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河汩汩向南流，流到北安桥下。美丽
的北安桥静静地迎送着河水，光滑的桥栏柱
基上是闪着金光的四尊乐女、裙带轻扬，分
别抱着琵琶、笙、箫、风琴等不同乐器，体态
柔美曼妙。下桥往西面走，有一条叫做鞍山
道的路。它的周围地区，在租界时期被日本
强占，当时名为“宫岛街”。窄窄的鞍山道不
长，却有驰名中外的人物居住过的小洋楼。

沿着鞍山道往西走到察哈尔道附近，就
到了张园。这座欧洲罗曼风格的二层小洋
楼的坐落耐人寻味，背朝太阳升起面向着太
阳落下。建筑布局采用非对称形式，西北角
的尖角塔楼高出于主体房舍。塔楼外墙开
窗的形式多样，有长方形、正方形、圆形和拱
圈形，窗沿的装饰风格不一。塔楼顶端是淡
绿色四面锥形体，锥形尖顶下面是四根圆顶
的雕花石柱。这个塔楼的顶曾在唐山大地
震时被震落，如今已经修整复原。

张园的庭园分别建有太湖石假山、荷
花池、亭台，楼房四周围绕着长廊并错落种
植花草树木。主楼正门是一个三面罗马式
拱券支撑的大平台，其上则成为二楼的露
台。历史在这个位置上给我们留下了两张
照片，摄影者的拍摄角度和风格惊人的相
似，然而照片人物的身份、地位、留念动机
却大相径庭。

让我们回放过去的时光：1924年隆冬
时节，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偕同宋庆龄女士受
北洋军政要人的约请，北上共商国是，下榻
在设施齐全的张园。在张园里，他接待各界

人士的探访，商讨新政府的建国方略，还不
顾肝痛的折磨，多次发表演说，把自己和众
多追随者的身影定格在张园的平远楼前。
1925年，被逐出紫禁城的宣统皇帝溥辗转
到天津，受到了张园主人、前清朝廷忠臣张
彪的精心款待。在这所美丽的庭园，开始了
四年的寓居生涯。转年正月十三那天，刚刚
二十岁的末代皇帝戴着一副黑墨镜端坐在
椅子上，由为他庆寿的几十位头戴瓜皮小
帽、身穿中式长袍马褂的遗老们站立围拥
着，也拍摄了一张平远楼前的照片。

现在，这两张照片被陈列在张园展览室

内，人们驻足端详的时候，会一下子陷入深
思：一个革命先行者、民国总统，一个是前清
逊帝。到底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他们的身影
相隔不远的时光里，让这样的两个人恰巧住
进平远楼三楼的同一房间，又在楼前同一个
地方拍摄了背景相同、意义却完全相反的两
张反讽性的照片。不得不说，冥冥中的上天
真的太会开玩笑了。

鞍山道上的名园（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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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和平红色印记小贴士（廿九）

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旧址

位于和平区营口道三德里21号

诗笺

讲好党的故事
传承革命精神

画坛深耕

卫生与健康

1935年2月，高文华调任中共河北省
委书记，与妻子儿女入住三德里二楼的一
套住宅，并以家庭为掩护在此设立中共河
北省委机关。5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由河
北省委兼管北方局的工作，负责河北、河
南、陕西、陕北、绥西、东北、北平及天津等
地区党的工作。6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

表孔原在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七大前，成立
中共中央北方局，这时的北方局与河北省委
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

高文华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商人，其爱人
贾琏的公开身份是教师，他们以此作掩护从
事党的地下工作。当时机关的活动经费极为
有限，但为了符合商人身份，他们常把一串腊

肉挂在户外的显眼处，一是为了彰显身份，二
是作为安全信号。

机关一旦来人，孩子们就到门口玩跳房
子游戏，站岗放哨。平时，他们还规定了一些
暗号，如以窗帘的挂法不同显示机关安全与
否，省委王林、柯庆施等常到高文华的住处研
究工作。

当时，党中央已经开始了长征，中共河
北省委与党中央中断了联系。本来就拮据
的活动经费在这种情况下越发困难了。机
关的房租及一些党员到全国各地联系工作
的费用都无法支付。最后，同志们最基本
的生活费也没有了保障。

面对种种困难，河北省委采取了应急
措施：派人去追寻仍在进行长征的中央红
军，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省委秘书长
王林、北平市委书记李葆华在平津等地搞
募捐活动。同时，省委还派出一些干部发
动农民开展斗地主搞粮食等工作，以此渡
过难关。虽然党组织采取了很多办法，可
党的活动经费还是得不到解决。随着形势
的不断变化，经济越来越困难，已经到了无
法维持的困境。当时负责机关经费的高文
华的妻子贾琏万般忧愁。

