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十六）

“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
会遗址
位于南市荣吉大街与广善大

街交口西南侧的南市大舞台（原建
筑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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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天津“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遗
址在南市荣吉大街与广善大街交口西南侧
的南市大舞台戏院，原建筑早在20世纪50
年代拆除。

●旧时南市大舞台

关于天津南市，《天津政俗沿革记》曾有
记载：“南门外一望荒凉，向多积水。自庚子
（1900年）后，外人租界地逼至东南城角及
海河东岸，歌楼酒肆，丛错其间。有工心计
者，在日本租界毗连地辟三街，曰南市大街，
曰广益大街，曰荣业大街。自东南城角至南
门外直街，繁华美饰与租界地不相上下。”

南市就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
的。从一幅民国时期的老地图中可以看到，
那时的南市已经出现了大舞台戏院、升平茶
园、华宾茶园、广和楼、丹桂茶园、平安电影
院、丹桂茶园等一系列演艺场所，商娱繁荣。

旧南市能演“大戏”的戏园子很多，但规
模上，以南市大舞台戏院为最。大舞台戏院

建于1915年，院选址在荣吉大街和庆善大
街西南角，两面临街。戏院为砖木结构，铁
皮的屋顶，内部除去砖墙，为全木结构。场
内坐席分楼上楼下，楼上是三层包厢，每厢
容客8人，共80余间，楼下池座和两廊设六
排长板凳，前后约30排。大舞台的后台设
有男女化妆室，可供百余人的大戏班子居住
和使用。杨小楼、李吉瑞、尚和玉、小达子、
侯喜瑞、梅兰芳等诸多京剧、河北梆子名家
都曾在此献艺。据说，当年的达官显贵、清
朝遗老遗少都曾长期包租舞台正面的一级
包厢，并不时前去捧场票戏。

南市大舞台戏院规模大，能同时容纳上
千名观众。可能正是因为此故，它成了许多
公开或者半公开的革命集会或者革命者发
表重要演讲的最佳室内场所。

●革命集会声势浩大

1926年3月12日，天津南市大舞台戏院
门前搭建了一个白纸花扎成的高大牌坊。戏

院内座无虚席，众人沉浸在一派肃穆凝重的
祭奠气氛中，沉痛悼念孙中山先生，哀乐一阵
阵传出。此情此景，中共北方区委、天津地委
与国民党市党部、天津总工会正在联合举行
“纪念孙中山逝世一周年”大会。

大会为期5天，天津各界联合会的代表、
社会知名人士、各行各业的负责人、各工会
代表、学生代表等共千余人与会。纪念仪式
上，江浩之女江韵清向孙中山照片献花。

●李大钊来津激昂演讲

同年3月14日，李大钊特意从北京赶
来参加此次大会，并在会上以“各国帝国
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为题发表了演说，宣
讲了国民革命的发展趋势，唤起人民反抗
侵略，挽救中国的危亡。会上，谭平山、于
树德、于方舟等也都发表了演讲。活动期
间还出售了《中国青年》《政治生活》等党
的刊物。

1926年3月17日，《京报》报道称：“(李

大钊)赴天津指导该市党的工作，并于该日
在天津群众举行的孙中山逝世一周年演说
会上发表演说。”

如此大场面的革命性集会，在当时的环
境下何以能公开举行？其实，这样的日子对
于我党早期的革命者而言，只是一个短暂的
喘息。因为1925年，冯玉祥的国民军打跑
了奉系军阀，进驻天津。国民军同情革命，
这才使一直笼罩在革命者头上的白色恐怖
气氛暂时缓解。天津的工运、学运等一系列
革命活动便趋于公开化和半公开化。然而，
好景不长，国民军1926年3月撤离天津后，
奉系军阀褚玉璞卷土重来，对天津的革命运
动疯狂报复。

1925年12月24日冯玉祥所部国民军
进驻天津。1926年3月14日，李大钊来天
津指导天津地委工作，并在孙中山逝世周
年大会上发表重要演说，人们可以感觉到
李大钊爱国、爱民、反帝、反封建的坚强信
念，始终不渝。也就是这次来津，成了李大
钊最后一次来津。因为1927年4月28日，
李大钊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于北京，时
年38岁。他的一生为中国革命建立了伟大
功绩，也为天津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的
贡献。

●革命英烈浩气永存

南市大舞台，戏曲名角粉墨登场，那就
是戏比天大的曲艺场；革命者激昂登场，那
就是不畏生死的战场，振臂一呼，应者云集。

时过境迁，南市在风生水起的建设中
掩藏了历史的旧迹。然作为后辈，我们在
钩沉历史中追忆，在追忆中一步步厘清革
命历史的脉络，感受革命者的热血沸腾的
往昔，感受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自由
而战的勇气。

（刘彩霞/文）

无畏革命者与生死前行

青柠檬，双子叶的纲芸香科柑橘属绿色植物。到了夏季，
青柠檬成了办公室一族甚是追捧的水果。大多数人都知道它
味道酸爽且富含维生素C，会选择用它来泡水喝或者制作各种
消夏饮品。具体说，青柠檬有如下的功效：

一、青柠檬生津消暑健脾开胃
青柠檬食之微苦，不可以像其他新鲜水果一样直接生吃。

但是，青柠檬外果皮含有芬芳蒸发成份，能够生津止渴消暑，健
脾开胃。夏天暑湿较重，许多人神疲力倦，长期工作或学习后
通常食欲不佳，喝一杯柠檬泡水，清爽的味道会令人精神一振，
能够开启食欲。

