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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纸存珍票证天地

无人售票推进公交发展
罗思福

旧书摊买“马”
由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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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铜币受珍视
李凤池

收藏知识

今年是中国内地首条公交线路——天
津白牌有轨电车开通115周年纪念。11月
中旬开始，天津公交各线路开始陆续更换
统一制式的新版车票，得到了社会各界广
泛关注。新票采用衔头发票形式，印有所
属公司名称、票价、税务局发票监制章、公
司发票专用章、发票代码和号码等内容信
息。票券设计规范、印刷清晰，特别是右侧
书写的公交文化标语，成为宣传城市文明
的流动窗口。车票换代，引发了广大市民、
公交迷和城市文化爱好者对无人售票历史
的回忆。

无人售票相对于有人售票，是指公共
汽车或轨道列车全车只有司机单人操作，
并担负开关车门和票务工作的售票形
式。一些城市实行无人售票的初期，为让
乘客逐渐习惯，车厢内会设有监管员监督
投币，维护乘车秩序，这种形式也被称为
准无人售票。1992年 11月23日，深圳公
交10路、203路实行无人售票，成为我国内
地公交无人售票首例。1994年8月1日，
天津公交9路、13路正式实行无人售票，

天津公交开始迈入无人售票时代。为此
两条线路加大车次密度，候车时间平均缩
短2至3分钟，各站有公交系统职工为乘
客兑换零钱，乘车秩序井然。天津公交实
行无人售票27年来，可以看出公交在不断
调整适应中探索前进。例如由此引发的
找零、换零和假币、残币等问题，使得公交
对于乘车卡、扫码支付等电子票务系统的
技术革新也在持续推进。事实证明，无人
售票制度促使公交向绿色智能信息化发
展，不但降低了运营成本，同时提升了乘
车的便利性和舒适度。

无人售票制度实施伊始，天津公交发
行了无人售票专用车票。这代车票使用时
间长，可细分不同种类，继任者即为上文提
及的新版车票。天津公交车票品类繁多，
曾与前代无人售票专用车票同时期使用的
还有新版有人售票车票、滨海新区公交发
票型车票和各类民营线路车票等。即便是
无人售票线路，也并非一贯使用无人售票
专用车票。本着减少浪费的原则，公交二
公司的部分线路就曾于几年前使用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的老车票。这些车票过去未曾
投入使用，通过后期加盖“票价1.5元”“票
价2元”等改值章，充当无人售票专用车
票，旧物利用。

与传统车票相比，无人售票专用车票
取消了占据票面大面积的站名数字表格，
除文字外有较大留白。仅据笔者所藏，在
票面标明“无人售票线路 乘车报销凭证”
的前代车票，可分为六类。为便于对比，并
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传承变化，本文选取各
种类颜色较为接近的1元5角面值票作为
例图（图1）进行顺序展示。

第一类为“总公司”票。为配合无人售
票施行，公交开始调整票价以简化票制。
以最先实行无人售票制的9路、13路为例，
票价由原来以角进制的1角至4角，统一为
3角。此票目前所见有3角、4角、5角、1
元、1元5角、2元、5元、8元面值，其中5角、
1元面值票最为常见。此外，这套车票已
存在不同面值对应不同颜色的设定，票面
上方标明“天津市公共交通总公司”，从边
缘的线条装饰、票幅宽窄、纸张选用和印刷
形式上，也可分辨出印行的时间差别。后
期的胶印版本，除文字外已与旧“控股”票
形制基本一致。

第二类为旧“控股”票。2003年天津

市公共交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成立，车
票也相继更新，票面上方文字变为“天津公
交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此套票最初设
计为不拼票使用，即当时所有公交票价都
有对应车票。根据票价和颜色，共搜集到
18个品种，即1元、1元5角、2元、2元5角、
3元、3元5角、4元、4元5角、5元、6元、7
元、8元、9元、10元、11元、12元、13元，其
中10元面值包含A组号红色票和甲组号
紫色票两种。除市区线路常见的1元5角、
2元面值票外，其余面值车票往往分布于
少数几条郊区线路上。搜寻不同面值车
票，需要对天津公交所有线路票价进行系
统性整理归纳。加之有些线路票价执行时
间不长，对应面值的车票昙花一现，使得整
体集存难度偏大。

第三类为新“控股”票。车票的印刷更
为清晰，颜色匀称，边缘裁剪整齐，搭配亮
白色的优质票纸，观感更佳。由于票价已
不存等原因，这套票取消了1元、2元5角、
3元5角、4元5角、9元、11元和12元七种
面值，10元面值变为一种，共计 10个品
种。减少面值品种后的车票，重新调配了
颜色，不同面值间颜色差异更为明显易于
辨认。此外，车票组号变成“C”字母开头，
区别于上一类的“A”“B”组头，数字编码的
字体也有所差异。

