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上从唐朝末年至元朝灭亡(公元 906—
1368)，近五百年间私用押印大发展。在遗存的押印或
相关印学资料中，偶能见到印面为“同文印面”结构相
近似的押印。于此有专家认为押印的制作应该有“印
范”，如同古代钱币铸造有“钱范”，铜镜铸造有“镜范”
一样。由于近现代在考古发掘中“钱范”“镜范”
均有出土报告，唯独“印范”从未发现。于此介绍
一件辽金时期青铜兽钮押印范实物，以飨读者。

图1，押印范实物。形制扁方体，质料青
铜，通体松绿锈，外侧表面凹凸不平，边角保留
有铸造痕迹，在内侧左右边缘见有对应唇口。
印范尺寸：纵4.0厘米，横5.2厘米，通高1.3厘
米。印范背面两侧有对向钻孔，内侧见有凹形
兽模子，为蹲坐姿，头向左，尾向右。头顶上见
有垂直向下喇叭口形凹槽，在兽钮底面见有长方形凹
槽，尺寸：纵2.2厘米，横2.3厘米，通高0.5厘米。在兽
钮头顶两侧见有钻孔（未打通），兽钮中间位置处见有
一钻孔是穿透的，在印范底面左侧一端见有一个钻
孔。以上几个钻孔测量直径均为0.4厘米。

据对此实物的整体观察，钻孔位置以及相关特
征，笔者试作推断联想。见图1，上文介绍的这块印
范为半块，直观感觉还应有与其对应的半块，当两块
印范对合后内侧形成空腔，为铸造押印的空间。在印
范内侧兽钮头顶两端分别见有钻孔（未打通），这两个
钻孔，笔者认为是与其对应的另一块印范所预留的插

孔。作为组合式范做对合时，通常在某一位置上设计有
锁定的榫卯机关。设想对应的一块，在相同位置上应预
留有圆柱，当两范对合时起到锁定对接，此为第一步。

第二步，当两块印范对合后，底部截面上看到的是
长方形“凹槽”，这个凹槽正是押印印面位置，于此设想

在底面还应该有与其对应的第三块印范。在图1印范
底面左侧也观察到一个钻孔,那么设想与其对应的右侧
也应当有一个钻孔，这两个钻孔的作用，正是与第三块
印范作对应的机关。而第三块印范应是事先雕刻好印
面文字的，这样底部的一块印范与上面两块对合，使得
三块印范合为了一体。

以上两步推断，复原出了“三件套”组合式印范整体
模式。印范利用插销孔设计原理，即可随时拆解，又方
便组合使用。

以印范实物，笔者用橡皮泥按压出来了一个泥模（边
缘未作剪修），复原出兽钮押印效果，见图2。兽钮头顶上

端为浇注口，兽形结构凹凸分明，颈下有圆柱形，此为印
范上穿透的钻孔，此孔浇注时有插入构件，是为押印预留
的系戴孔，兽钮下端长方形为印台。纵观泥模，刻画精
细，兽钮栩栩如生，卷起的尾巴仿佛还在晃动。

在我的匣藏中，有一件辽金时期青铜兽钮符合式押
印实物，于此作类比，见图3。此押印兽钮左右
两片可以分开，印体中间包夹有子印。此押印
尺寸：纵2.0厘米，横1.3厘米,通高2.5厘米。
以此押印兽钮类型，以及测量尺寸与印范内兽
钮作对比，大小基本等同。

以上介绍新发现辽金时期押印范实物（其
中三分之一），并分析推断出“三件套”组合式印
范。其铸造模式有别于文献中所记载“翻砂法”
与“拔蜡法”，它是以青铜制模范直接使用。这

种印范既保证了押印制作的标准化，又可以重复使用，
而且操作简便。它的发现，验证了印章制作同样也有印
范，同时也让我们回看到了辽金时期押印批量制作的一
种工艺，它与文献记载的有所不同。

