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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诗笺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十）

中共天津地委机关遗址（义庆里）
位于和平区南京路义庆里40

号（原建筑已不存在）

十五英烈以青春血荐
义庆里事件中韶华陨落 后世千秋中浩气长存

心灵故事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生活百味

在天津中共党史纪念馆陈列展出着一
张“十五烈士”的珍贵历史照片，照片拍摄于
看守所门前，照片中15位年轻人，其中最小
的只有16岁。这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时
刻，最后一张留影，各个表情从容坚定，目光
坚定。革命者虽然风华正茂，却要面对反动
军阀的残酷屠戮，让人们每每想起，无不扼
腕叹息。1926年的“义庆里事件”轰动天
津。15位英烈就是在此事件中被冠以“组织
党部，宣传赤化，阴谋暴动”的罪名而被捕入
狱，并于半年后遇害。

义庆里曾是我党革命机关

中共天津地委成立之初，正值国共合作
时期。1924年9月，中共天津地委成立不
久，为了避开反动当局的破坏，天津地委机
关从普爱里迁到了和平区兆丰路福利里21
号继续开展工作。同年底，天津地委机关又
从福利里搬迁到义庆里40号。这是一幢砖
木结构二层青砖小楼，上下共有6个房间，前
后有门，面积114平方米。

在大革命时期的1924年至1926年间，
这座小楼也曾经是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
津市党部。由于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国
民党省、市党部的负责人大部分是共产党员
和青年团员，中共天津地委的领导同志于方
舟、安幸生、卢绍亭、江浩、邓颖超等人，经常
在这里开会。因此，这里不仅是中共天津地
委机关所在地，也成为我党领导天津革命统
一战线的重要活动基地。

在革命形势高涨时期，义庆里40号曾
一度成为我党半公开的革命机关。1926年
春，反动派直鲁联军占领天津后，形势急转
直下，党领导的各种团体和组织被迫转入地
下，此时的义庆里40号由共产党员、共青团

天津地委组织部部长江震寰，以国民党天津
市党部常委的身份主持工作。开展秘密的
革命活动。

同时，为了确保安全和工作方便，地
委在同一胡同的另一端 17号设立机关，
由天津地委书记李季达常驻那里负责具
体工作。

义庆里事件当时轰动天津

奉系军阀占领天津后，直隶保安司令褚
玉璞对革命党员疯狂镇压，1926年下半年，
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10月，在裕大纱厂被
捕的国民党员在严刑讯问下背叛了革命，泄
露了国民党在津活动内情。同时，直隶保安
司令部也获得“共产党人在各租界设立机
关、秘密活动”的报告。随后，大破坏、大逮
捕开始了。11月23日，天津警察局勾结英
租界工部局，以“组织党部，宣传赤化，阴谋
暴动”为由，突然查抄了义庆里40号的国民
党天津市党部，封闭了机关，将在机关办公
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革命派江震寰、邬集
中、王纯善、马增玉四人逮捕，将《国民党党
纲》《孙中山演说集》等宣传品、文件，连人带
物一起送交英国工部局。此后，还派暗探在
义庆里继续蹲守。

事件发生后，天津地委立即设法通知党
组织和有关同志，并通过报纸发出警报。随
后的几天里，没得到通知前去机关联络的赵
五良、陈楚缏、王建文、孙宝山、王益三和国
民党左派孙一山、倪家志、王鹤洲、许凤山，
以及革命群众徐延中、韩玉亭等 11人被
捕。这就是当年轰动天津的“义庆里事件”。

多方组织营救无果而终

11月25日，英租界工部局将江震寰等
15人引渡给北洋军阀政府。当时的中国共
产党机关报《响导》周报刊载题为《天津英租
界引渡国民党员之严重意义》的署名文章，
指这一严重事件是“英国帝国主义致奉鲁军
阀的见面礼之一”，揭露“租界是摧残革命运
动和助长反动势力的根据地”。同时，组织
上派人来津对被捕同志进行了营救工作。

听闻爱子被捕，江震寰的父亲、共产党
早期领导人江浩心中无比悲痛。当时身在
广州的他闻讯，立即向国民党中央申请营
救费，命王积衡从广州返津营救，并特别嘱
咐“不要偏重营救震寰一人，要照顾全
案”。江浩的一家是革命的一家，1927年元
旦，江浩想起在津被押的爱子、远在异国的
女儿，更加怀念临终时未能见面的妻子，写
下了：“春风莫事袭寒寝，病骨支离忆故人，

