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是周末，天气预报天津的气温较
高。早上，远处雾蒙蒙一片，而太阳照得
却很辣，但还好，并不闷气。毕竟是小暑
已过、大暑将至的时节，我觉得这天儿还
算凑合，尚能逛摊儿淘故纸。

在一条巷子里遇到小思，他是个“鬼
灵精”。说不清他是来买还是来卖，见一
旁的木凳上丢着三张招贴海报，其中一张
是民国时期河北石家庄某商店的，这张我
很早前就在文庙市场搜集到了；另一张是
昔日江西南昌一绸缎庄的，我第一感觉就
喜欢上了它；再一张显然是现代日本公司
的包装纸，但小思误以为其古香古色的是
民国时期东北地区的故纸。同时，小思还
从小册子里拿出三张精美的小画片（仅相
当于火柴盒大小），上面画着清末民初时
髦美女消闲图，他递给我看，并说这几张
是花800元买的。据我了解，类似广告小

画片虽有人成套收藏，也有人炒作，但觉
得眼前这几张也不值这么高的价钱。

我拿过南昌大成永绸缎庄的海报，
找了处阴凉地仔细审视。广告为对开，
尺幅不小，红色单色印刷，图文并茂。海
报中心是圆形图，画面中画着一对情侣，
男子西装革履，正拿起头上的美式礼帽
好像朝周边致意的样子；女子穿洋式套
裙，温柔地挎着身边的先生，二人款步前
行。在“大成永”三个大字上方还有“浮
梁”两个小字。浮梁县（今属景德镇市辖）
位于南昌东北方向，与南昌隔鄱阳湖相
望。推测，大成永是从浮梁起家发迹的，
后来到南昌得以更大发展。位于南昌求
子弄口的大成永绸缎庄在此广告中标榜
“绸缎布匹一应俱全、花色繁多、定价从
廉”，并承诺“原匹货物，包退包换”，也欢
迎顾客前来参观比较。其实，诸如此类

设计印刷相对简单的大幅故纸，在旧年
既可当海报来张贴，也可作为绸缎布匹
的包装纸用。我还收藏有此类其他多
种，但非主流，原因是画面的“美丽度”一
般，升值空间不大。

我问小思这绸缎庄海报要多少钱，他
又先说是几百元收进的如何如何。我干
脆利索，打定主意以三分之一的价钱收
下。小思当然不同意，非要加码赚一些。
因为熟悉，所以我来了个“恩威并重”，告
诉他：“你小子平常没少赚我钱，这一张就
这样了，日子还长。”我俩来来回回扯了半
天，周围人来人往的，弄得我都有点不好
意思了，所以最后还是答应小思，多给了
他一顿午饭钱。

成交了，小思说：“大哥你这次得便宜
了，那就帮我掌掌眼看看这张‘日本的招贴
画’吧。”看破不说破，也是老行规之一。年
轻人有闯劲儿，有“生猛”的一面，但入行不
深，文化底蕴与鉴赏能力还有待提高。我
只是委婉地提示他以后再收类似东西要谨
慎些，猜想小思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逛逛旧书摊，见到了朋友，交流了信
息，又淘到了心仪的故纸，还品了人，开了
眼，何尝不是一种快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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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天津市人民体育馆开馆65周
年纪念。人民体育馆坐落于和平区土山
公园以东，西北侧、西侧和东南侧分别临
岳阳道、贵州路和成都道三条马路，地理
位置优越、交通便利。人民体育馆集赛
事、会议、活动、演出等多功能于一体，是
市中心规模较大的多功能厅堂建筑。这
座场馆伴随着天津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
从接待市民进行体育锻炼，到承办第十二
届亚乒赛、世界举重锦标赛、历届女排联
赛等全国乃至世界体育赛事，在丰厚历史
积淀基础上，保持丰富的业态形式，始终
践行全民健身和专业竞技的有机结合。

1956年1月，人民体育馆投入使用，建
筑面积达一万五千多平方米，并在周围拥
有两万多平方米的绿化园地和室外球场
用地，成为我国当时体量最大的体育馆之
一。建筑的最大亮点是比赛大厅屋顶采
用了当时先进的弧形角钢联仿网架结构
体系，保证了室内大跨度而不遮挡视线。
比赛场地四周的阶梯看台可容纳五千余
观众，举办会议时还可临时增加一千个活
动座位。平滑而有弹力的双层地板，满足
各种球类比赛和器械体操的表演要求。
屋顶的双层铅丝玻璃，使室内光线充足而
柔和。晚间活动时，一万二千烛灯光照遍
球场，不留阴影。北墙上的电动计分器，
可自由变换时间、局数、分数信息。北端
的活动大舞台，可在演出和会议时使用。