新发现辽金时期
青铜兽钮押印范

孙家潭

自建党50周年那日宣誓入党，党的
诞生地便成为我心向往之的地方。然多
次赴沪拍片来去匆匆，却并无造访红色
地标的机缘。直至受命赴中共一大会址
拍摄，方遂多年心愿。

步入一大会址，如踏圣洁净土，近距
离端详摆放座前的一盏盏茶具，宛若正
与每位代表“见杯如面”。通过对13位
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代表情景再现的
生动想象，又仿佛可以触摸到第一批党
员那 50多颗复兴民族、振
兴国家的拳拳初心。从当
年区区的 50几人，何以至
今就能创出令世界称奇的
千秋伟业？看似一个百思
不得其解的谜面，却可在一
大会址觅得这样的谜底：作
为工人阶级先锋队，从成立
之日起便抱定其信念——
全部活动皆为工人阶级和
人民群众谋利益！

认真浏览一件件珍贵的
馆藏文物与秘籍，不禁想起，
就在中共一大召开短短六年
后，国民党右派代表人物胡
汉民便在《清党之意义》中发
出悲叹：“我常常想，中国共
产党不过是五六岁的乳臭小
儿，中国国民党却正当壮
年。论分子，多他百倍；论势
力，也大他百倍。为什么倒被这个小鬼捣
乱得乱纷纷呢？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国
民党）对于主义没有彻底的了解，故没有
坚决的信仰，所以也生不出一种力量来抵
抗引诱和威胁，这样的党如何能不坍台？”

那么，共产党人又是以怎样的拼搏
践行自己的信念与信仰，才令敌人发出
如此惶恐悲鸣的呢？也许，更具说服力
的往往是细节，翻开我的笔记本,里面恰
有我抄录的一批鲜为人知的写于1928年
的烈士小传,他们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悲
壮故事或可作答：
“第一次用竹鞭，鞭至数千，遍体流

血，他并不呼痛，反笑嘻嘻地说：‘我是为
工农利益而革命的，是不怕打，不怕杀
的！’于是第二次用刑，叫人取一大木棍
压在他的膝盖骨里面，下面塞砖两口，木
棍两头各立一人，用力压迫，因
此他的腿骨完全折断，这时他
已昏死约五分钟，才抽了一口
气，但是问他的供，他便破口大
骂，谁知这一骂，更惹下惨无人
道的非刑来，又叫人用一铁桶，

内装木炭，外面灼得通红，给他挂在背上，烧
得‘毕拍！毕拍！’地作响，这时他已皮开肉
绽！体无完肤，昏死过去了。两旁的兵士，
掩着面偷偷地走开去。经过了十分钟，才死
而复苏。他抖擞精神，还断断续续地呼着：
‘工农兵团结起来打倒摧残工农运动的军
阀！杀尽豪绅地主！’县政府见此慷慨激昂
的他，不为三次酷刑所屈服，实在没有办法
了，只得宣布枪决。”——杨昭植
“君富家子，有田数千亩，家有慈母，年

七十矣，无兄弟姊妹。当君就
刑之时，老母痛哭。反动派犹
对君言，汝能叛 C.Y. 即赦汝
死，君卒不顾。”——徐宗圣
“因被捕毒刑拷打之后，

仍无口供可录，乃用刺刀洞穿
其四肢，缚于公堂，以五寸许
铁针，将十指近甲处次第插
入，仍不肯招，再将尺许粗针
贯入两膝，迫令指出共产党的
机关与负责人的姓名。卒不
招，再跪烧红的铁链，两膝皮
肉焦烂无余，临枪毙时，血迹
模糊，几不辨为谁人，气息奄
奄之中，还继续不断地呼‘共
产党万岁，同志不要害怕，努
力向前去奋斗’等口号，满城
民众与杀振祥同志的敌人莫
不咋舌，惊叹振祥同志的革命
意志比铁还坚固，虽粉身碎