叹尔仓途何缭渺，怜卿身世太艰辛；流离孤
子增义愤，抚看儿女更忧心，徘徊乔舍过元
旦，日月窥窗夕又晨。”这样的诗句浸透着
一位为父为夫的革命者那凄凉的心情和对
亲人的无限怀念，至今读起来仍旧让人感
慨万千。

革命志士严守机密誓死不屈

在天津警察局看守所里，15位共产党员
和国民党革命派人士受尽了“老虎凳”“灌辣
椒水”等酷刑，但他们毫不屈服，表现了革命
者的英雄气概。

在狱中，年仅23岁的共产党员江震寰
不畏酷刑并严词拒绝敌人的各种引诱。在
近5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他没有泄露丝毫党
的机密。为了使组织不再遭受损失，他机智
地用针尖在香烟盒上扎成密码传递出去，指
示狱外的同志注意保护自己，坚持不懈地斗
争下去。

江震寰入狱时，他的妻子赵达已经怀有
身孕。他在狱中给妻子写诀别信，信中有
“大好头颅待价沽”“愿卿莫作无谓哭”“我们
把牺牲作为个人革命的成功”等词句，他还
叮嘱妻子为将要出生的孩子取名“赤星”或
者“宏烈”，以“扶孤之承我志……以实现中
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期”。

大好的青春年华，热烈的青春之志。谁

不留恋生命的美好。然而就在入狱后的5个
月以后，也就是1927年4月18日，俊朗儒雅
的江震寰与其他14名革命志士一起被反动
军阀当局下令押往南市刑场执行死刑。当
时的南市是三不管地带，刑场就设在上权仙
女影院对过的黄土岗上。在被押赴刑场的
路上，江震寰等人大义凛然，沿途慷慨陈词，
怒斥帝国主义和军阀当局的罪行，高呼“打
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口号，道路
两旁人山人海，许多群众被感动得流下眼
泪。面对枪口，江震寰等15人高呼口号，临
刑前挺身骂贼，拒绝跪伏受刑，身中数弹后，
英勇就义。

如今，在当年英烈们流血牺牲的刑场
上，建起了繁华的都市。在和平与喜庆中，
游人和市民享受着幸福快乐的时光。在当
时，这是15位英烈的愿景；在当下，却成了
阳光下最普通的每一天。让全国人民都过
上没有饥饿寒冷、没有白色恐怖的好日子，
这不正是英烈们宁愿抛头颅洒热血也要追
求的吗？

在青春韶华陨落的十五烈士，他们为人
民解放做出的贡献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的名字被铭刻在中国历史中，影像陈列在展
馆里，光辉的功绩被镌刻在纪念碑上，十五
烈士为中国的革命事业英勇捐躯的崇高气
节，将一直为后世人缅怀崇敬。

（刘彩霞）

15位共产党员及革命志士临刑前合影

一方雅致玲珑的印章素来是文人雅士
的挚爱。在印章的玩赏中，靓点离不开石
料、篆刻和印钮，而三者之中最先入眼的非
印钮莫属。

印钮，又叫“印首”。许慎《说文解字》释
曰：“钮，印鼻也。”它是印章顶部艺术化的雕
刻装饰。古人自印钮的孔洞处穿绳，随身系
挂，便于携带印章。

二十世纪初，全国各地的书画研究会和印
社很多，与书画文化如影随形的印钮雕刻，顺
势成为极具市场需求的工艺门类。北方印钮
雕刻技艺受文人书画、篆刻、刻竹等艺术形式
的影响颇深。近代金石艺术大家金禹民就在
那时开创了中国北方印石雕刻艺术新纪元。

在“丽观斋”古玩店，少年学徒金禹民对
印钮、砚铭、刻竹情有独钟。心灵手巧的他悉
心观摩，苦练雕工，后又得寿石工收入门墙，
学习书法，篆刻，艺事大进。这一段从师经
历，给金禹民的雕刻艺术生涯注入无尽的活
力。他的作品具有苍劲、雄强、含蓄、简约、流
畅等特点，受到到社会各界的认可和追捧。

许多泛黄的老报刊都曾刊登过有关金禹
民制印钮的文章。《金禹民制印钮》见于1934
年的《天津商报画刊》，《制印家金禹民先生及
其作品》见于1940年《艺术与生活》，等等。
可见金禹民彼时已经成为了那个年代造诣非

