20世纪之初的南湖之舟开始
描出一道愈发浓烈的生命之虹

自此，热血便无止地汩汩鼓荡
滑过悄然而逝的时间和未知的漩流
漫过满布的荆棘与坎坷，和
许多昼警夕惕的疼痛
阴暗在希冀中丝丝剥落
一个历经百年磨难的肌体
终有了更加光耀的锋芒

那些陈旧得生出锈斑的轮回
是否也有了怅然的失意
尘埃里封存着鸿儒们纵论的覆舟之戒
但它们，终也只能臣服于
帝王贵胄的权杖
只在这可以回望的一百个寒暑之间
为普罗的誓言，才不再是
空为谈资的信仰
它延宕了一个世纪的蓬勃之姿
似乎已可预见，另一个
更加不朽的百年

作者简介：黄国辉，土家族。现任中国作家协
会创联部副主任，作品曾获《人民文学》年度短评
奖，诗歌《童年》被多本小学教参收录。

我大学毕业后，回到了老家北江县。在县
城，有两个单位供我挑选，一是到组织部，二是到
民政局——刚刚落成的烈士陵园，需要尽快充实
完善，却没人愿意去，恰恰那里又需要懂一点革
命历史的人，我大学学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兼顾党史，专业对口，便申请去了民政局。

在陵园工作一年之后，我被调到县委直属的
党史办。党史办主要是研究地方党史，总结党的
历史经验，承担地方史料的发掘、征集、整理、甄
别、编纂等工作。北江县1925年就建立了第一个
农村党支部，这在川东北地区算是比较早的。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
从大别山撤出，辗转来到我们这一带创建川陕革
命根据地，在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全县有三千多
人参加红军，大多数人后来都牺牲，或者失踪、失
散了，所以有待挖掘的史料实在太多了。北江是
个山区小县，战争年代，人口只有三万多人，也就
是说，平均每10人就有1人参军，有不少竟然是
阖家参军。我母亲娘家所在的老虎嘴村，就有几
户这样的人家，全家一个不剩，全跟上红军走了。

下面我就讲一个何四姑的故事。

山路崎岖，吉普车颠簸着前行，人坐在车里，
像坐在风浪中的小船上，一不留神，似乎能把人
抛到车外，然后滚下悬崖，粉身碎骨。车子到不
了何家冲，只能在经过天通乡之后，再前行10
里，停在山口一处半个篮球场大小的晒谷坪上，
然后沿着仅能容两个人行走的坑洼石阶，步行三
里多地，走到何家冲的村头。

天通乡是北江最南边的一个乡，也是最偏僻
的乡镇，因为太偏僻，路太难行，人口也不多，红
军建立川陕根据地时，没有到这边来发展。红军
没来过这里，不等于这里没有故事。

那还是1979年，我们党史办的各项工作，终
于走向了正规。这一回，我们到何家冲找一位老
人了解情况，甄别落实一件重要的历史问题。老
人是位71岁的女性，独居，一生未嫁，无儿无女。
她名叫何彩姑，排行老四，人称何四姑。她没有当
过红军，与长征更是扯不上关系，家里也没有什么
人参加红军，但我还是愿意讲讲她的身世。

何家冲有个农民，姓何，3年前就跑到乡革委
会反映，说他幺姑，50年前和彭家冲一个名叫彭
金贵的人订了婚，后来据说彭金贵参加了革命，跑
去广州报考黄埔军校，一去不回，再无音讯。估计
人早死了，但是姑妈就是不相信，一直等着他归
来，终生未嫁人。现在能不能请上级给查一查，这
个人到底还在不在？好让姑妈断了念头。

这个事情乍一听，确实让人眼前一亮。但在
当时，在那种社会情况下，解决群众吃饭问题比
什么都重要，所以这个事情就压下来了，没有上
报。当然，消息极度闭塞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说出来外面人可能不信，1977年乡里才接通电
话，以前县里有事，都是派通信员送信，或者从县
邮局往乡邮政局发电报。该乡下辖的二十几个
自然村寨之间，彼此基本都不通公路。那时候可
不像现在，哪怕明星们的屁大点事，不出五分钟，
就可以让全世界都知道。