骨，不稍变更。”——周振祥
“萧衍同志，年方十六。被杀时连砍三

刀，尚未绝气。其母营救回家，萧同志在惨
痛之余尤高呼：‘打倒一切反革命的土豪劣
绅，共产主义青年团万岁’，又被反动军队所
闻，重来枪杀，其母以身掩其体，卒连开两弹
而死，闻者莫不痛心。”——萧衍
“就刑时，向四周观众说：‘共产党是工

农贫民的党。我为共产党而死，为工农贫民
而死，死也甘心！’群众鼓掌，兵士不能禁
止。行刑时兵士不忍放枪，更换至第三人，
放六七响，死时年仅十七岁。”——吴志喜
“为工农利益而革命”，不就是中国共

产党人自建党初始便已确立的不可摧毁的
信念吗？
“为工农贫民而死，死也甘心”，不就

是中国共产党人百折不挠、战无不胜的谜
底吗？

那日，告别中共一大会址
已矗立百年的石库门建筑，虽
越走越远，但距那份触摸得到
的耿耿赤子心，却又分明越来
越近……

陈师母，名郑士宁，清华算学系郑之蕃
教授长女，一代数学宗师陈省身先生的夫
人。所谓师母，若论辈分，算是我的曾祖师
母。我自北大毕业，即师从中科院李邦河
院士和彭家贵教授攻读研究生，学习拓扑
学与微分几何，两位老师都是吴文俊先生
（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的高足，
而吴先生又是陈先生的爱徒。上世纪80
年代中期，我有幸参加南开几何拓扑学术
年活动，初瞻师母懿范，即生敬仰之情。然
近距离交往，已是十多年后在美国加州。

那是1997年暮春。我携太太由德国
波恩赴加州伯克利数学研
究所访问，因为有陈先生在
这里，友人谓之曰“数学朝
圣”。这所美国国家数学研
究机构是由陈先生创立
的。太平洋西海岸北加州
静谧的小城伯克利，与旧金
山隔海相望。气候格外宜
人，空气总是那么清爽，实
属人间天堂。伯克利分校
校园后有一山，山顶有一片
房子，那就是数学研究所。
从我办公室的窗户，可以远
眺金门大桥。每天早上，流
云从太平洋深处涌进湾区，
及至晌午，虹销雨霁，天空湛
蓝，令人心旷神怡。

每天下午两三点，陈先
生都出现在研究所，由师母
开车陪着来。师母虽已近耄
耋，依然身着一袭素色旗袍，
旗袍的领口和袖口都有精致
的白色丝线绣花，显得仪态
端庄，优雅大方。见我初来
乍到，她嘘寒问暖。问我名字的每一个字
怎么写，还问我太太的名字。她说：“记住
这个倒是容易，想起观世音菩萨就好了。”
说完发出爽朗的笑声。

有一天，美国东部的藤楚莲教授来旧
金山探访。师母邀我们到她家里相聚，知
道我们没有车，就约好到附近一家超市等
她。那家超市蔬菜水果品种丰富，商家总
是把当天新上的货放屋子里面，隔天不太
新鲜的蔬菜水果摆放在门口打折处理。我
以为师母真的要在菜市场买许多东西，谁
知她仅仅在门口买了一包处理的樱桃。我
突然明白，她其实是专门开车来接我们
的。 我瞥了一眼那樱桃，有许多都烂掉
了，便斗胆问了一声怎么不买屋里好一点
的。 师母说，他们多年来养成了一个习
惯，凡食品、用具都只买打折处理的。后

来，也曾听陈先生说起过，家里如果能有一些
积蓄，全靠陈师母勤俭持家。但陈先生夫妇
却给各个研究机构和高校不知捐献了多少财
物！陈先生获得首届邵逸夫奖的一百万美
元，他们全部捐献给了数学机构。我这次来
伯克利，除了有王宽诚教育基金资助外，陈先
生还写了一个小纸条，让我去财务部领了一
笔生活补贴。
陈先生家坐落在一个小山坡上，从那里

