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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廿六）

吉鸿昌旧居

位于和平区花园路5号和新

华路庆云里3号

诗笺

百味人生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今年8月，听闻原八一电影制片厂演员、天津广播电视艺
术团导演董金棠在天津去世，很是悲痛。他是中国第一部有
关雷锋的电影中成功饰演雷锋的人，是我小学六年的同桌，儿
时一起学习、游戏的伙伴儿。

董金棠，1942年生于天津。儿时的他性格内向，但读书
认真，成绩名列前茅；平时不爱出风头，但关键时候乐于助
人。他从小喜欢文艺，学校和班里搞联欢活动，他显露出表演
天赋。一次，学校的中秋联欢晚会上，老师编创了小话剧《荣
生在家里》，他主演荣生，我扮演交通警察。话剧说的是，荣生
在学校里尊师好学，热爱劳动；可是出了校门就像变了一个
人，不遵守交通规则，在家好吃懒做。后来在老师和同学的帮
助下，彻底改正。董金棠把这个“小双面人”演得很到位，博得
了师生的一致好评。一次课间，我不慎摔倒，挫伤左臂。董金
棠见状急忙陪我到校医室治疗；放学后，他还替我背书包送我
回家。

小学毕业后，我和董金棠升入不同的中学，彼此失去联
系。1964年电影《雷锋》公演，我所在的天津市第一建筑工程
公司组织职工观看。当我看到董金棠扮演的雷锋形象出现在
银幕上时，感到格外亲切。后来，董金棠转业在天津广播电视
艺术团任导演，他和我开始书信往来。我们一起聊天叙旧，他
丝毫没有大演员、大导演的架子。

董金棠生前曾和我说，开始接受演雷锋的任务，由于自己
的外在形象与雷锋差距甚大，信心不足。为了演得更像雷锋，
董金棠曾想过去整容，却遭到导演董兆琪的拒绝：“演好雷锋，
最重要的是神似——从心里悟透雷锋精神！”导演的一席话，
使董金棠茅塞顿开，信心倍增。为了演好雷锋，董金棠和其他
演员一起到雷锋生前所在的连队体验生活，与雷锋的战友们
吃住在一起。雷锋的战友给他讲雷锋的事迹，介绍雷锋走路
的姿势和说话的语气。董金棠还把雷锋日记读了好几遍，故
事情节他几乎倒背如流。

电影拍摄中，董金棠遇到过许多困难，但他都一一克服
了。电影开机时正是夏天，工作人员都穿着短袖衬衫，而董金
棠却因为长得瘦小，为了使自己的形象更加接近雷锋，他就在
单裤里再穿上棉裤。后来，他即使患上肺炎还是坚持把戏拍
完。董金棠凭借刻苦努力和精湛的演技，在银幕上成功塑造
了雷锋形象。1964年元旦，电影《雷锋》上演之后，广大观众
无不被打动。董金棠一夜成名之后，还参演了电影《青春红似
火》《带兵的人》等。

在与董金棠的接触中，还有一件小事至今叫我难以忘
怀。有一次，他来看望我，我留他在办公室吃便饭，从食堂买
了两份甲菜——炒肉片和鸡蛋炒菜花，主食是馒头，总共花了
6角钱。董金棠也不客气，吃得津津有味。同事们听说“活雷
锋”来了，纷纷前来请他签名留念，他都一一满足。事后，我发
现在办公桌的文件筐底下，他留下了2元钱。“学雷锋 演雷
锋”的董金棠身上体现出浓浓的亲民气质和军人作风，每每回
忆起来，都让我十分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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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抗日英雄吉鸿昌，和平区的居民并
不陌生，因为吉鸿昌将军旧居就位于中心公
园南侧的花园路5号。这是一座带庭院的
三层英式小洋楼。楼的外墙由红砖砌成，又
称红楼。红楼建于1917年，是比利时商人
沙德利设计，原有楼房11间、平房2间、过堂
2间，总建筑面积1408平方米。红楼前的公
园内有一尊高大的吉鸿昌将军青铜雕像，将
军手持大刀，立马远眺，姿态威武，气宇轩
昂，成为公园中一道独特的风景。
吉鸿昌生于1895年10月，1913年投笔

从戎，历任西北军冯玉祥部连长、营长、团
长、旅长和师长。1929年任国民军第十军
军长、宁夏省政府主席。1930年 10月，接
受蒋介石收编，任国民政府第二十二路军
总指挥。同年底，吉鸿昌在津购得此楼，翌
年举家迁入。1931年，矢志抗日的吉鸿昌
因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中国工农红军的命
令，被国民党当局解职，并强令携家眷出国
“考察”。1932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
一·二八事变爆发，吉鸿昌毅然回国，寓居
天津，秘密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联系。
不久，他整理出版了《环球视察记》，借以抒
发他忧国报国的热情。同年，经中共华北
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介绍，吉鸿昌在
北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旧军
人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此踏上了新的革
命征程。
1933年春，日军攻占热河，进而向河