直到1978年，我在一个会议上，碰到该乡的
书记曹德旺，他像突然想起什么来，一把拉住我，
把这个情况讲了讲，说你们党史办，不就是负责
找人嘛，尤其找死人，你们更拿手嘛！

他又说，那个何四姑，要论起来，我们两家还
有点亲戚关系呢！我爸应该叫何四姑堂表姐，我
应该叫她堂姑。反正是七拐八拐的亲戚，于公于
私，这个忙你们党史办都得帮。

他这么一说，我还真不好推辞，尽管从那个时
候开始，我们党史办忙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积压
了十多年的工作，无数需要搜集、调查、甄别的人和
事，似乎要在一夕之间完成。我抽空翻遍了全县的
烈士名册，甚至把本地区的都翻了翻，也没有找到

他们说的那个彭金贵。
大约过了一年。有一天，

一个农民模样的中年人来到
党史办，点名找我，说是曹书
记让他来的。我当时正忙，从
资料堆里抬起头，有些不耐烦
地说，么事？你快些说。他说
起他姑妈的事，我这才又想起
那件事来。

我直截了当地说，战争年
代，咱们这儿失踪、失散的人
太多了，我们很难找到那个姓
彭的，请你姑妈不要再想这个
事，好好地安度晚年吧！

他有点急，说姑妈身体不好，说不行就不行
了，能不能在她没之前，给她一句准话？你们专家
不管说啥子，她都会相信的。

我说，总不能让我们说假话吧？一点线索没
有，你让我们咋说？是说姓彭的死了？还是说他
没死，还活着，在北京当大官？

他想了想，说，你们就咬定说他早死了，好让
姑妈死了那条心。

我摇摇头，告诉他，让我们搞党史研究的人
说假话，那是不可以的，一切都得以事实为准绳，
以历史为依据，不能凭空捏造。

他非常的失望，眼圈竟然红了，竖起粗糙的
大巴掌抹了两下眼角。

看他那样子，我又有些不落忍，说，你姑妈还
能提供详细一点的线索吗？如果有，我负责继续
往下查。

他慌忙说，有，有。
他掀起打补丁的上衣襟，从内衣大口袋里摸

索出一个油纸包，哆哆
嗦嗦地递给我。他唠
叨说，这是她姑妈的
“宝贝”，几十年来，任
谁也不让碰，每天睡
觉，她都枕着它，因为
他要来县城找专家，帮
她打听那个人，好说歹
说，她才同意他带上它，若不是她身体不好下不
了山，她也会跟来的。

我当着他的面打开油纸包，一股陈年的气息
呛得他咳嗽起来。我对这种气味不陌生，因为我
经常会遇到类似的文物，这种气息有时会让我感
到兴奋和冲动。有三样东西摆在了我面前：一本
《新青年》，一本《共产主义ABC》，扉页上有字迹
模糊的签名。还有一张小小的发黄的照片，显然
是那个人的。

这三样东西顿时让我肃然起敬！
那两本早已发黄变脆的小册子，是我党成立

前后印刷面世的，也就是说，它们是年代久远的
革命文物，很多早期的革命者，大都读过它，受它
影响，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眼下我们整个地区，
恐怕也找不到几本了。那张照片，似乎我在哪里
看到过，总感觉有点面熟。

第一直觉告诉我，这个人不简单；第二个直
觉告诉我，他肯定早就不在人世了，否则以他的
经历，肯定是卓有影响的大人物，那个终生未嫁
的老太太，还有老太太身边的人，甚至包括我们
这些人，何愁找不到他？

那个时刻我的表情急剧变化着。姓何的中
年人紧张地瞅着我问，这些东西有用吗？

我激动地说，有用，有用！
我赶紧叫来负责搞摄影的小范，嘱咐他不要

怕浪费胶卷，把这三样东西都拍一下，必须拍好，
留作资料。又忙不迭地去找刘主任汇报。刘主
任指示，那两本珍贵的小册子想办法留存，不能
再让来人带回去，一旦损坏就可惜了；那张照片，
可以让他先带走。