第四类和第五类分别为“海滨”票和
“塘沽”票。此两种票曾为滨海新区部分公
交线路所用，发行单位名称位置注有“天津
海滨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天津市塘沽公共
交通公司”。不同面值车票的颜色有所区
别，有些有组号，有些则无，编码同为红色
七位，而在印制工艺、纸张选用上，与旧“控
股”票一致。

第六类为“客管办”票，此票可分为1
元、1元5角、2元、3元、4元、6元等不同面
值，少量搭配在市区和郊区一些线路中使
用。票券与其他种类车票的明显区别在
于下方有被框起的“天津市客运交通管理
办公室监制”字样，虽发行范围偏小，但使
用时间较长，票券细微处可见版别。

另有两枚特殊用途的无人售票专用车
票同样值得一提。一枚是“有奖乘车”票
（图2），此票面值1元，区别于其他“总公
司”票，票面左侧有红色的“有奖乘车”字
样，并与其他文字信息相叠，右侧的编码亦
为红色。票券为2003年8月23日公交698
路推出的有奖乘车活动所用。乘客在上车
投币或刷卡后，即可领到一枚此票，待活动
期满后参与兑奖，奖项按照乘车天数进行
分类，获得一等奖者可免费乘车一个月。
另一枚是开发区导轨电车票（图3）。天津
开发区导轨电车1号线于2007年5月10日
开始载客试运营。此票属“客管办”票类，
曾为导轨电车所用，左上方添加了线路运
营单位天津滨海快速交通发展有限公司的
“BMT”企业标识，背景有电车车辆外景照
片。全彩印刷的车票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多
见，这枚专门印制的车票，无疑彰显了我国
第一条投入商业运营的导轨电车线路的特
殊意义。

图3

那天闲逛旧书摊，
见小沈不停地在我左右
跟着，我问：“老弟有事
找我？”他笑嘻嘻地说：
“没事，就想看看你怎
么踅摸故纸。”我哈哈
笑着对他说：“这哪有
什么定数，碰运气、看
机缘呗。”我俩这么说
话间就走散了。

走着走着，远远望
见一摊上摆着几张老商
标画，但显得灰突突的，
迈近观瞧，发现其中我
已有三，所以弯腰只选
了其中一张美人图。掀
开塑料袋一角细看，呵，
有门儿呀，色彩鲜明厚
重。原来，外套的塑料
袋是磨砂面的，大大障碍了审视与判断。谨防赝品，我还是有些不
放心，须从中完全抽出画来鉴别。

画中，粉面如桃的美少妇身着衬衣与马裤，一手持马竿，一手
牵白马，真让人眼前一亮。该商标品牌名为“头马”，何谓头马？赛
马场上的佼佼者。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西风东渐，以上海、天
津为先锋的中国沿海发达城市日趋进步、时尚，相形之下的女子生
活也愈加开明、开放，一些中上层女子进入中西女塾学习，同时，她
们还学会了唱歌、跳舞、游泳，也热衷骑马、骑自行车、驾驶汽车，甚
至要到外国人开办的赛马场去，与男人们一争高下……老广告、老
商标犹如反映时代摩登的镜子，种种细节皆有描摹与展现。同一
时期，海派月份牌广告画大家杭穉英就曾绘出娇柔女子面贴温顺
白马的画面。

有意思的是这张商标画下端的厂名处，厚厚的印金底上是红
色的“公私合营元通染织厂”字样，而这金底明显是后加上去的，它
覆盖了什么？透过阳光隐约可见原来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上海
第六印染厂”中英文黑色字样。如此，往事引出。1945年12月中
国纺织建设公司在重庆成立，主要负责抗战胜利后接收日伪曾开
在沦陷区的纺织厂等。1946年1月，中纺公司迁往上海办公，并重
新整合了一批原日商在沪的纺织染整企业，上海第六印染厂的成
立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格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初。

紧随其后的是公私合营，按常理说，在当时的大环境中，商业
美术家大概不会专门去绘制上述较为摩登的画面，企业也不可能
与时代洪流背道而驰刻意新创这等“小资”品牌。推测，头马牌商
标图早先为上海第六印染厂所用，商标图画多有剩余、入库。后来
随着公私合营改组，元通染织厂接受并延续了头马牌，以勤俭节约
为本，元通厂续用《头马图》并重新加印了厂名，又一次将头马牌推
向市场。遥想当时，美女与白马的形象定会引人瞩目，甚至会引发
歧义或问题。不知道这小小的一纸商标在过往的岁月里遇过了怎
样的“磨难”，似乎此后又被停用了。因为观察纸背可见，页面上被
加印了浅浅的蓝色横格，一张张还被订成本子，派上新用场。这或
许是《头马图》能完好留存至今的重要原因吧。这似乎也应了收藏
讲究流传有绪的道理。