二、青柠檬能防止心血管疾病
青柠檬含有维生素C和维生素P，能提高血管延展性，可防

止和医治高血压。近些年，有科学研究发现，青柠檬中含有一
种类似甘精胰岛素的成份，能够使异常血糖指标降低。

三、常吃青柠檬能够清热化痰
青柠檬可以袪痰。柠檬皮的袪痰作用比柑桔还强。夏天

气温寒湿，假如饮食搭配上不够注意，体内湿浊气积，时间一长
就会生痰。因而，夏天咳嗽痰多，咽喉不舒服时，将青柠檬水和
少量食盐加入温开水，饮用后可将浓痰咳出。

四、青柠檬有抑菌消炎作用
因为青柠檬含有维生素C，还具备抑菌消炎、提高人体免

疫力等多种作用。人们可以在平常多喝热柠檬汁，以维护保养
身体，防止患上“坏血病”。 和平区疾控中心供稿

详解青柠檬
消暑过炎夏

书香翰墨寄深情

（一）我是被沉默唤醒的

我是被沉默唤醒的
却不能把沉默喊出来

每一面墙壁 每一个名字 每一颗灵魂
都是你的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五分之一
极尽黑暗又不可征服的一小段人生

你是潘家的戴家的周家的 很多人家的
一张张照片 一幅幅画像 看不出的面目
是我丢失的那个人 是我寻找的那个人
失语者的独居 没有落脚之处
你静静地望着我 不出声

这不能言语的一部分
这打破枷锁的一部分

是你绽放的一部分 是我祖国的一部分
我们只有一步之遥

却隔着生与死 战争与和平 喧嚣与宁静
相框里的农运前驱 起义先锋 倒水英雄
相框外的红安 麻城 黄冈 血肉凿成

九十四年
你已替我走了最艰难的路

再过几个月麦子就要熟了
可绿色原野里没有你 落日余晖里没有你

你不会长出额间的皱纹
不会喝上老君眉 不会切开臭皮子
不会咬上煨葫芦 不会闻见红苕香

早生几年 我许是你的战友
现在 许是你的孙伙计

我要向你 向你们深深地鞠躬
为拥有的熠熠河山

为未曾经历的烽火而羞惭
这个你曾来过的世界没有你的气息
偌大的纪念馆却响起一个时代的轰鸣

（二）将军与将军街

长胜街不是街 是六渡桥横过水面
七里坪不是坪 是小汉口风起云涌
大别山不是山 是根据地 处处忠骨

将军县不只将军
有四十八万铜锣和六百米摇篮
镰刀锄头耙子 农具就是兵器
枪声炮声喊声 风声就是鼓声
骨头和骨头挤在一起 擦出惊雷
江水和江水挤在一起 握有闪电

223名将军 22552个名字 14万英灵
九月暴动后的鄂东军用身体做桩

把自己钉在1927年 钉在1796平方公里
每一根骨头都能让人长跪不起

可我不原谅这忧患人间的悲悯
不原谅你成为一段历史的前言
不原谅大地流血后愈合的伤口
不原谅此后生长的青青草色

不原谅时间的钝刃依然绞轧我
不原谅这刺骨的河水淌过我的亲人
不原谅卵石的苍白砸出探路者的痛吟
不原谅天空的蔚蓝需索掘墓人的回声

谁来撼动你 谁就被震撼
在泥土里埋葬的 总要在泥土里重生

今夜瓜瓞绵延 河山浩荡
将军在天堂 将军街在地上

（三）母亲，请送我一树杜鹃

母亲 我想你了
想佝偻的身影是否抖落

清晨的露水是否染湿了 你脚下的我
讫望你穿着的那双白鞋
鞋尖上喜鹊啄着蚯蚓
蚯蚓穿透土壤 叫醒我

最后的时刻已过
母亲 请让我倒着活

活在一个又一个兄弟倒下以前
活在一个兄弟换回一个兄弟以前
如果能活在你把我交给敌人以前
我要一只铜锣敲响大别山

我要一腔热血射透司马岩

我要回到你镰刀斧头的震疼
我要回到你帽沿上的五角星

回到你的心头血 回到你的杜鹃红
母亲 请送我一树杜鹃吧
我不在意碑上的名字

十四万杜鹃插遍 我站成你的天台山
汉江归来 我站成你的倒水河

母亲 我站着 我站着
我在昨日的土地上倒下

只为你在今日的土地上站着

（四）我不能轻易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能轻易说出你的名字
像熟悉的704种植物 风一吹就蔓延
这世界安静着 你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不能轻易说出你的名字
像母亲的故事 一慈悲就温暖
让原野上燃烧的荒草
成就一段流动的碑文

如果真理由绞架而来
我还没有把一条路走进灵魂里

没结过一回苦果 脚下没有拔过一根刺
没有从最深的灾难里出发
没有经历过人间锤打

没有在碎裂的牙齿里枯骨生花

一百年 如果什么都没有
江水也不会在你身体里退去

爷爷饮下的 也不会鬓白如霜面若星辰

我不能轻易说出你的名字
我仰望过山上的积雪
仰望过历史的天空
仰望过战马的嘶鸣

也仰望过你襁褓中的呐喊

我不能轻易说出你的名字
翻开一个民族的重睑

就不能拒绝眼睛里的苦难

我不能轻易说出你的名字
一切美好都没有这样美好

你是我的苏维埃
你是我的鄂豫皖

失语者（组诗）
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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