姓何的一开始坚决要求把东西都带走，说如
果不带回去，他怕姑妈受不了。我哄他说，留下
两本书，还不是为了尽快找到那个人，并且满口
答应，一定想办法找到彭前辈的下落。这还不
算，又当着他的面把两样东西锁进保险柜，给他
开了一张史料留存证明，盖上公章大印，这才把
他打发走。

接下来，我把相当大的精力放到找人上。刘
主任为我鼓劲说，看在那两件革命文物的份上，
你也得找到彭前辈的下落。

解铃还须系铃人。我给天通乡曹德旺书记
打电话，请他即刻安排乡医院的医生，到何家冲
给何四姑看看病，防止老人一口气不上来，往下
就没法进行了。第二天，曹书记打来电话说，派

医生过去看了，老太太精神头还不错，说不找到
她的未婚夫，她是不会咽气的，让我放心。

未婚夫——这可都是五十多年前的事了。
听罢，我心里酸酸的。过了几天，我去天通乡。
曹书记提前派人把何四姑接到乡政府，接受我的
调查访问。我认为不妥，让老人上山下山的，何
不让我上去？曹书记说，是老太太要求的，不让
你多跑路。何家冲的路，难走啊！

何家冲和彭家冲是两个相距不远的山寨，上
世纪20年代，何四姑家和彭金贵家还都是小康
之家，也算门当户对。两家老人素有来往，但是
孩子们来往不多，那年月讲究男女授受不亲，何
四姑和彭金贵见面的机会很少。长到15岁，她
记得只见过他三四次，他比她大3岁。

彭金贵从小喜欢读书，1922年，考入成都的
洋学堂。就是在那里，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
想，成为激进的青年。第二年放寒假，他从成都
回来，父亲发现他脑瓜子不对劲儿，尤其他一激
动说漏了嘴——他可能要跟同学一起，到革命的
大本营广州去，听说孙中山先生要开办黄埔军
校，他想去报考，将来用枪杆子打天下。

他父亲当即决定给他订下一门亲，以便拴住
他的心，留住他的人。彭家瞄上了何家四女儿。
他却不干，在父亲威逼之下，他被迫和何四姑见
了一回面。15岁的何四姑，已经出落得亭亭玉
立，面对娇羞的她，他犹豫了。

他问她，如果我们定了亲，我去南方，你愿意吗？
她说，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以后想着回来

就好。
他说，如果我们不定亲，父亲会阻挠我外出。
她说，那你看着办吧。
他们顺利地定了亲。两家老人打算春节时

就把喜事办了，他不同
意，说等放暑假再回来
办吧。

临去成都之前，他
们又见了一面，她知
道，他很快就会去南
方，便把自己积攒的私
房钱，一分不剩地拿出

来都送给他。他很感动，送给她两本书和一张照
片做留念。

她说，她会一直等着他。半年之后，她收到一
封他从广州寄来的书信，嘱她先不要告诉他家里
人。从此，再无音讯，那封书信后来也不慎丢失了。

战乱年代，两个家庭迅速败落。岁月漫长，
成员死的死、走的走，只有她，一直好好地活着。
她30岁时，家人劝她不要等了。她不干。40岁
时，再劝，她还是不干。逼急了，就说，活要见
人，死要见尸，给我拿来！

1949年年底，解放大军进入巴中市，她赶了
两天的山路到了城里，拿出他的照片，遇见解放
军就上前打听，谁见过彭金贵？谁认识彭金贵？
谁听说过彭金贵？所有的人都摇头。

回来后，人们都以为她不会再苦等了，劝她
趁年轻赶紧嫁了吧，不然真要老到家里了。她还
是不干。她相信，终有一天，他会回来的。五十多
年来，她在心里，一直守候着杳无音讯的未婚夫。