凡的北方印钮雕刻名家，盛名远扬。
书画界名人、收藏大家争相订购金禹民

的印钮作品。徐悲鸿、齐白石、启功、溥儒等
社会名流与其多有往来，并赠书法题赞。

时光回溯百年，金禹民担纲北方印钮雕
刻技艺的第一代传承人。津派书画名家孙
奇峰在北平艺专学习期间，师从金禹民学习
制印、制钮，传承印钮雕刻技艺的同时，融汇
了中国传统绘画经典的“六法论”，使印钮作
品另添新意，并将北方制钮工艺带到天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张金玲师从孙奇峰学习
国画、制印、制钮。由于张金玲在制钮方面
天赋异禀，孙奇峰遂推举他去北京向金禹民
学艺。在金禹民的悉心指导下，张金玲谙熟
北方制钮工艺的精髓，技艺再次得以提升，
成为北方印钮雕刻技艺的主要奠基人之
一。自1992年，李景洲服膺张金玲的印钮
雕刻技艺，并于2015年正式拜张金玲为师，
使北方印钮雕刻技艺代有传承。

印钮是石雕艺术的微缩表达。从一块
普通的石头到一件绝佳印钮的诞生，是神思
与巧手的契合，是艺术与技术的碰撞。

北方印钮雕刻技艺以叶腊石为主要材
料，注重实用性，讲究俏色巧雕和因材施艺。
题材则以彝鼎爵纹、吉祥瑞兽为主。如今，作
为北方印钮雕刻技艺第四代传承人的李景州

和前辈们一样，带着痴迷与坚守，孜孜以求。
李景洲进了石料市场，在琳琅满目的石

材中搜寻“意中石”，靠的是眼缘儿，只要看
对了眼儿，不管是青田石、寿山石、巴林石还
是昌化石，势必要买走。

若是笃定了要雕刻哪一块石头，首先是
相石。李景洲眼观它的大小、色泽和纹路，认
真揣摩适合的图案题材。一块深紫色带黄斑
的印料，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疏枝腊梅”的
图景。构图在脑海中酝酿成熟，李景洲会立
即起笔在石料勾画图稿，然后进入雕刻环节。

印钮雕刻的表现形式分为圆雕、平雕、浮
雕和透雕，选择哪一种要依设计而论。雕刻
环节又分“坯、切、削、光、游”五步。李景洲首
先运用平口刀、圆口刀，以掘、扼、推、捻等刀
法，雕刻出轮廓，勾勒出局部；待作品图形初
具端倪，换以拨刀、尖刀等，或拨、削，或刻、
划，进行细节雕琢，使作品达到形神兼备，意
象生动的艺术效果；而后以细磨的拨刀、开丝
刀，运用“游”的刀法精细修整刀痕。最后，光
活上蜡，一件作品才算大功告成。

人说，百年的石头会开花。北方印钮雕
刻技艺就是非遗文化中盛开的奇葩。李景
洲期盼这一传承百年的美丽“花朵”能够不
断地发扬光大。 刘畅 文并图

感谢和平区文联对本栏目的支持

妙绝雕凿小印钮

初心不改古稀年，
久历风云任变迁。

本性端严何所惧，
功名恬淡岂迷烟。

为民谋利卑身舍，
报国寻门壮语旋。

欲问愚翁图是甚，
精忠吾党系家传。

五绝·初夏遣怀
通明

翠盖随风摆，清波任鲤沉。
三更行骤雨，四季守初心。

七律·初心
通明/文 薛峙/图

夏季，炎热潮湿，生活中掌握一些小技巧，能让生活效率大
大提高，也让生活更有情趣。

1、盐水洗毛巾去除怪味
毛巾用久了，会散发一种怪味而且发粘。通常人们习惯用

肥皂洗涤，但是用盐水搓洗，然后用温水烫一下，最后用清水洗
净。这样，毛巾就能除去怪味，也不发粘。还有，擦脸毛巾用久
了，想恢复到柔软的样子，最好的办法是用开水煮三十分钟。

2、喝点淡盐水防吃荔枝上火
荔枝上市了。爱吃荔枝的人又担心上火，不妨在吃荔枝的

同时，多喝点儿淡淡的盐水；还可以把荔枝连皮浸入淡盐水中，
再放入冰柜里冰后再食用，不仅不会上火，还能增加食欲。正
在长青春痘、生疮、伤风感冒或有急性炎症的人则不适宜吃荔
枝，否则会加重病症，但身体虚寒、胃寒的人则适宜多吃。

3、夏天驱蚊的环保小窍门
在房间里放上几盒开盖的风油精、清凉油，或在墙上涂点

薄荷；在身上或枕头上洒些香水；将樟脑丸磨碎、撒在屋内墙
角；在室内的花盆里栽一两株西红柿，西红柿枝叶发出的气味
会把蚊子赶走。另外，在灯下挂一把香葱，或用纱袋装几根葱
段，各种小虫都不会飞来；用橘红色玻璃纸或绸布套在灯泡上，
蚊子最怕橘红色光。