也可以望见金门大桥，且距离更近。陈师母
把车停好后，就去打开了草坪的喷雾龙头。
她说旧金山干旱缺水，所以不用水管浇草，而

是用喷雾，这样可以节约用水，
而且每天都只开一小会儿。太
太瞄准机会，给我和陈先生照
了一个合影，这是我一生中跟
这位伟大的几何学家单独一起
的唯一合影，弥足珍贵！但遗
憾的是，师母那天忙着招待客
人，跑进跑出一刻都不得闲，所
以未有机会跟师母合影。追悔
之情，绵延至今。

陈先生夫妇请藤教授和我
们一起，到一家中餐馆吃午
餐。师母跟藤教授聊得非常投
机，因为藤教授曾经是陈先生
的博士后。谈到陈先生在思考
数学时的样子，师母以调侃的
口气说：“他呀，一天到晚就在
那里算呀，想呀，还用手比画什
么，有时突然自言自语道，真奇
妙呀真奇妙！依我看就像一个
‘神经病’呢！”言毕她先大笑起
来。师母风趣幽默的话也让在
座的我们忍俊不禁。谁说不是
呢，从阿基米德沉迷于几何题而

被罗马士兵刺杀，到牛顿专心科研而水煮怀表
当鸡蛋，大凡人对自己着迷的事业专心致志的
时候，多少都有点“神经病”。
陈先生与师母虽然身在美国，但一直关注

和支持国内数学界的发展，关心和爱护着每
一个到访伯克利的中国数学家，改革开放后
更是在中美之间不停地穿梭奔忙，直到完全
回国定居南开。他们在一个四季如春的天堂
般的小城生活了几十年，一下子回到一个冬
有严寒夏有酷暑的地方，得下多大的决心
啊！南开数学能有今天的气势，中国数学能
有今天的辉煌，人们不会忘记陈先生背后那
个默默奉献的陈师母。
（作者系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教

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题图：陈省身先生与夫人金婚合影，

1989年摄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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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陈省身先生诞辰110周年
南开大学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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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全面抗战，天津成了重灾区。
日寇不仅强取豪夺，还公开抓人去做劳
工。杀害抗日志士，血淋淋罪状罄竹难
书！光复之后，国民党发动内战，节节
失利，天津又沦为他们必守之地。修建
了一座横横竖竖、单是城门就有17座
的工事林立、难攻易守的天津城。老天
津人都说，这座为防卫而强征民工修建
的城比北京城还大。但党的地下组织
在千头万绪、并无横向联系的状态下，
一直在工作，奇迹层出。在我的印象
中，老电工焦登润的贡献称得起一大奇
迹，贡献突出了。

焦登润是紧邻天津的大城县人。
十二岁时被带进天津，成了比国电灯
房的学徒工。随着岁月的车轮转动，
他成了技术最精的老工人，也有了家
庭。这天，原先在村里的小伙伴找来，
说光靠种地，我一家人难以糊口，跑个
单帮吧。想买些医药器材，你能帮忙
吗？老焦拍响胸脯，绝对没问题。只
是帮着买了几次，老焦起了疑心，你买
听诊器、手术刀和红药水卖给谁呀？
伙伴反问，你对抗战前途非常关心，又
常说这句民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
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去当八路”。你
真敢当八路吗？老焦拍响胸脯，我敢
说就敢干！伙伴就说，你请个探亲假，
咱们一起回去，我介绍你见一个人。

他能告诉你怎么走救亡之路。
探亲假回来，老焦今非昔比了，他已

是地下党员了。他这条地下战线的任务
非常单纯，就是输送医疗器材和药品。
但老焦在采购上有难处，他一个工人能
多买吗？能一次又一次总来吗？需要量
可是很大，有多少要多少！他必须找个
帮手。他相中比国电灯房的比利时洋老
板家的女厨师了。她有文化，会做西餐，
还议论国家大事，爱国意识极强。两个
人很谈得来。老焦抢先亮了底牌，女厨
师也就亮出了她的底细。她初中毕业
后，家贫无力继续上学，就出来做女佣。
千巧万巧，进的是南汉宸家。南是老地
下党员，对女佣的情况自然摸个底透。
额外给钱，让她白天去青年会学做西餐，
晚上到夜校学习文化。南汉宸经常请客
吃饭，从来不去饭店，饭店人多眼杂。在
家里吃西餐，可以人少，可以边吃边谈，
做攻心的工作。他也做这位女佣的攻心
工作。说来说去，这位女佣也成了地下
党员。但南汉宸还是在天津站不住脚