我梳理了一下何四姑提供的这些线索，决定
先从黄埔军校入手。彭金贵于1924年去广州，
显然是去报考黄埔军校。那个年月，黄埔对进步
青年的吸引力太大了，然而我查遍了黄埔军校
一、二、三、四期的名录，根本没有这个彭金贵。
我怀疑名单不全，又一时找不到更全的，这个线
索查不下去了。

我们刘主任是个“老党史”，经验比我多，他
启发我说，你想想，人家会不会改名字？一句话
让我醍醐灌顶！

彭金贵这名字，一听像个土财主，坚定的革命
者一般会改名的，那个年代改名很容易，自己向身
边人一宣布，我以后改名叫某某某就可以了。如果
搞地下工作，为安全起见，改名换姓那更是必需
的。又想到，改名者多，换姓者相对少一些，但愿那
位彭前辈，只改名不换姓，那样找起来会省点事。

重新查名录，把姓彭的挑出来，有二十多位，
再一个一个排除，目标越来越小，我的眼睛越
来越亮。

彭勃，四川人，1905年生，1924年底，考
入黄埔军校第二期步兵科，并加入中国共产
党。1925年2月，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斗，负
轻伤一次。毕业后进入孙中山大元帅铁甲车
队，代理排长。1926年5月，叶挺独立团担任
北伐军先锋，彭勃随团进发，担任排长。在汀
泗桥、贺胜桥战斗中，彭勃表现优异，战功卓

著，晋升为连长。1927年8月1日，参加南
昌起义，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
营长。国民党反动派调兵遣将，讨伐起义
军。8月3日，起义军2万余人撤离南昌南
下，9月18日到达广东大埔县，9月20日从
三河坝兵分两路，主力部队由周恩来、贺龙、
叶挺、刘伯承率领，进军潮州、汕头，朱德率
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导团约4000人留守
三河坝，截击敌军，掩护南下主力。彭勃率
部参加了三河坝战役……

越是接近找到他，我越是感到害怕。我
专程来到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翻拍
了一张黄埔二期的合影照，发现其中一人与
何四姑提供的照片高度相似。现在几乎可
以断定，彭勃与彭金贵为同一人。

我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感到心情沉
重。我向刘主任汇报，是不是先不把结果告
诉老人。我们商量来商量去，一时拿不准是
否该告诉她。最后还是刘主任拍板决定：给
老人家实话实说吧，她都等了五十多年啦。

我们一行三人——我、刘主任，还有搞
摄影的小范，沿着坑洼不平的向上的山路和
石级，奋力朝何家冲攀登。

小范是个数字迷，没事就爱瞎琢磨，我们
一边爬坡，小范一边振振有词地发宏论。他举
例说，你们看，八路军——8——发了不是？后
又改为十八集团军，18——要发，那就更不得
了啦！给这么个好番号，你们说蒋介石糊涂
不？新四军就不行了，4——死嘛，不是有了皖
南事变嘛，该军两个主要领导人项英、叶挺命
运都不好。还有，你们听，红四方面军——也
是越来越不走运，张国焘、陈昌浩，下场可悲
啊！西路军，惨啊！再往近了说……

小范一套一套的，让人一时无法反驳。
我也没有心情反驳他，闷头前行。

小范说来说去，无非是想把话题，引到
何四姑身上，感叹说何四姑命确实不好，一
辈子苦守，七十多岁的老处女，或许也是因
为犯了这个“4”。

刘主任不干了，说你那是瞎掰扯，谁说
何四姑命不好？她一辈子心中念念不忘自
己的未婚夫，用一生来守候，那得是多大的
幸福啊！正因为心中有念想，她一生平平安
安，无病无灾，村子里她的同龄人，有几个比
她幸福的？

何四姑老人知道我们要来，早早就在小
院里等候了。院子打扫过，还洒了水，估计
是她那侄子帮着干的。她换了一身干净衣
裳，蓝色的粗布大襟上衣，灰色的粗布长裤，
黑色的千层底布鞋，稀疏的头发也精心梳理
过，一丝不乱。