和平区疾控中心

夏季生活小技巧

易学易会超实用

快乐地生活

今天看到了一个患有乳腺癌的女人与她
的 2 岁女儿逗乐，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
应该停止抱怨，学会庆祝。

仁慈的男孩

我的腿受伤了，拄着拐杖上学，一个坐轮
椅的男孩看到了，主动提出帮我捎带书包。
分别时，他对我说：“祝你早日康复！”

成功的秘诀

我问一个 70 多岁的成功商人：“成功
有没有秘诀？”他笑着答道：“有，至少三个：读
别人没读过的书，想别人没想过的问题，做别
人没做过的事情。”

成功的定义

我问 90 岁的祖母：“依你的人生经验，
怎么定义成功？”她不假思索地答道：“成功就
是，回首往事时，能笑起来。”

关键在努力

上小学的时候，我想成为一名棒球运动
员。我问爸爸：“爸爸，我是打棒球的料吗？”
他说：“你不努力，就永远不会知道。”上中学
的时候，我问他：“爸爸，我能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吗？”他回答说：“儿子，你不努力，就永远不
会知道。”如今，我之所以能成为一名外科医
生，就是因为我努力了！

母亲的遗言

两年前，我的母亲快不行了，我和父亲以
及我的三个兄弟、两个姐妹，来到了母亲的病
床边。母亲在去世前说出的最后一句连贯的
话是：“我们过去如果经常这样聚在一起，该
有多好呀！”

摘自《读者》

非遗文化

又是一年夏来临，看着窗外的树叶绿意渐浓，脆嫩地哗声
作响，大片绿地逐渐茂密。其实，由浅绿到油绿这个过程很短，
夏天开始了。

时令虽然已过立夏，可气温仍是忽高忽低，如过山车般上
下跌宕起伏。这个时节忙坏了本来就快节奏来去匆忙的人
们。遂有网络顺口溜“一会儿穿貂，一会儿露腰，穿貂露腰忙得
不可开交。”可能也就是这个节气最具形象的写意吧。

我把立夏称作浅夏。这时街上的年轻人总是按捺不住对
夏的向往，纷纷短衣短裤、彰显朝气，衣裙飘飘、妩媚动人。恐
怕只有青春才能打造这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吧。

这一时节的清晨，微风拂面，惬意舒爽。浅夏的午后，风暖
暖的，阳光炫目，街角铁艺栅栏上蔷薇攀爬，密集地形成一架花
墙。忽然一日，蔷薇花爆豆般次第开放，满枝灿烂，缤纷成片，
着实凸显“密叶翠帷重，浓花红锦张”的意境。月季与蔷薇甚是
醒目，乳白、鹅黄、浅粉、西红，淡雅迷人，偶有几朵艳红、紫红的
花儿跃出，那真是姹紫嫣红入目来，鸟语花香落衣袂。

特别是夏雨洒落后，空气格外清甜，深深吸上一口，沁人心
脾。窗外，草地上带着露珠的小草都挺直了腰杆，铺成绿茸茸
的大地毯，无限生机。那是虫儿们的栖息地。沿着弯曲的石子
小路漫步，会有蚂蚱、蛐蛐蹦到你脚面上以示友好。多年不见
的蟋蟀、树牛子，爬的爬、跳的跳，互不干扰，各自按照自己的生
活规律忙碌着。还有那颗老洋槐，树冠处一对喜鹊搭建了一个
篮球大的鹊巢，不时有长尾巴花喜鹊飞来飞去，经营着小窝。

核桃树、苹果树、无花果、花椒树都在孕育着果实。高高的
洋槐吐露串串洁白的槐花，香气宜人。灰粉色泡桐花开满树
冠，石榴树花红正浓，粉红的桃花、深红的榆叶梅争奇斗艳。香
椿树嫩芽一闪而过。属于这个时节的植物们按照时令应时地
生长结果。虫儿们也借着节气复元而苏醒。地蚕开始翻地，蝉
蛹破茧成蝶。庭院那遍地的藤蔓花草生命力好旺盛啊，茂密着
欲将通幽的石卵小径裹起。

人与自然和平相处的景色，我喜欢。在这宁静的浅夏，携
一份淡然心境，在季节深处聆听花语，和着岁月节拍闻听曲径
幽鸣，那是何等地优雅恬淡。我们无论贫富强弱都离不开赖以
生存的家园，离不开生养我们的这片故土。

善待大自然吧，善待周围的一切，在这立夏时节，静候百花盛
开，迎候鸟雀争鸣，感恩大自然馈赠，体悟明媚浅夏的惬意时光！

浅夏随想
焦海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