为了筹措党的经费，万般无奈的情况
下，高文华、贾琏夫妇商量卖掉出生仅六个
月的儿子换取大洋，帮助机关渡过难关。
很快，他们找到了一家买主，当把尚在襁褓
中的亲生儿子交与买主时，高文华夫妇俩
泪流满面，心情沉重，不停地亲吻着孩子的
小手儿、小脸儿，久久不肯放开……他们用
卖掉孩子换回的50块大洋，使河北省委的
工作又维持了三个月。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组织及高文华夫
妇多方寻找孩子的下落，后来才得知儿子
在三岁时得病夭折了。高文华非常痛心，
但是他坚信：作为共产党员，为了共产主义
信仰，付出的牺牲再大也值得。

刘颖/文

高文华（后排右一）、贾链（中排右一）夫妇与邻居在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旧址前合影

为了信仰不惜牺牲一切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
介绍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和疫苗接种有关情况。会上，国家
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
席专家王华庆就3-11岁儿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相关问题作
出了解答。

Q:全国多地已启动了3-11岁人群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工作，请问这部分人群的接种有何注意事项？

A:3-11岁儿童是预防接种的主要对象，家长在儿童疫苗
接种过程中有着一定的经验。但再强调几点：

第一，家长在接种新冠疫苗之前要了解疫苗的知识，要了
解疾病的知识，还要了解新冠疫苗接种的流程和自己孩子的
健康状况。

第二，儿童的接种，一般来说是按照预约接种的原则，家
长一定要做好预约工作，去接种时要带着儿童的接种证、身份
证、户口本等相关证件。

第三，在现场要如实提供儿童目前的健康状况和过去既
往接种的禁忌，让接种医生做判断。

第四，家长在儿童接种疫苗前，要在知情、同意的基础上
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最后，如果儿童特别紧张，家长要做好疏导工作。接种之
后,要留观30分钟，儿童要避免剧烈运动，如果出现怀疑与不
良反应有关的情况，要及时报告。

进一步强调，因为3-11岁儿童在这个过程中可能还会接
种其他免疫规划疫苗或者非免疫规划疫苗，一定要做好新冠
疫苗与其他疫苗间隔14天以上这样规定。当然，如果遇到被
动物咬伤或者有外伤的时候，接种狂犬病疫苗和破伤风疫苗
时可以不考虑时间间隔的要求。

Q：关于3-11岁人群的新冠疫苗接种。这部分人群的免

疫策略是怎样的？这项工作具体的推进情况怎么样？

A：接种新冠疫苗是控制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重要措施，
前期已经为12岁以上的人员接种了新冠病毒疫苗。在前期
疫苗接种工作的基础上，加快了新冠病毒疫苗在3-11岁人群
中使用的相关研究。根据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的专家论
证意见，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在3-11岁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
原性与18岁以上的人群没有显著性差异。

目前，国药中生北京所、武汉所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和科兴
中维新冠病毒灭活疫苗已经获准在3-17岁人群中开展紧急
使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根据相关工作进展，综合考虑我
国的疫苗生产能力、接种能力、临床试验情况和防控工作实
际，进一步扩大了接种的范围，将疫苗接种目标人群由12岁
以上调整为3岁以上。通过接种疫苗，为3-11岁人群提供更
好的防护。

和平区疾控中心供稿

权威人士解读

3-11岁人群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清末那位提督

搬来津城 拓地开府

旧官僚的奢华与荣光

在租界地满满铺陈

九河下梢的觥筹里

策马越过十里洋场

岁月流转中

张园大宅被唤作“露香”

由此披挂了浪漫的格调

中山先生病中北上

曾在平远楼倚栏远眺

奔忙国是的浩然身影

忧国忧民且擘画畅想

一座传奇的园

难敌时光更迭

一代新主换旧主

逊帝行在流连于皇权梦

日军铁蹄踏烂了平远楼

失了尊严 也丢了体面

在屈辱之下

有了信仰的风向标

在觉醒中洞见

自由与解放 奠基与未来

而最成功的笃定

莫过于 红色波涛的席卷

深情回首过往

畅然遍览今朝

庭前汩汩清泉

喷涌 家国天下的故事

屋后青青槐荫

描画 百年历史的沧桑

那一程又一程走过的路啊

开天辟地 苦难辉煌

回望张园
刘彩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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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简介