她那侄子给我们倒上茶水，躲出去了。
小院里只剩下我们几个人。小范给老人照
了几张相，还给我们照了张合影。老人端坐在小
马扎上，言语不多，神情肃穆，两手颤巍巍的，显
得很不安。

是时候了，刘主任冲我递个眼色，我把那张
黄埔二期的合影照，拿到老人面前，她温润的目
光越过一排排人头，像是走过漫漫的岁月……最
后她颤抖着手，指向彭勃的头像。

她准确地认出了他——那个她等了五十多
年的男人。

我缓缓地告诉她，52年前，在广东的三河
坝，他率全营掩护主力撤退，人都被打光，他也牺
牲了。他死时只有22岁。

她愣在那里，好久好久，嘴唇哆嗦着、哆嗦
着……然后双眼空洞地望向天空，渐渐地，有
两行浑浊的泪水涌出来，顺着干瘦的脸颊缓缓
往下流淌……

也许是幻觉吧，我透过自己的泪眼，看到一
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正痴情地望向远方……

年底，何四姑就去世了。
听到消息，我很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把彭金

贵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如果她还有念想的话，也
许还能多活几年吧？

刘主任不这么看，说，老人都等了52年了，还让
她等下去，你忍心？这辈子他们没能做成夫妻，但愿
下辈子，他们能！

停了停，刘主任又说，英雄一生虽短，但是被心
上人刻骨铭记，也算是个安慰吧。

后来，县里在烈士陵园，为彭勃烈士起了坟、树
了碑，由于他尸骨无存，人们便把他那三件遗物的复
制品，放进了坟墓里。遗憾的是，因为他和何四姑未
能结成夫妻，按政策规定，不能给他们合葬……

我在党史办工作，感觉就像在时光隧道里穿行，
一忽儿过去，一忽儿现在，有时就把自己当成了一个
烈士，一个活着的游魂，站在高处好奇地打量眼前花
花绿绿的世界，打量那些幸福的红男绿女们。是的，
现在的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的世界，现在的人和以前
的人也都不一样了，距离那段血与火的岁月越来越
远。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理解，当年为什么有那么一
批人，舍命弃家，赴汤蹈火，啥也不顾。那些故事就
发生在脚下的这片土地，我试图将埋没了的历史挖
掘出来，吹去尘埃，擦亮它，让它闪光。

现在写下的这个故事，是想提醒今天的人们，不
要忘记曾经有过那么一批先人，他们和我们是同一
个血脉。

作者简介：陶纯，本名姚泽春。曾就读于解放
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鲁迅文学院首届高研班，作品
两次荣获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两次荣获全国
“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荣获中国图书奖等。共有8
部剧作拍摄面世，影视作品先后五次荣获全国“五
个一工程奖”，三次荣获电视剧“飞天奖”。现为解
放军某部创作室专业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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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四姑
——中篇小说《七姑八姨》选章

陶 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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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大师冯朋弟

齐珏

信任保护知识分子
陈继光在信任、鼓励、尊重的良

好氛围中，逐渐卸掉背了多年的思
想包袱。他缜密研究，大胆探索，甩
开膀子干事业，解决了不少车间生
产中的难题，成为生产革新和技术
进步中离不开的核心人物。车间加
工生产急需不带空刀槽的双向人字
齿轮，苏联专家束手无策。陈继光查
阅国内外资料，创新工艺规程设计，和
技术骨干一道进行技术攻关，终于试
制出了急需的齿轮，受到厂里表扬。
珍爱人才是基于国家责任的一种

美德。在科学的春天尚未到来的年月，
焦裕禄源于忠诚的胆略，使他勇于搬掉
压在科学身上的“石头”，为有志工业报
国的知识分子撑起一片蓝天。难能可
贵的是，面对个别知识分子的非理性干
扰，他依然不改初衷，惜才如金。
1966年3月1日，焦裕禄在尉氏