了，临行前给了她一笔钱，让她火速躲
开。她就凭能做西餐的本事，在比利时
老板家躲了几年，现在总算找到可以发
挥作用的机会，立即加入购药的行列。
她的势派大，大量购买，开发票时就写
比利时老板的名字。量大贡献也大，有
些器材和医药都进了延安。

老焦的另一贡献是不分分内分外，该
出手就出手。天津解放战役打响前一天，
被征用做城防工事的人们提前回来了。
国民党守军嫌他们干活儿碍事，城墙上的
机关枪都架起来了。老焦不声不响，等到
天黑下来，他就跑到比国电灯房供电的那
个贫民区，打开箱门，拉下电闸。让国民
党守军的探照灯不亮，用电烤化护城河水
的冰块不成。他对刘亚楼将军的南北对
接、拦腰斩断的战术根本不知道，但他的
判断完全巧合。这贫民区没有楼房，国民
党守军没有制高点，易攻难守。

打开箱门，拉下电闸，再锁上箱门。
老焦立即骑车到比利时老板家和女厨师
说，你要保住我！如果让他们找到我，不

光他们的探照灯照样大亮，恐怕还得给
我一刺刀！果然工夫不大，厂里护厂队
队长来了电话：“老焦是不是在你那
里？国军已经派人来了，问电闸为什么
拉下来了。”女厨师说，那一定是用电过
度，掉闸了。老焦还在地下室为老板做
接线拉灯的活儿，干完活儿就去。这活
儿就是干不完，老焦光坐在那里喝茶
呢。工夫不大，电灯房的中国经理来了
电话说：“国军派了一名参谋来了，要求
必须立即修闸送电！”女厨师说，老焦这
就去！老焦仍是一动不动，还是喝茶。
终于电话没有再响。老焦做出最精确
的判断，攻进来了，冲进我拉闸的那片
地区来了！

1958年，天津作协开展工厂史写
作活动。我下到由比国电灯房改称的
天津第一发电厂，这应是天津最老的工
厂之一。千好万好，为老焦留下了一份
资料。女厨师则在北京解放之后，赶赴
京城向南汉宸报到去了。没能和她见
面，我也没能为她留下一份资料，遗憾
遗憾！

岁月滚滚滔滔，往事如烟了，但愿老
焦的这段精彩故事还能作为一段红色记
忆留在人间。

该出手就出手的老电工
周骥良

红色百年 风华正茂

图1 图2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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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投入新设备试制
1958 年年初，洛阳矿山机器

厂党委决定，试制中国第一台重达
108吨的 2.5米双筒大型卷扬机，
向五一国际劳动节献礼。厂党委
把这项艰巨任务，交给了一金工车
间。车间主任焦裕禄，责无旁贷成
为首创国产大型新设备的生产总
指挥。
曾经的挖煤人焦裕禄知道，车

间试制的百吨大型卷扬机，是用于
大型煤矿深井出煤和人员上下的重
要提升设备。当年自己在抚顺挖煤
时，煤矿是靠挖斜井，通过人背畜拉
出煤。曾在人间地狱大山坑煤矿度
过一年多暗无天日岁月，天天用生
命与死神赌博的焦裕禄，无论怎样
驰骋想象也无法描绘，几个月后，当
车间试制的钢铁巨人荣耀出厂，巍
然矗立在深井煤矿井口，将给传统
的采煤工艺带来何等神奇的变革！
焦裕禄被国家大型煤矿生产飞跃式
发展的壮丽图景鼓舞着，义无反顾
领军投入新设备试制。
那是一场怎样激励人心的战斗