比赛大厅的后方为练习馆，内有篮球
架、吊环、高低杠、平衡木等器械，可供二三
十人同时使用各类器械。练习馆两旁为运
动员和裁判员的休息室。比赛大厅周围还
有16间不同功能的房间，包括教室、举重室、
台球室、游艺室等。展览室内有学校的航模
小组制作的模型飞机和各体育场的模型。
此外，体育馆内还设有来宾休息室、衣帽间、
小卖部、医务室、淋浴房等，布局合理、设施
完备，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多种需要。

开馆初期，人民体育馆陆续举办了全
国排球联赛、全国羽毛球、网球锦标赛、全
国体操比赛等重要赛事。此时的入场券
近似方形，纸质较薄，由大张整票左右裁
切而成。票券本身有不同颜色，文字内容
以黑色为主，独在座位号一格为红色印
刷，用以强调。票面除文字信息外无修饰
图案，辅以线条简单分隔。座位信息或在
票面中心标注，或采用与当时影院票券相
同的方式粘贴座位纸条。底部有票券使
用说明，背面加盖时间和票价戳。

人民体育馆常规入场券的特点是通过
纸张颜色或后期印刷的油墨颜色，区分红、
黄、蓝、绿票区。且在座位号一项使用红色
着重标记。这种票券设计方式从开馆初期
一直延续下来，可让观众通过票券明显的
颜色观感快速识别不同票区和座位。如表
格式入场券，与上世纪80年代电影票的版
式相同。票券主要采用票区对应的颜色进
行印制，左侧有一角、四角等多重金额栏，
右侧的副券栏附带该场场次编号，供检票
时查验或撕取。进入21世纪后，入场券变
为全彩风格，票幅变宽，左右两侧分别为存
根栏和副券栏，主券中上部有建筑主入口
的外景照片。但在设计上，票区及座位号
的颜色仍然遵循着传统特点。

带有手绘图的入场券（图1），票幅修
长。票中描绘的是贵州路主入口的建筑
外景，笔触细腻，还原真实。建筑采用砖
石结构，表面为水刷石。入口大厅顶部有
五面红旗迎风飘扬，门廊遵循明间宽、次
间窄的传统格局，装饰性的廊柱、额枋、雀
替、斗拱等构件，都进行了简化提炼。围
墙、灯柱、花池等建筑小品中运用了类似
风格，创造和谐统一的整体氛围。票券主
色为票区代表色，如本票的绿色即表示绿
票区使用。同时有少量黑色、红色和紫色
点缀，增添票券的审美意义。根据发行时
间，此票可细分为多个版本，在右下方副

券栏底部有儿童入场身高标准或入口提
示，字体和字号也有些许调整。

带有运动员图案的一角面值套票，设计
精美。此套票在中心位置均机打有“壹角”
字样，但在实际使用时，背面仍有不同金额
的票价戳记。主券和左侧的存根栏，有相同
的数字编码。此套票目前可在收藏交流市
场中搜集到红、橙、绿、蓝、灰、紫六种颜色。
全国范围内的体育馆票券以建筑外景为装
饰图案的居多，此套票图案为运动员正在进
行乒乓球、鞍马、篮球和排球四种比赛时的
画面。多样的运动场景，使票券不落于单
调，同时展示了体育馆的丰富功能。

1990年，应中国天津国际友好城市艺
术节的特别邀请，皮尔·卡丹盛大时装表
演在人民体育馆举行。皮尔·卡丹作为法
国著名服装设计师，曾多次来华，带来风
靡时尚界的创意设计作品。1994年，第十