北、察哈尔进犯。3月，吉鸿昌遵照党的指
示，应冯玉祥将军之邀，离开天津前往张
家口。5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以
国民军旧部为基础，依靠苏联的武器支
援，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并通
电全国，号召动员一切武装力量共同抗击
日本侵略者的进攻。身为同盟军第二军
军长及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率部纵
横驰骋，连续攻克日伪军主力盘踞的康
保、宝昌和沽源等地，缴获日伪军大批军
用物资。7月7日，在收复热察军事重镇多
伦的战斗中，吉鸿昌亲率敢死队勇猛向前，
经过三个多小时的拼死搏斗，收复沦陷72
天的军事重镇多伦。这是九·一八事变后
中国军队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的重大胜利
之一，中外震惊，举国欢腾。但是，由于国
民党政府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不仅不给抗日同盟军以有力的支持，反而
逼迫冯玉祥停止对日作战，并与日伪军队
相勾结，于9月底扑灭了这股刚刚燃起的
抗日烈火。

吉鸿昌于1933年11月辗转回到天津。
他在花园路5号的住宅即成为党在津开展

抗日活动的秘密据点。1934年5月，吉鸿昌
组织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
推选为主任委员。此后，吉鸿昌按照党组织
的指示，开始广泛联络各地反蒋抗日力量，
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卓有成效
的工作。根据地下工作的需要，吉鸿昌对住
宅内部结构进行了改造。将二楼除卧室和
客厅原有的三个门改为七个门，楼内门门相
通，间间相连，并在每层都设小间密室，以应
付紧急情况。三楼是个阁楼，为地下党印刷
党内文件和抗日刊物《民族战旗》的秘密印
刷室。楼内还设有一个秘密仓库，以便储存
筹资购买的军火。

吉鸿昌在津开展反蒋抗日活动，惹恼了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遂密令军统派
人尽快将其暗杀。1934年11月9日，吉鸿
昌在国民饭店与国民党爱国将领任应岐、刘
少南等人以打麻将为掩护，谈论反蒋抗日之
事。为了防备万一，吉鸿昌临时又改在45
号房间与代表会谈。门半开着，门口的屏风
挡住了视线。特务们便找来一个小皮球在
楼道里佯装玩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
45号房送水时，特务便假作把球拍了进去，

然后借口找球，进屋侦察情况，查看各人所
在位置。侦察结果是吉鸿昌穿一白裤褂，离
暖气较近。偏也凑巧，就在特务外出汇报之
时，屋里面打牌正好四圈结束，新搬庄换门，
吉鸿昌坐到对面去了。因为离暖气管子远，
他就又穿上棉袍。而原来坐在对面的刘少
南，就移到吉鸿昌先前坐的位置上。因为离
暖气管子近，他脱了棉衣，恰巧也穿一身白
裤褂。

特务王文闯进来，朝穿白裤褂的刘少南
打了一枪，刘少南当场身亡。吉鸿昌大喊一
声，立刻站起来揪特务，特务扭头就跑。由
于子弹射的距离很近，力量很大，弹片碰到
洋灰地又弹了回来，正好擦伤了吉鸿昌的肩
膀。国民大饭店乱成一团。法国租界巡捕
将国民大饭店团团围住，以杀人嫌疑为由，
将吉鸿昌逮捕。

吉鸿昌先被送进法国教堂医院处理
伤口，之后与任应岐一同被拘押于法国
工部局巡捕房监狱。后又被引渡到国民
党天津市公安局，关押在第 51军曹家花
园陆军监狱。面对敌人的酷刑审讯，吉
鸿昌始终坚贞不屈，他慷慨激昂地说：
“我抗日是打鬼子救中国，我做地下工作
是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我早已把生死置
之度外，你们休想用刑讯吓唬住我！”吉
鸿昌被捕后，党组织想尽办法积极组织
营救，社会进步舆论也一再呼吁释放吉
鸿昌。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仍然下令
“立时枪决”。1934年 11月 22日，吉鸿昌
被秘密押解到北平。24日上午，吉鸿昌在
北平英勇就义，时年39岁。枪决前，吉鸿
昌要求搬来椅子坐下，并且要求刽子手从
正面开枪。临刑前，他以大地为纸、枯枝
作笔，写下了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诗句：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1982年7月，天津市人民政府正式公布
红楼为“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1995年11
月，在吉鸿昌将军诞辰百年之际，和平区在
红楼前树立起吉鸿昌将军雕像。