和洛矿的老领导、开封地委书记处书
记赵仲三，在地委常委会上发言说：
“他（指焦裕禄）受到很大侮辱、折磨。
党对他就是哪里困难，哪里用他，重用
他。在工厂时，一个美国留学生、工程
师、副厂长，怕焦裕禄冲破他的清规戒
律，（在）周围批评他。他度量很大，工
作一直兢兢业业。”
显然，这一麻烦来自焦裕禄尊崇

群体中的另类。流光已邈，人事代谢，
焦裕禄当年受辱详情，已无从稽考。
但可以肯定的是，为了保护生产力核
心要素，使知识分子能够体面而尊严
地工作与生活，焦裕禄悄悄咽下了本
不应来自这个群体的攻击与责难，并

未因心灵受伤而改弦易辙。忍得一时辱，
赢得栋梁材。焦裕禄知道，在志于知识报
国的科学载体身上，寄托着中国工业化的
希望与未来。

在 1957 年反右后政治气候突变之
际，焦裕禄以可贵的胆略和度量信任保护
知识分子，这是比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
到工业、从外行到内行转变还要惊险的跳
跃，是更令人钦佩的一种跳跃。

由于科学文化基础等原因，焦裕禄这
一代共产党人摘掉“604”帽子的奋斗，也许
最终也难以使他们达到科班出身的顶级专
家水平。然而，正是这一意义深远的进军，
造就了一批又红又专的通才式领导干部，
成为从战争跨进和平门槛的共和国开国创
业的骨干与中坚。他们同土生土长的民办
教师、赤脚医生和自学成才的科技人员一
道，为近乎从零起步的新中国迅速医治战
争创伤，以新的面貌从世界东方站立起来，
提供了最可宝贵的底气与支撑。工农干部
专业化，对于改变一代人的思想观念，进而
形成与建设年代相适应的思维品格和领导
素质，自觉把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
才的理念内化为工作指导与领导实践，产
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焦裕禄赴任兰考
能在除“三害”中大显身手，跨界三城是不
可或缺的思想文化和工作奠基。

来子消失在人群里
这以后，二闺妞也就变本加厉，

晚上也经常出去。再后来不等老瘪
问，干脆就明着告诉他，是去小园子
听她师父“二饽饽”说相声。老瘪听
着心里窝气，可又说不出来。夫妻
过日子就是这样，不在贫富，街上有
句话，穷穷过，富富过，过的是个心
气儿。做买卖更是如此。

老瘪天生是个勤快人，也能吃
苦。可看着二闺妞整天这么折腾，再
吃苦就不认头了。一不认头，这买卖
做着也就没心气儿了。过去铺子是早
晨卖嘎巴菜，到中午晚上也不闲着，再
卖点儿馄饨面条儿之类的小吃。这以
后，早晨一过也就收了。在家呆着不
是心思，看着二闺妞也烦，没事儿就带
上小帮子，出来在街上闲逛。

小帮子这时已经快十岁，脾气也
随他妈，嘴馋，手还懒，平时在家要教
他点事儿，属耗子的，撂爪儿就忘，可
一来街上，俩眼就不够用的了，专往小
食摊儿上踅摸，一会儿要糖墩儿，一会
儿要果仁儿，一会儿又要皮糖。老瘪
瞪着这儿子想，要不是他长得有点儿
像来子，自己真得怀疑，这小王八蛋是
不是自己的种。

这个下午，老瘪领着小帮子走到
针市街东口儿，也已看见了来子。老
瘪当年从家里出来时，来子才十几
岁。现在远远看着，已是个大老爷们
儿了。个子虽不高，可一走路也一晃
一晃的了。毕竟是自己的儿子，还是
一眼就认出来。老瘪知道，来子也已
经看见了自己。但心里犹豫，过去还