黄枕石，1941年生于河北保定。天津

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天津瑞江书画院副院

长，天津市民主同盟书画会会员，天津师

范大学书画院顾问。早年师从于止一、段

无染先生习花鸟山水画，崇尚明清名家艺

术精神，作品有吴昌硕之笔意，画风古朴

雅致，凸显其深厚的中国传统书画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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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人们做饭和取暖用的是清洁能
源。上世纪60年代没有煤气，家家点火做
饭、取暖，离不开劈柴、煤球儿、蜂窝煤……
煤是每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燃料。在计划经
济下，每户凭购煤本儿在指定的煤店定量
购煤和劈柴。逢年过节，政府还会按户供
给每家“大同块儿”——一种很容易引燃的
煤块儿。

那时，双职工家庭的孩子，大多数会点
火做饭。儿时，我住在和平区保定道松寿
里，那里曾经是早年北洋军阀张勋复辟失败
后寓居天津的宅邸。一条胡同住了500余
户居民。记得那时，母亲早晨嘱咐我最多的
一句话就是：“放学后别贪玩，赶紧回家生火
做饭。”我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放下书包，在二
楼阳台清好炉膛，引燃报纸，依次放入劈柴、
乏煤球（头天没有完全烧透的煤球儿），填入
煤球儿，在炉口放上拔火罐。煤炉冒出滚滚
浓烟，好似烽火台点燃后释放的信号。小伙
伴儿看到“烽烟”，就聚集到楼下，召唤我去
玩。记得有一天，我刚点上煤炉，伙伴儿们
就急不可待地在阳台下喊我。匆忙中，我往
火势正旺的灶堂内添上几块煤饼子，草草地
淘米，把饭锅往炉子上一放，匆匆跑下楼去。

孩子们在一起肆意玩耍，我也早把焖米
饭的事抛在了脑后。突然，一个小伙伴发现

了我家阳台上的异常，冲我嚷起来：“快看
呀，别是你家炉子冒的烟吧？”我猛抬头，只
见炉上一缕淡黄色的烟雾腾起。我见状，三
步并作两步跑上楼去，一股焦糊的味道直窜
入鼻孔。坏事了，整整一锅焦糊的“爆米
花”！大人的一通责难在所难免。从那以
后，我再不敢贪玩儿。

跟煤炉打交道久了，我对煤球儿质量特
别在意。煤球小且干，就好烧，可以缩短做
饭时长。故此，我对送煤的老金格外留意。
赶上老金送的煤球比较中意时，热心的邻家
二娘就提醒我：“今儿的煤好，你还不赶紧买
点儿？等你妈歇班，可不一定碰得上！”我立
即带上煤本儿、现金找老金软磨硬泡“蹭”上
一筐。

老金不老，当年也就30岁，他为人和蔼
可亲，个儿不高，嗓音洪亮，敦实得像个摔跤
运动员。自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他
一直负责给我们胡同的人家送煤。他拉着

送煤的铁车走街串巷，车上有10个竹编煤
筐，每筐100斤，遇到年老体弱或残疾人购
煤有困难的，他就主动代购并优先送煤，把
微笑送到每一个家庭。

一楼住户大都在院内垒上煤池子，老金
直接将煤倒入池内，但给二楼送就艰难多
了。木结构的楼梯窄且陡，尤其在拐角处每
阶楼梯仅有多半个鞋宽，稍不留神就会溜
梯。他每次上楼前都要用系在脖上的手巾
擦净两颊的汗水，运口气儿，躬身下蹲，双手
用皮绳拴紧煤筐上肩，双膀较力，起身、抬
头、迈腿蹬梯一气呵成，直听得楼梯吱吱做
响。暑去寒来二十多年，家家做饭从没有因
无煤而断顿儿。那情那景成了我心头留存
恒久的温暖。

1976年唐山大地震，胡同两侧的房屋
毁损严重，成为天津市地震重灾区之一。我
家自此搬入和平区贵州路正和里。上世纪
80年代末，市政府为改善民生，平房区实现

了煤气化，一根火柴就能使灶头发出蓝莲般
的火焰。从此，家家逐步告别了点火烧煤的
年代。为颂扬市政府解决群众生活难题，
为民办实事，1988 年 3月的一天，我的近
邻——女书法家王千老师，在我们小院赋
诗并挥毫疾书：三环绿树晴空映，灼烁蓝莲沽
上开。九陌重楼迎春暖，乾坤净化赖雄才。

烧煤的陈年旧事
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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