二届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在天津举办。人民
体育馆作为主场地，进行了装修改造，灯
光、电源、音响设备达到国际标准，购置的
计算机、复印传真设备，可为赛事分析和媒
体报道提供配套服务。1995年，约翰·施
特劳斯交响乐团首次来津演出。作为音乐
之国奥地利的友好使节，乐团在人民体育
馆演奏了包括《蓝色多瑙河》在内的14首
经典曲目，获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996年，美国巨虫奇观展在人民体育馆
展出，并发行了专用入场券（图2）。此次展
览由美国电影《ET外星人》和《侏罗纪公园》
制作小组设计，采用高科技的电、声、光技
术，展示的每一只昆虫模型均按原型放大五
百倍。精心设计的运动程序、逼真的造型，
仿真的拟音和栩栩如生的形象吸引了几十
所中小学师生集体参观。作为青少年科普
展览，展览同时展出了蝶、蛾、甲虫、蝎子等
十多类昆虫的千余标本，许多标本都是世界
范围内的珍奇品种。票券印刷清晰，右侧一
只螳螂正在用前肢锯齿撕开画面，呈现立体
动态之感。螳螂巨大的身躯和小朋友的照
片形成鲜明对比，突出展览的“巨虫”主题。
从印制工艺和设计理念看，此票堪称同时代
的经典之作。参观者在多年后再次欣赏票
券的同时，仍能回忆起展览的精彩画面。

收藏的前提，积多年的经验，我认为要做到一痴、二敬、三研
究。不痴，一时兴趣不长久；不敬，也许就会暴殄天物；不研究，
纯粹是为了收而收。

至今，我收藏古钱币已30年，七年前，突然间喜欢上了牙钱、
刻花钱、移背钱、挖字钱、磨边钱。在收集此类古币的过程中，拣
拾出两枚开元通宝外形不但不圆，还呈现出较规整的四方形。
也曾见过剪边五铢、货泉等相仿的，两相比较，边不齐整，多錾
痕。而这种钱的边，很齐整，看锈色，老包浆，应该都是铸造之后
人为磨制而成的。

后来收集到二十余枚，不独唐代，宋代的更多。宋代的有宋
元、至道、天圣、元丰、熙宁、政和、宣和等，以此类推，应该是包括
此后的古币的。果不其然，留心了，就收集到了一枚乾隆钱。如
此看来，前后跨度达千余年。

初时，我认为这与剪边钱相似，是为了省铜。然而，这又能够
省去多少呢？同时很不解，古人为什么会把铸造好的圆形方孔
钱，要磨制成四方形的呢？为此，查了一通资料，有的资料明确
道及，早年间在东北，有一种民间习俗，每当日食出现时，母亲们
就会在家中拿出一枚古铜钱，聚集到井边，在井台石上把古钱磨
成四方形，其过程一定要在日食结束前完成。这就要求母亲们
的动作一定得快。这些经过母亲们亲手磨制好的钱币，寄托着
长辈美好的愿望，穿上红绳给自家孩子佩戴起来，用以趋吉避
凶，保佑孩子平安长大。这是一种民俗钱，为了祈福之用。在古
人的心目中，钱具有某种超自然的“神力”，正所谓“钱能通神”，
反映出人们欲借助“钱”的“神力”以实现内心希望的动因。

即便是在如今，这种风俗还在河南、河北这些地方保留着。
有一位老家是河北的朋友说，小时候，他也佩戴过这种母亲磨制
过的古钱。但他恍惚记得，在河北邯郸一带传说的是：阴历十五
月圆之夜，古人在井边磨制方形钱，给出门远行的亲人佩带，以
期保佑出行的亲人四方平安、四季平安。

有一类人称刻花钱的，即在正用钱的外轮上沿一圈顺序刻
线，所传与此相近。古代每逢月食或日食之时，祈福之人便迅速
找出一枚本朝流通铜钱，用刀具在铜钱外轮上沿一圈顺序刻线，
其刻画速度快慢相宜，至月食或日食结束时刚好刻完。其作用
也在于避邪护身，给儿童佩带以求长命富贵，行人随身携带以保
四方平安。由于在暗天黑地里操作，所刻画的线条一般都不均
匀规整。

这样的传说都表现出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客观地反映了当时
的民风民俗。是研究我国传统民俗文化的珍贵实物。

现在收藏古钱币者多追求完美的品相，我一度也在这方面下
了大功夫。不曾了解此类钱之前，想当然认为这些有特点的民
俗钱是残损之物。

由于钱介入到民俗活动中，因此变成了民俗钱。此类钱虽有
官造，但大多由民间私制而成，是民俗文化的载体。根据民俗活
动的不同名目，民俗钱有着许多种类，形成了民俗钱丰富多彩的
形制和纹饰样式，在民俗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今后对此
得多留心，若见打孔、朱砂等不得其详的古币，不妨先向民俗方
面考虑，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民俗的各个方面，其实都挺有研究
价值的。

图2

图1

“嫁数学随数学”

1940年夏，日军正对法属印度
支那虎视眈眈，经海防的路线已经
不大安全。待产的郑士宁和年过五
旬的郑桐荪总算顺利回到上海。那
时，上海早已在日寇铁蹄之下，由于
上海有一些英法的租界，一时尚可
偏安，所以称为孤岛。