是不过去。正犹豫着，再看来子，已经一
扭脸过去了。
老瘪朝那边愣愣地看着。来子就这

么消失在街上的人群里了。
王麻秆儿这些年得出个经验，在街

上，不认识的人尽量少说话。倘非说不
可，也不说没用的。自己是卖鸡毛掸子
的，就说鸡毛掸子的事，跟鸡毛掸子不沾
边儿的，对方说了只是听，不接茬儿，只
要不接茬儿也就不会有是非。所以这个
上午，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迎面过来，说
要买鸡毛掸子，王麻秆儿看也没看这个
人，挑了一个在手里转着抖了抖说，这掸
子买了，用去吧，都是活鸡毛，三五年也
没个秃。但这年轻人拿了掸子没走，又
问，你侯家后的？
这一下王麻秆儿小心了，看看这个

人，没说话。这年轻人也没再说话，拿了
掸子就转身走了。
王麻秆儿看着这年轻人的背影，心里

纳闷儿，自己的鸡毛掸子是挺有名，可这
是在河北的大经路上，名气再大，还不至
于大到这边来。且这年轻人说话虽是天
津口音，看着又不像天津人。王麻秆儿心
里寻思，他怎么知道自己是侯家后的？
王麻秆儿中午没回家，在街上的小

铺儿吃了碗烩饼，下午转到北站。

31 53 一种参考
朋弟的学生、著名女漫画家萧

英华对老夫子的评价为：“‘老夫子’
干脆倒退至清代，以老古董和遗老
的样子出来混事……”

关于“老夫子”形象的由来，最
为直接的描述是香港著名导演李翰
祥，李导在他的艺术随笔《三十年细
说从头》中介绍北京“天桥奇人”时，
讲了一个名叫“大兵黄”的例子，这个
“大兵黄”姓黄名贵才，是搞复辟的江
西老表张勋张大帅的辫子兵，专门骂
人的，骂今人，骂古人，骂贪官污吏、
土豪劣绅“贪财好色不治国，争置小
老婆”是他常念叨的。他骂人的词多
得很，也村得很，他骂人的时候声声
“小舅子”。七七事变的时候，他专骂
日本人和汉奸，没几天就被抓进了宪
兵队，被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又被
关三个月才放出来。没想到，“大兵
黄”不仅没有偃旗息鼓，却当天又跑
到天桥接着骂，然后又被抓进去，关
一阵，但是他被放出来，又接着骂。
最后，连日本人拿他也没办法。北京
百姓听他骂得有理，骂得有哏，骂得
有种，骂得痛快，就爱听他骂。他说听
他骂人不要钱，要钱是孙子，但是骂完
了，卖一轮药糖，药糖可要钱，卖完了
接着骂。

李翰祥见到“大兵黄”的
时候，“大兵黄”都快八十了，
穿着灰布长袍紫马褂，马褂外
套着一件黄土布镶黑边的军
机坎肩儿，花白胡子足有八九
寸长，说话五官乱动，头顶红

疙瘩的瓜皮小帽，脚上蹬着一双土黄布沿
黑边的双脸靸鞋。每天三点钟到天桥卖
药糖，五点钟就把一袋药糖卖光，换上一
袋子的大铜子，掸掸鞋上土，拍拍袖口尘，
打道回府去也，派头还真不小。
李翰祥说：“香港王泽先生画的《老夫

子》，是以天津的漫画家朋弟画的《老夫
子》为蓝本，而朋弟的模特儿正是‘大兵
黄’，拍过《老夫子》电影的王风和小桂两
位老弟不可不知。”
这是朋弟“老夫子”原型最直接的描

述。但因为没有其他佐证，李翰祥的这种
说法只能算作一种参考。
1983年5月3日，朋弟在北京去世，6

月26日，黄冠廉在《天津日报》上发表了
纪念朋弟的文章《朋弟和他的漫画》，这也
是朋弟身后第一篇纪念文章。此后，黄冠
廉还在《天津日报》“春秋笔”版刊发《漫画
家朋弟和他的“老白薯”》，回忆推介朋弟
和他的漫画。
1992年3月1日，黄冠廉在《天津日
报》“春秋笔”版再次发表《天津
“老夫子”和香港“老夫子”》一文，
明确指出香港王泽的“老夫子”与
朋弟“老夫子”在设计造型上的关
系，为朋弟的“老夫子”形象创作
版权争与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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