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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勿笑铁窗苦
一生未尝不丈夫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廿八）
吉鸿昌关押地旧址（法国工
部局）
位于和平区解放北路34号
哈尔滨道天津法租界工部局是设置于
天津法租界从事警务、道路和卫生的工作机
构，原为天津法租界董事会的执行机构，成
立于 1862 年，
也就是清同治元年。
1934 年 11 月 9 日，吉鸿昌在法租界国民
饭店遭到国民党特务枪击受伤。法国工部
局以涉嫌杀人的罪名将其拘捕，关押在法国
工部局楼内地下牢房。
法国工部局下设保安处（后称侦探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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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关押点（原法国工部局）
警察队（巡捕房）、稽查室、手枪队、消防队等
分支机构，拥有警察近 600 人。此外，他们
还在遍布于租界之内的大小里巷和市面街
道设有岗哨 100 多处。在法国工部局的庇
护下，租界里的洋人买办胡作非为，走私贩
毒活动日益猖獗。普通百姓稍有不从，便会
遭到他们的辱骂殴打，甚至拘押。除吉鸿昌
外，
彭真、刘澜涛也曾被关押于此。
法国工部局楼内设有拘禁和审讯室，地

《益世报》关于吉鸿昌案的报道
下设有牢门厚度达半尺的封闭式牢房。在
其中一间牢房的牢门上，至今仍保留着革命
志士刻写的“世人勿笑铁窗苦，一生未尝不
丈夫”的豪言壮语。吉鸿昌被捕后就关押在
此。后来，吉鸿昌被国民党当局引渡，关押
在第五十一军蔡家花园陆军监狱。11 月 22
日，吉鸿昌被押解到北平，于 24 日在北平英
勇就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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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1895—1934），字世
五，原名吉恒立，抗日英雄，爱国将
领，河南省扶沟人，祖籍陕西省韩城
县西原村吉家巷。1913年入冯玉
祥部，从士兵递升至军长，骁勇善
战。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年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
斯大同盟，被推举为主任委员，准备
在家乡河南发动中原暴动，向国民
政府发难。经党组织同意，吉鸿昌
与南汉宸、宣侠父等一起拟定了暴
动计划，准备将在江西的吉鸿昌旧
部两个师调回河南，与河南当地的
地方武装结合起来，进行暴动。
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遭
军统特务暗杀受伤，遭工部局逮捕
并引渡给北平军分会。11月24
日，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
于北平陆军监狱，时年39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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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日子
有书为伴儿
那年，我被派往东北做知青带队工作时，也就 20 多岁。
我们洮安县知青工作组六个人。每人负责一个知青点，分布
在全县六个公社。
我负责岭下公社知青点。可以说，多数时间都是在集体
户与知青同吃、同住、同劳动，若到县里开会、办公，就住县委
集体宿舍。那两年多的带队生活什么困难都要学会克服。身
在他乡，
孤独真是度日如年，
尤其到了节假日寂寞难捱。
县委宿舍与县公安局紧挨着，
每到周六，
同住的当地室友
都要回家，空荡荡的一排平房宿舍里有时只剩我一人。每当
这时，