郑桐荪夫人曹纯如一向患有高血
压。那时没有有效的降压药物，使得
心脏负担日益加重。郑桐荪一直亲侍
在侧。这年秋天，夫人心脏病发作，终
于不治。那时郑士宁产后不久，伯龙
尚在襁褓之中。郑桐荪曾有意将全家
再迁昆明，但是时势已经不允许。德
国法西斯占领法国，日本自然想吞并
法属印度支那。9月22日，日军攻占
谅山，控制了越南北部。经香港、海防
回昆明的通道已被切断，郑桐荪父女
不得已滞留上海。不久，太平洋战争
爆发，日本与美国交战，海防到香港的
海路完全断绝，再去昆明须取陆路，事
实上已不可能。

这时郑家面临的困苦可想而知。
郑桐荪离开西南联大，薪水自然停
发。陈省身的薪水也是可怜得很，除
了自己花销之外，所剩无几。陈省身
还得接济在天津的父母，因此能够给
士宁母子的钱实在是杯水车薪。于
是，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

郑士宁在上海东吴大学生物系学
习，于1939年毕业。孤岛上海百业凋
敝，生物系的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那
时，只有学校不能关门，中学教师的职
位还有可能谋到。郑士宁把刚满周岁

的孩子请人照看，自己到中学里任职。因
为数学课程多，常常有缺额。郑士宁把心
一横，就当起数学教师来。凭她的聪明，应
付得绰绰有余。这是郑士宁和陈省身结婚
以来的一段“数学缘”。俗话说：“嫁鸡随
鸡”，郑士宁是“嫁数学随数学”了。

有件趣事不可不提。1946年，陈省身
从美国普林斯顿回到上海，老友周炜良到
陈省身家探望，邻家一个孩子拿了一道中
学的几何难题来问怎么做。陈省身拿来
一看，一时不知从何着手。周炜良在一旁
也做不来。这时正好郑士宁走过来，一看
题目，马上就说：“好办！”三下两下就解出
来了。所以说，郑士宁作为数学教师是相
当棒的。至于两位数学家不能随口解答
一些平面几何的怪题，大概也不能算丢
脸。这类事情时常发生。

郑桐荪是清华大学数学教授，若谋职
于上海的大学教数学应该不成问题。但
由于日伪统治，世道不济，大学教育自然
萎缩。恰好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有一
个教中国古典诗词的职位空缺，以郑桐
荪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自能胜任
无疑。于是，从1943年开始他便在上海
震旦女子文理学院讲授中国诗词,1945年
还当过一年育才中学校长,1946年重返清
华大学。

镇长出面

人群里开始议论起来，都在为大娟
家鸣不平，称赞张伯符的勇敢，但也有
人对此摇头不解。坐在桌子后面的老先
生，从这娘儿仨身上看出一点眉目，等
张伯符一出场，老先生更是生气，他把
手中的毛笔，用力地往桌子上一拍，愤
愤地说：“什么世道！”站起身走了。那几
个警察端坐在凳子上吸烟，他们是奉镇长
之命，到这儿维持秩序，李大麻子说了：
“组织工会，一定要对工人们客气一些。”
所以他们此时只是坐着，观望动静。

苗万贯这时可真不是滋味儿，算账
吧，怕露了底，到镇长那儿不好交代；不
算吧，甭说周家这娘儿仨不容，就是跟
前这些工人也不好办；何况还有这个要
命鬼张伯符呢。对于张伯符的举动，苗
万贯心里明白，单凭他的这点能耐，还
真是惹不起，可这是在娘娘宫门前，李
镇长的家门口，自己能这样甘拜下风
吗？苗万贯此时心里起急，暗暗埋怨李
大麻子：我苗万贯可是为你卖力气，今
儿个的事儿你不是不知道，可你为啥不
出来，让我一个人在这儿出洋相？

苗万贯有点骑虎难下，他把眼皮往
上一挑，看到张伯符正斜眼瞪着自己，现
出一种不在乎的样子。于是，他往警察
跟前靠了靠，这才说：“照你这么说，咱们
的工会就不成立了？”张伯符“嘿嘿”一
阵冷笑：“你为啥还咱们、咱们的，你是大
管事的，我们跟你不是一码事……”张伯
符还想往下说，就听有人尖声尖气地喊
了声：“放肆！”众人一看，原来是李大麻
子夹着账本出来了，他往桌子近前一站，
手往他家门前一摆，口中喊着：“过来！”