呀！战场位移，宿敌不再，新的攻坚任
务之艰巨，使人甚至想起龙宫探宝的
出击，九天揽月的腾跃，千仞登顶的行
走。冲锋号角吹响时，焦裕禄意识到，
在地狱入口一样的科学入口处，必须
根绝一切犹豫和怯懦，并且来不得半
点匹夫之勇。受命之日，他像打仗一
样迅速进入指挥位置，通宵达旦盯在
车间。
焦裕禄和大伙儿一起研究图纸，

弄清卷扬机的关键零件、工具和加工方
法，逐一标记在小本子上。一有空儿，他
就带上小本子，按图索骥到毛坯房查备
料，到热加工车间核对部件，到机床前看
加工制作，熟悉了大型卷扬机的上千个零
部件，全流程检查试制的工具、材料和外
协作件的准备工作，确保宽备窄用，万无
一失。

试制工作刚刚上马，就遇到了卷扬
机整铸齿轮加工不过关的难题。焦裕禄
在滚齿机旁守了两天两夜，一边给工人
打下手，一边观察和计算装卡方法、滚齿
周期、吃刀数量和辅助时间，同工人一起
研究如何改进工艺和提高效率，直到难
题迎刃而解。

试制进展到大齿圈加工环节，3.2米
立车车刀一天就打坏四把。这种车刀是
驻厂苏联工艺专家茹拉鲁廖夫设计的。
焦裕禄找到他，恳切希望能改进刀具加工
工艺，满足试制急需。茹拉鲁廖夫却坚持
认为，这一工艺已载入苏联百科全书，刀
具本身没有问题，应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焦裕禄一时说服不了苏联工艺权威，决定
发动工人搞技术革新，攻克刀具难关。

很快，3.2米立车传来喜讯：牛师傅试
用的新刀具，十小时可加工好原来十六小
时未必能加工好的齿圈。

有人想见王麻秆儿
王麻秆儿又去地道外转了一

遭，看看天色不早了，才往回走。来
到海河边，刚过金钢桥，在桥头又看
见了上午买掸子的那个年轻人。王
麻秆儿的心里一动，觉着应该有事
儿，就不想再跟这年轻人搭话了。
正要一低头过去，这年轻人却迎过
来，声音不大不小地说，老伯，跟您
说句话。王麻秆儿只好站住了，抬头
问，你还想买鸡毛掸子？

年轻人笑笑说，再买一个就再买
一个，不过，还想问您点事儿。王麻秆
儿知道躲是躲不开了，索性点点头，看
着他“嗯”了一声。年轻人说，您住蜡
头儿胡同？

这下王麻秆儿的心里就更戒备
了，看看他，歪了歪脑袋问，你到底要
干嘛？年轻人又问，您是姓王？王麻
秆儿不说话了，看着这年轻人。

年轻人又朝左右看看说，有个人，
想见您。说着从王麻秆儿扛着的掸子
垛上拔下一根鸡毛掸子，一边抖搂着
说，您找个见面的地方吧，明天晚上，
还在这儿，我等您。说完，给了钱，就
拿着掸子走了。

王麻秆儿回来寻思了一路，可怎
么也想不出这年轻人究竟是干嘛
的。他知道自己住蜡头儿胡同，还知
道姓王，这就说明他很了解自己的底
细。可看这年轻人的穿着打扮儿，言
谈举止，又不像做生意的，也不像哪
个宅门儿的少爷，倒像个读书人。王
麻秆儿又想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
自己这些年在哪儿跟读书人打过交