我就特别想家、思念千里之外的亲人。那时的小县城没
啥好玩的，
实在是没去处。我反锁上房门，
翻箱倒柜地将我带
来的小说拿出来看。
《桐柏英雄》很快就看完了，再看第二遍。
每次我都被小说中何翠姑和小红果的故事深深地感动着，与
故事中的人物同喜同泣。渐渐地，徘徊在内心的孤独感不再
那么强烈了，也不再嘀咕与县公安局一墙之隔的看守所里是
否会有坏人翻墙跑出来。
当我悟出排遣孤独的最好办法是读书后，便去县委宣传
部借了好多书。浩然的《金光大道》
《艳阳天》，
李云德的《沸腾
的群山》，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
《童年》等等。有了这些书的陪伴，我心里感觉踏实了许多。
我一本本地看，看完后再去县委宣传部换新的。就是下乡去
集体户，
我的挎包里也总是带上一两本书，
以缓解候车或长途
乘车的枯燥。
那年冬天，早上从集体户出发要回县城。知青赶一辆大
车送我到公社汽车站。见天气不好，我便吩咐他们赶紧回去
独自等候长途汽车。雪越下越大，左等右等公交车就是不
来。车站调度说，
雪太大，
车过不来了。我心想，
这下可糟了，
我只好在车站附近一处简陋的大车店住下来，等候次日长途
汽车的到来。
晚上周遭漆黑一片。在一间空荡荡的破旧平房里，半间
土炕、光线昏暗、冷冷清清的，
只有我一个人孤独地待着，
害怕
得直想哭。突然，
我想到了挎包里的书，
当时真的感觉好像是
找到了忠诚伴侣那样温馨。我庆幸自己还带着书呢！于是，
我和衣钻进了冰凉的被子里，进入了痴迷的小说世界。不顾
窗外风雪交加，
也顾不得屋里只有我一个女孩儿。
当时，我不着边际地联想起了鲁迅的《自嘲》：
“躲进小楼
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我借助手电，津津有味地看着小
说。我被保尔·柯察金那坚毅、顽强、无谓的革命精神鼓舞着，
吸引着。读着读着，保尔·柯察金那刚强的脸庞，仿佛浮现在
了我的眼前。我环顾四周，不再陌生，也不再害怕。一本《钢
铁是怎样炼成的》驱散了随时袭来的孤独感。就是这本书陪
伴着我在那个大车店困了两天一宿。从那以后，我倍加珍惜
书籍，
视其为精神伴侣，
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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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子太“俗”，
在我眼里。尽管我也深知
“家丑不可外扬”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
但她有时“俗”得实在是让人看不过去，还
是忍不住在背地里“败坏”
妻子几句。
想当初，
结婚前搞对象谈恋爱那阵子，
我
还没太注意，
我们一起去看场电影，
听听音乐
会，
一起休闲消遣，
手拉手去逛逛街，
到公园
里放松心情浪漫。书柜里几本厚厚的相册，
就是我们当时幸福生活的真实写照。自从结
了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形势便直转之
下，
妻子的
“俗”
劲儿也逐渐露出
“马脚”
。妻子
每天除去上班下班，
便是买菜做饭洗衣服带
孩子收拾家务，
忙得不可开交。真正属于我
们两人的生活空间越来越小。唉，
除了忙碌
与疲惫，
哪还有一丁点儿的激情可言呢？
原先，每天晚饭后，妻子还能跟我一起
看看电视，评论一下新闻或球赛，到后来只
剩下商量明天做嘛饭买嘛菜，
孩子是送奶奶
家、姥姥家，
还是送幼儿园了。
那时，我家住铁路段，就是一排排连排
平房，住房对面是厨房的那种。盛夏酷署，
老街旧邻的男女老少吃过晚饭，
都喜欢带上
马扎和小板凳，
在胡同或门口纳凉。妻子当
然也不例外，常和女人们三五成群凑一堆
儿，
边说笑看孩子边打毛线衣，
“革命生产两
不误”。那些年，一家人秋冬穿的毛衣、毛
裤、毛坎肩、毛围巾、毛袜子，都是妻子那一
时期的产品。她以娴熟的编织技术，
堪称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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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
“俗”妻
佳义

