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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商店遗址
位于和平区长春道与吉林路

交口（原建筑已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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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与健康

诗笺

1927年秋，天津法租界巴黎路上（今吉
林路与长春道交口）新开了一家名为“华北
商店”的小古玩店。

这里位于海河南岸，毗邻天津最繁华的
地区，地段好，闹中取静。这是一处砖木结
构的灰砖二层小楼，店家租用的是临街门面
房，面积不大，里外两间，外间安置了货架
子，上面摆放着一些古玩，还有一张木质的
账桌；里间布置为卧室。店外挂着牌子，上
面不仅有“华北商店”的字样，还些许地标注
有外文字母，很有些洋行的味道。

■老板是位年轻公子

这家古玩店位于长春道与吉林路交口，
是一栋临街二层小楼。店主刘克明是位儒
雅倜傥、风度翩翩的公子哥，三个伙计也都
做事麻利。进出小楼的大多是洋面孔的外
国人，为的是淘换些古董旧物；偶尔也见落
魄的贵族子弟携了物件儿来出手……店里
的生意似乎并不打紧，因为常见店主约上三
五个人，铺开牌桌打麻将，消遣着时光。

■原来是中共秘密联络站

一家不热衷于经营的古玩店。这刘克
明难不成又是哪家纨绔子弟，开店也仅仅是
个混事的幌子？的确，古玩店是个幌子，幕
后老板是中共党组织，店主刘克明也不过是
时任中共顺直省委秘书长的柳直荀的化名
而已。事实上，这里是共产党在津的秘密联
络站。

■接受周总理下达的重任

1928年 9月，中共党员柳直荀准备赴
苏联学习，途经天津，奉命临时留津，负责
同共产国际、党中央的联系，接转党的文件

和党的经费。柳直荀主要负责同共产国际
的联络。柳直荀来津后，立即投入顺直省
委扩大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以特殊身份出
席了顺直省委扩大会议。在此期间，他多
次见到周恩来，接受周恩来下达的工作任
务和指示。就在这家古董店里，柳直荀以
店主的身份做掩护，带领着同为地下党的
两名“伙计”，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与他“闲
来无事”打麻将的人也都是中央在津人员
及顺直省委负责人等，他们多次在店里召
开重要会议。

■默契完成秘密印刷厂工作

1929年初，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从上
海迁到天津后，柳直荀又负责党刊校对工
作。当时，中共中央印刷厂在津印刷的文件
多由柳直荀负责定稿，印刷厂负责人毛泽民
等常到古玩店中。柳直荀和毛泽民这对革
命战友总是以打麻将牌做掩护，一起研究
党的工作。古玩店这个秘密联络站密切地
配合中共秘密印刷厂的诸多重要工作。

■倾尽全力为党筹集经费

从事秘密工作期间，由于党的活动经费
十分有限，柳直荀在联络工作之余，给许多
报馆翻译外文资料，还收集中国文学、艺术、
历史方面的资料，译成英文出版。柳直荀的
家乡在湖南长沙高桥方塘冲，于是他取了个
笔名叫作“高方”。著名哲学论著《辩证法的
唯物论》一文和美国优生学家威廉·鲁滨生
所著的《优生学与婚姻》一书，都是柳直荀以
“高方”为笔名翻译的。此外，他凭着自己颇
高的艺术欣赏水平，还收集整理了200多个
中国戏剧脸谱，出版了《中国戏剧脸谱》一
书。他在著书和翻译出版中获得的一些稿
费无不充作了革命活动经费。

■柳直荀为革命倾其所有

2019年10月，柳直荀的外甥女骆霞在
接受采访时说，外公柳午亭毕业于日本早稻
田大学，育有九个孩子。柳午亭好静，将房屋
盖在了偏僻的山冲里。舅舅柳直荀从小对底
层劳动人民的境遇有极深的认识与同情。作
为家里的长子，他自幼便得到父亲严格系统
的教育。1912年，柳直荀考入长沙广益中
学，寄居在世伯杨昌济家，后考入雅礼大学预
科，其间，结识了毛泽东，开始学习和研究马
克思主义。1924年2月，柳直荀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那时候为了革命事业，营救革命党
人，柳直荀经常从家里拿钱出去，有时还会瞒
着家人把家里的稻谷卖掉换钱，甚至曾向财
主借了400块大洋的高利贷。当时在市区打
工一个月不过收入两三块大洋，一块大洋可
买100个肉包子，而这笔高利贷，直到新中国
成立后，柳家才在政府的帮助下还清。

■白色恐怖下的革命爱情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
九。”这是毛泽东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
广为流传的名句。众所周知，“杨”是指毛泽
东的夫人杨开慧，而“柳”是指其青年时代的
挚友、革命烈士柳直荀。而李淑一则是柳直
荀的夫人。

柳直荀相貌英俊，当年得到不少年轻女
性的倾慕。李淑一在婚后也曾问过柳直荀
为什么选择她。柳直荀回答说：“你既有新
知又有旧识，家庭和孩子交给你，我安心。”
柳直荀深知妻子李淑一理解并支持他革命，
如果有一天他为革命牺牲了，妻子也会照顾
好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这对夫妻伉俪情
深。李淑一与柳直荀结婚，一直是聚少离
多。1927年5月21日，柳直荀为妻子和刚

出世的儿子找到一处合适的新居，安顿下
来。因为革命工作，他接受了上级派遣，远
走他乡。这一走，李淑一就再也没见到他。

1929年5月初，柳直荀从天津寄信给妻
子李淑一，打算接李淑一和儿女赴津。不幸
这封书信被国民党当局在桃花村老家的特
务查获，从照片上认出了柳直荀，即准备来
津抓捕。李淑一这位“著名共匪之妻”被捕
入狱，关押在长沙司禁湾陆军监狱。敌人向
她追查柳直荀的具体下落，严刑拷打，但她
始终不说。李淑一后经柳李两家多方营救
才被保释出狱，但不得离开长沙一步。自此
以后，李淑一与柳直荀便再无联系。忠诚、
正直的柳直荀，让李淑一怀恋了一辈子。