道。这年轻人临走时说，有人想见王麻
秆儿。王麻秆儿想，这个想见自己的人
又会是谁呢？
王麻秆儿回来想了一夜。从这年

轻人说的这番话里，能品出几个意思，
一是要见自己的这个人，应该不是个
一般的人。倘是一般人，又知道自己
住蜡头儿胡同，直接来就是了。他这
时不露面，就说明不便露面。二是跟
这人见面的地方，既然这年轻人让自
己找，也就说明，是想找个安全的地
方，至少是个不被人注意的地方，否则
不用找，随便哪儿都行。此外还有一
层意思，这年轻人说，明晚还在桥头
见。这也就是说，他跟王麻秆儿见面，
也不想让侯家后这边的人看见。王麻
秆儿这么一想，也就明白了，看来这次
是真遇上不同寻常的事了。
侯家后一带就这样巴掌大的一块地

方，这时虽已不及前些年繁华，但仍是个
人烟稠密之地。且这里虽然大胡同套着
小胡同，宽街窄巷密密麻麻，却都是老街
旧邻，走在街上即使谁跟谁不认识也是
半熟脸儿，倘突然来个外人，就显得挺招
眼。倘这样想，要找一个跟这年轻人见
面的保险地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这
时，王麻秆儿就想到了来子。

32 54 书衣百影
天津解放后，以专业作家身份

进城的杨润身与同时期进城的王雪
波，在1949年共同创作过一部秧歌
剧《俩相好》。这部剧本当年由大众
书店出版刊行，在北京、天津、上海
等地发行。

在研究朋弟相关资料的过程
中，笔者发现朋弟与杨润身、王雪波
因为这部秧歌剧竟然有过交集。当年
大众书店出版的这部《俩相好》，就是
由朋弟设计的封面。

朋弟设计的封面非常精彩。封面
上，“俩相好”三个红色大字异常醒目，
书名右下方是蓝色的宋体字：杨润身、
王血波编剧，张学明作曲。封面主体
是一男一女两个人物，男子手持榔头
身穿工作制服，头戴平檐帽，是典型的
城市工人形象。女子身穿花袄，头扎
围巾，手捧一束丰收的稻谷，是典型的
农村劳动妇女。这一男一女，一前一
后，两两呼应，似乎在载歌载舞地表
演，男工人身上斜披着一条红绸带，红
绸随着身体的舞动飞扬飘舞。女子腰
间也扎着一条装饰性蓝花布，同样也
舞动着。为了突出女子的美丽，朋弟
还在女子的脸部设计了三个红点，分
别表示着面颊上的两抹腮红和红嘴
唇。整个封面洋溢着热烈的激情，体
现了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后那
种满满的幸福感。

在封面设计中，对色彩的
掌控其实是非常高超的技术，
朋弟基于多年的绘画艺术创
作，以及大量封面设计的实

践，在色彩运用上有着很高的技巧。整个
封面只有两种颜色——红和蓝，这样的设
计为后续的印刷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问
题。因为在当时的印数条件下，四色印刷
很容易因为套版不准影响最终效果，而采
用双色印刷，则大大减少了这种失误的可
能。红与蓝的原色对比，强烈、单纯、有
力，甚至有些粗暴，但是在烘托气氛上却
十分有效。
据现有资料可查，朋弟除了为自己的

漫画集《老白薯》《老夫子》《阿摩林》《上海
现形记》《发财还家》等进行过封面装帧外，
至少还为十几部小说绘制了封面。如民国
言情大师刘云若的《旧巷斜阳》、董荫狐的
《可怜虫》、孟画如的《春在人间》。也为一
些文化名人的文集设计过封面，如范长江
所著《中国的西北角》、张次溪编撰的《灵飞
集》、王柱宇所著《柱宇谈话集》、韩德溥所
著《武训》、颜淑所著《锄麑》、北京知识出版
社出版孙景琛所著《人的故事》（1937年6
月）等。朋弟还热衷武侠小说，曾为郑证因

的《鹰爪王》《铁伞先生》，徐春羽的
《碧血鸳鸯》，宫白羽的《十二金钱
镖二部作——血涤寒光剑》等绘
制了封面画。朋弟的封面画有鲜
明的个性，人物夸张变形，色彩斑
斓，富有诗意，极具装饰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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