同里的“织女”。
我嫌妻子太“俗气”。不是吗？有工夫
在家读读书看看报比嘛不好啊？整天像纺
织娘似的没完没了地织啊织，
烦不烦啊？
可妻子不以为然，反唇相讥，说：
“这有
嘛呢？街坊邻居在一起解闷，还不耽误干
活，
看孩子。你别老是这么小心眼儿。往后
啊，
我的事你少管！”
得，
几句话把我噎了回来！
你还甭说，有时妻子到菜市场去买东
西，家里没人照看孩子，邻居家的奶奶姥姥
或姑姑姨姨的就会主动过来帮把手；
谁家要
是熬鱼炖肉包饺子做了好吃的东西，
保准给
妻子和孩子盛过来一碟儿；
妻子做饭炒菜没
了葱姜蒜，只要在院子里喊上一嗓子，邻居
家嫂子保准递过来。别看妻子“俗”，倒是
“俗”
出了人缘儿。
我平生有几种兴趣爱好，唱歌跳舞、读
书写作、还有就是打乒乓球。记得刚结婚还
没孩子那阵子，每天晚上我吃过晚饭，饭碗
一推，说声“我要写东西！”妻子便责无旁贷

收拾碗筷，
一头扎进厨房，
一通洗涮忙乎，
以
示对我的支持。有时还给我沏杯茶、冲杯牛
奶、麦乳精什么的，然后就端张报纸一声不
响地在旁边给我“陪读”。我那小日子才叫
过得“舒坦”
“滋润”。
可自从添了孩子以后，
我在家的地位一
落千丈。唉，这也怪我自己不作脸，忙乎了
半天，
到头来只在报上发表个“火柴盒儿”
或
者“豆腐块儿”，可怜兮兮的一点儿稿费，还
不够买信封、稿纸、墨水儿的。
时间一久，我有些心灰意冷，妻子见我
没嘛长进也就不再支持。到后来，
竟然发展
到妻子趁我不在家，
腾地方给孩子盛衣服为
由，把我的书刊杂志全都卖废品了，一大摞
手稿也在冬天给引火点炉子了。
您听听，
我妻子是不是太“俗”
？我就纳
了闷儿了，
这同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的两口
子，
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上世纪 80 年代末期，社会上刚流行跳
交谊舞，
我不知怎么就迷上了。不光在单位
里学和练，有时也到外面舞厅一试身手，过

风送馨香到万家，
闲情漫步赏篱花。
迎寒笑绽千枝秀，
淡雅披霜品自华。

过瘾。我曾试着拉妻子一块儿，
无奈那时妻
子已经怀有身孕。她用“没工夫”
三个字，
就
把我给打发了。这样的妻子一点儿都不懂
浪漫，
“俗”
不“俗”
？
平日里，
除了上班和顾家，妻子也有自
己的爱好，跟女友聊聊天儿，在 APP 上“种”
水果和网购。但她最大的嗜好就是逛商场，
遛马路购买经济实惠的生活用品。这是妻
子“俗”
的又一方面。
熟悉妻子的亲戚朋友都说我娶了个贤
惠能干的好媳妇儿，说我生在福中不知福。
说句心里话，
我有同感。妻子“俗”
是“俗”
了
点儿，可她整天任劳任怨，一心扑在这个家
里。如今，她既要伺候我八十多岁的老母
亲，还要照顾三岁半的小外孙，把一家人伺
候得舒舒服服，
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
我忽然觉得应该重新认识一下妻子：
妻
子不仅不“俗”，简直还真有点“超凡脱俗”。
人说，
“丑”妻是个“宝”。我说，
“俗”妻不可
少。家有“俗”妻，
“俗”得不同凡响，
“俗”得
独具魅力，
“俗”
得可爱，
“俗”
得美丽！

通讯地址：和平区岳阳道73号 邮政编码：300050 传真：87136155 E-mail:hprmjrhp@
tj.gov.cn 电话：87136233 87136933

月桂馨飘绕菊黄，
闲情雅致翰池香。
古稀漫步登高处，
笑看霞红伴夕阳。

故乡
陈凤鸣
故乡是海上的一叶轻舟
想抓
却又抓不住
想靠
却又靠不了的一种情愫
故乡是一滴
从眼眶流入发根的眼泪
是梦中无数次呼唤的娘
故乡
是一杯香茗
在寂寞的夜
向你吐露真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