■光辉印记镌刻津沽大地

1929年，上级党组织为了柳直荀的安
全，决定调他回上海工作。9月15日，柳直
荀离津赴沪，继续从事党的工作。

从1928年9月到1929年9月，虽然柳
直荀在津从事革命活动的时间仅有一年，但
作为顺直省委秘书长，他参加了筹备顺直省
委扩大会议，曾与周恩来、刘少奇、陈潭秋等
同志在一起研究有关会议的文件，为推动天
津革命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洪水滔天路漫漫，洒热血，染红旗。”这

是柳直荀执教洪湖军校谱写的《红军跑步
歌》中的词句。柳直荀倡导有志青年快起
来，向黑暗，猛攻击。

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血色如荼的家国
情怀。“华北商店”，这家小小的古玩店留下
了柳直荀在津从事革命活动的诸多印记，也
见证了革命烈士们卓绝斗争的历程。如今，
笔者来到故地，长春道和吉林路交口，赫然
一座六层楼房，寻不见“华北商店”的丝毫旧
迹。然而，那座“红色”小楼的故事早已深深
镌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刘彩霞/文

信仰如磐：直把热血染红旗
柳直荀烈士在津留下光辉的战斗足迹

不论什么样的季节
走进张园

心都会瞬间安静下来
那些痕迹

悄然覆盖在我们的身上
瞬时体会到久远的历史文化

记载了清朝最后一位皇帝的轨迹
记载了中山先生的伟大设想和志向
见证了中国的变革和制度的更迭

近代中国看天津
这里的故事需要静心了解

漂亮的古典式洋楼与西式平房相连
特色屋顶升华成情感图腾
任微风无数次掠过心灵
该怎样滋润凡俗的日子
在张园 落英也是生活

写一首诗吧
让历史碎片遍布目光内外

如今
百年张园浸染岁月的深处

单纯又丰富
浅露又浓厚

阳光沿着房子的墙壁射下来
一缕缕

如同织机上的五彩经线
我想

曾经的这里肯定热闹非凡

如今在张园
找不到中山先生与友人相聚的地方
曾经的痕迹又覆盖上了新的温馨

越来越多的人
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

探访有关天津历史的故事

走在园里
时光好似倒退了百年
某些感悟恍然涌上心头

那些景致瞬间便洗去一身风尘
碑记的岁月被磨成黝黑的颜色
远去的岁月铭记过多少人的脚步

又记载着多少的传奇

天津这方水土
养育了无数天之骄子
造就了传诵不绝的故事

就这样
在张园缓缓穿行

恍惚与那些先人相遇
摆摆手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张园·体会历史和文化
胡庆军/文 何成/图

风中 昂首
雨中 不屈
湖面上伸展
河塘上俏丽

虽然 出自污泥
却是 高洁质地
天赐 粉红娇颜
生就 素雅无奇
不好 甜言蜜语
偏爱 神来之笔

抖落 一身悠然清香
透出 一抹诗情画意

浣溪沙·雨后观荷有感
通明

雨后荷花醉俏容，
蜂飞蝶舞吻嫣红。
几支挺秀淡香浓。

藕断重生存志在，
丝连不舍念思同。
污泥不染守初衷。

荷花
武秀清/文 刘畅/图

立秋之后，气温会有所下降，但高温天
气还是时常会回来，冷热交接的时节，大家
一定适当调整生活习惯，不要贪凉，特别要
注意预防以下3种疾病。

一、防止呼吸道疾病
夏秋交接之际，昼夜的温差变大。在

气温发生骤然变化的情况下，人体的呼吸
道较为敏感和薄弱。在受到气温变化刺激
之后，呼吸道功能紊乱，抵抗力下降，细菌、
病毒等病原微生物容易侵袭呼吸道，引起

呼吸道疾患。
按照中医“春养肝，夏养心，秋养肺，冬

养肾”的理论，秋季宜常吃养阴生津、润燥
润肺的食物，如银耳、梨、甘蔗、荸荠、葡萄、
柑橘等。例如，清炖的银耳百合莲子排骨
汤、双白姜汤、白果鸡肉粥等营养滋补的汤
品或粥品等，都是有利于呼吸系统保健的。

二、关注心脑血管疾病
随着气温的变化，人的血压也自然波

动。与此同时，立秋正好是“养秋膘”的好

时机。身体会因为需求，使人的胃口大
开，油盐的摄入量也随之增加。因此，这
个时期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期，大家要
提前做好预防。尤其是具有心脑血管病
史的人，一定要积极主动地去门诊检查血
压、血糖、血脂等各项指标，保证各项危险
因素的平稳运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率。

三、谨防风湿病
立秋之后，气温骤降，昼夜温差较大。

如果不及时做好保暖工作，很容易诱发或
者加剧风湿病。处于换季之时，人体的免
疫力通常都会下降，血液集中到人体的核
心器官，关节处的血液不足无法保暖，从而
引发关节炎、风湿病。

入秋后，大家要注意关节处的保暖。
特别是在雨天时，不要长时间穿着湿鞋、湿
衣服。衣服若湿了一定要及时更换，注意
保暖，养护好关节部位。

和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供稿

立秋之后莫贪凉 特别警惕易发病

柳直荀与《蝶恋花·答李淑一》 柳直荀烈士像 柳直荀与妻子李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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