岁月悠悠，红楼屹立，它不仅记载着吉
鸿昌将军的革命业绩，也寄托着天津人民对
这位民族英雄的深切怀念。

（刘颖/文）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花园路5号吉鸿昌故居现状

承古开新向艺 痴情妙笔丹青

王东风，1958年生于天津，天津美术家协会

会员、翰墨燕园书画院院长，天津老年大学、全国

老年大学网校国画教师。他的作品《锦绣前程》

《三鹰图》入选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青花瓷作品

入选天津2019工艺美术精品《百花杯》展览，荣获

一金两银的奖项。

王东风自幼痴迷绘画，以画册为师，向刘奎

龄、于非闇等京津工笔名家学习。后来，他有幸得

到孙其峰、溥佐、孙克纲、赵松涛等津门名家的指

导与嘉许，画艺增进有长。一分辛劳一分收获。

从事绘画四十年来，王东风悉心吸收历代中国画

名家名作之精华，结合现场写生创作，佳作颇多。

七里海，叫海却不是海。因为它地处天
津市宁河区，以盛产螃蟹著称。但若说它不
是海，也曾经是海。因为有一条长且古老的
贝壳堤为证，这里在5000多年前的确是海，
后历经地质变化退海成陆，留下了大片的牡
蛎滩与层层叠压着历史的贝壳堤，还有大面
积的泻湖湿地。螃蟹、银鱼与芦苇草是七里
海馈赠的“三宝”。

我第一次到七里海是带着任务去的。
那是 2003 年夏天，我当时正在媒体做记
者。读者热线电话接到爆料，河北鸟市上
有人批发出售麻雀，涉嫌非法捕猎野生动
物，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经过几天的
暗访、摸排，我和同事们查到了来源——七
里海。巧得很，一位老人的书信也在那几
天寄到了报社。这位老人世代居住在七里
海畔的潘庄，是一位热心环保的村民。他
在芦苇荡发现了一张巨大的丝网，每天在
那里张网以待，捕捉各种野生鸟雀。因一
己之力无法阻止，他寄希望于媒体的力量。

于是，我们立即驱车开赴七里海湿
地。夏日炎炎，青纱帐般芦苇荡翻滚着绿
色的波涛。进入湿地，当时还没有一条像
样的路。芦苇高高地漫过头顶，即使踮起
脚尖也无济于事。在前后左右，人看到的
只能是密密匝匝的芦苇草，顿觉自身的无

助与渺小。如果是一个人定然是会迷失
的。在寄信老人的指引下，几个人小心翼
翼地走在不足一尺宽的窄埂上，拽着芦苇
杆，梭行于芦苇丛中。即使如此，稍有不慎
就会掉进两旁的泥沼和浅水中，虽无溺水
的生命之忧，到底是会蘸污了鞋子和裤
管。大家互相招呼着，唯恐有人掉队迷失
在湿地中。大约过了个把小时，叽叽、啾啾
的鸟叫声不断传来。老人说：“快到了！就
快到了！”

继续前行了三五十米，一路伴着鸟鸣
声，声音越来越近了。是鸟儿不知道来人
了，还是鸟儿不畏人？再转过一个弯，老人
指着隐匿于苇荡中的一条长堤说：“网就在
这儿。”大家都站定了，但见，两三米外是一
根插在堤上的竹竿，竹竿的半腰处，挂着一
个黑匣子，里面不断传出鸟鸣声。

一根、两根、三根……几十根这样的
竹竿，插在芦苇堤上，绵延过去，撑起了
一张巨大的网。网是极细的透明纤维
丝织成的，用竹竿竖起，从地面起，约两
米高。这张轻薄而巨大的网，在风中浮
动，在阳光下泛起丝丝亮光。循着网走
下去，隔不远就挂一个黑色的小录音机
播放欢快的鸟鸣声。不知就里的各种鸟
雀以为是同伴相约，飞扑过来，成了张网
者的猎物。

鸟一旦撞网，几乎没有逃脱的机会。
先是爪子被缠住，挣扎中，翅膀和尾羽也不
能幸免。最终，鸟雀就这样被缚住，耗尽了
体力，挂在网上，等待“收割”。网上的“收
获”是令人触目惊心的，有挂久了死去的，
有缠住脖子奄奄一息的，还有扑腾折了翅
膀的……

事情过去了许多年，每当忆起，那些受
难鸟儿的景象，挥之不去。

值得欣慰的是，稍后的新闻报道引起了
有关部门的注意，在执法部门的全力出击
下，鸟市贩卖野生鸟遭到了查禁，七里海湿
地里的大网也被扯掉。一场保护野生鸟雀
的战役，从源头到市场，在各方的通力合作
下终于大获全胜。

七里海，已经多年不见了。这些年，国
家和政府高度重视生态建设，山更绿了，水
更清了。金秋时节，七里海螃蟹又火热上
市了。七里海，那万顷苇荡该是鸟啭莺啼，
碧波翻涌的一番景象吧。

刘彩霞/文

七里海记事

鸿雁的翅膀

驮着多少期许

一声声鸣叫 碧空回荡

将秋的苍茫 融入

暗影与光的交替记录中

这是寄给黄昏的第几封信

山峦虚构着

一片片思绪的着落点

我端坐在山谷的中央

一朵还没寄出的云

陪着我

红尘里 你为何

反复将这心头的火焰

扑灭又燃起

今日最后的雁声

又传了过来

终于 我抓过夕阳

为身边这朵白云

盖上了邮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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