一队荷枪实弹的盐警跑步过来，把那张八
仙桌子围在了当中，带队的正是宗大头。

李大麻子对于张伯符唱的这出戏，早
有预料，但没想到竟会和周家算账掺和在
一起。他本来不打算登台，算账就算账，
让苗万贯念一下账本就完了，周家这娘儿
仨还能跳出他的手心吗！后来一看张伯
符出来了，他先给雷紫剑去了个信，说有
人在成立工会时捣乱，请他派人维持。时
间不长，宗大头便带着盐警来了，李大麻
子这才登台表演。李大麻子抬起他那张
大麻脸，问张伯符：“你干什么？想捣乱怎
么着？”张伯符两手往怀中一抱，好像有点
泄气，硬是没有答出话来。

大娟这时把胸脯一挺，上前一步说：“我
们是来找你算账的！”李大麻子把脸一扭：
“算什么账？”大娟妈冲着李大麻子说：“算我
们给你驳盐的账，还清你的棺材钱。”李大麻
子嘴角微微一动：“这可是你说的，那口棺材
本来打算周济你，今天你既然要还，那就算
算吧。”他把账本往苗万贯面前一推：“给她
念念，哪笔账不对，让她自己说。”

李大麻子一出来，那些围观的工人有
些惊讶，但没有一个走的，打算看个水落石
出。严志诚等人也都分散在人群里，静观其
变。苗万贯举着李大麻子交给的账本，一笔
一笔地高声朗读为大娟家所记的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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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时候的二牛太贪玩了。几
个小伙伴在校园里踢球，摆几个书
包做球门，玩得昏天暗地的，唯独忘
了练琴。二牛心想，坏了，明天就要
回课了，钢琴老师又特别严，无奈之
下想了个鬼点子，偷偷在钢琴上做
了手脚——弹不响了！

钢琴老师姓高，是个上海人，戴
个小眼镜，说话柔声细语像个女人，
谁若不听话，拧你一小块肉，还不许
喊叫。开始回课。二牛在一旁假装
镇定，没事人似的。高老师把琴盖打
开，一弹，每个琴键都不响。“这钢
琴坏掉了，怎么搞的？好啦好啦，下
周二再说吧！”高老师一出琴房，便
将修理钢琴的李师傅请来了。李师
傅一打开琴盖就叫道：“哎呀，你的琴
被人破坏掉了！”“啊——胆子太大
了，竟敢破坏钢琴？不用说，肯定是
这小子捣的鬼!”

高老师让人把二牛叫到面前。
“破坏教具，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
懂不懂啊？”“我不知道啊，我来的时
候就这样了。”老师一上纲上线，二牛
更不敢说实话了。“你不承认是吧？
我找你爸爸去！”高老师气呼呼地跑
到院长办公室，向王莘告了状：“你那
儿子该管管了，我管不了啦！”“出了
什么事？”“他把钢琴破坏
了！”“你确定是他干的吗？”
“确定。”“开除！”王莘斩钉
截铁，只两个字，一下把高老
师吓傻了。
“不不不，王院长，我不是

这个意思，你是他爸爸，打他两下，吓唬吓
唬就行了。他是我们班钢琴弹得最好的，
很有天赋的，耳朵也很好，开除可惜了！”
“只要我还在这儿当院长，就不能容忍这
种破坏教具的行为。我不能因为他是我
儿子就袒护他！”

多年后，当王莘患病住院，儿子在病
床前照顾他时，多次表现出愧疚之意：
“当年我开除你，你是不是恨我？”“哪儿
的话，您是我父亲，做事有自己的原则，
我为什么要恨您呀？”“说实话，要不是我
把你开除了，也许你已经成了一个钢琴
家。有那么好的天赋，可惜了。我当时
也是有些冲动了。可是你知道，我们是
新建的学校，必须纪律严明。我也是没
办法，委屈你了！”父亲一番话，令儿子深
受感动：老爷子一辈子两袖清风，奖罚分
明，一件违背原则的事也不愿做，对自己
的子女更是严加管教，这样的人在今天
已经很少见了！

作为首都门户、九河下梢的天津，不
仅是北方工商业重镇，同时又是
艺术家的摇篮。其中，尤以歌唱
家最为驰名。海河水，哺育了众
多“金嗓子”。“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艺术家的诞生与成长，离不
开一定的阳光、土壤和雨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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