类似的“再利用”在我收藏的另一张三马头牌商标画上也有表
现。昔日某印染厂以“三马头”为品牌，商标上画着红马、白马、黑
马的马头图，三马头被圈在金色的马掌（马蹄铁）形中，加之周边暗
蓝色的衬托，愈加突出，颇具神采。说到红马，人们常联想到汗血
马、赤兔马，它是帝王将相的宝马，相传神奇故事颇多；白马是一种
精神力量的象征，年轻人也认为它如梦中情人；黑马比喻实力难测
的竞争者，或出人意料的优胜者，往往有一鸣惊人的表现……我手
边这张《三马头》商标画的背面后来也被油印上车间生产计划表格
使用过。

话回正题，我喜欢元通染织厂的“头马”，正结账的空儿，刚见过
面的小沈不知从哪儿又冒出来，问我：“你买的嘛？让我也开开眼行
吗？”我不想让他多看，生怕“马跑了”，仅掀开塑料袋一角快速给他瞅
了一眼。“哇，美女！唉，怎么我逛半天也没看见这张呢？”小沈遗憾地
转身走了。我暗想，若先到你手再卖给我，恐怕价钱要翻番吧。

1930年，中央根据地造币厂设立在江西
赣州兴国县东村乡。1931年11月工农政府
成立后，搬到瑞金洋溪村，改为中央造币厂，
开始铸行带有国号名称的一分和五分铜币。

一分铜币直径17.6毫米，厚1.1毫米，重
1.9克。铜币正面上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
国”，中间在党徽图案上叠加阿拉伯数字“1”，
背面上方为五角星，两侧为麦穗图案，中间
为面值“一分”。五分铜币直径26.9毫米，厚
2毫米，重7.4克。铜币正面上方为国名，两
侧为五角星图案，中间为当时的中国版图，

版图中为党徽图案，下方为钱币纪值。背面
图案与一分铜币相似，只是面值不同。这两
种铜币的版别也很丰富，仅五分铜币正面版
图图案就有“远岛”“近岛”“套岛”等版别。

川陕根据地位于四川、陕西边界地
区。1933年3月、4月间在四川通江县城郊
设立了造币厂，以极其简陋的熔铸法铸造
200文铜币。8月份攻占了四川军阀杨森的
一个造币厂，10月份又攻克川东重镇绥定
府，缴获了军阀刘存厚的一套铸币机器，并
接收了二百多名工人、技师等。12月，红军
还攻占了军阀李家钰的造币厂。川陕根据
地凭借这些战利品，正式建立了自己的造币
厂，在1934年开始铸造川陕省铜币。

笔者存有一枚500文铜币，直径34毫
米，厚1.8毫米，重10.5克左右。铜币正面
上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字样，两

侧为五角星图案，下方为年份“一九三
四”。铜币中间采用红军军旗图案，两侧为
麦穗衬托。铜币背面上方为“川陕省苏维
埃造”字样，中间和下方分别为阿拉伯数字
“500”和“五百文”字样，两侧为五角星图
案。“联合起来”的“联”字有简体和繁体两
种字体，五角星亦有多种不同的版式变
化。苏区铜币版式丰富，主要因为当时铜
币的钢模雕刻条件极其艰苦，钢的质量不
高，淬火技术掌握不好，钢模更换频繁。

苏区铜币设计庄重，主题鲜明，所以深
受苏区人民认可，商民乐用，货币发行工作
非常顺利。由于根据地经济、技术等条件
的限制，苏区铜币的发行量都不是很大，留
存下来的更是少之又少。苏区铜币作为红
色文物，是革命历史的见证，深受钱币收藏
家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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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留阮和森住在会馆，带
他去看医生，车上看见背枪站岗
的巡警，他突然出惊，面无人色，
那眼神非常可怕，充满了恐怖，阴
森森的显出狂人的特色。经医治
略有好转后，鲁迅就派人把他送
回南方去了。以此为原型的《狂人日
记》写得“忧愤深广”，一时间“礼教吃
人”成了进步人士和青年的共识。

许钦文自称是鲁迅的“私淑弟
子”，他的创作受到鲁迅的扶植与指
导，短篇小说集《故乡》描写的多是浙
江家乡的人情世态，1926年由鲁迅选
校、资助出版，并将其列入“乡土作家”
之列。西三条胡同阶段，大约由于心
境、处境及与家眷一起生活多有不便
等方面的缘故，日记中未见一次“留
饭”的情况，只有1926年6月3日“晚
寿山来，同饮酒，并赠以书四种”的记
录。除此之外，还有两次专门的请客。

鲁迅日记 1912 年 7 月 22 日云：
“晚饮于陈公猛家，为蔡孑民饯别也，
此外为蔡谷青（卿）、俞英厓、王叔眉、
季巿及余，肴膳皆素。”

坐中陈公猛曾在日本早稻田学校
攻读经济，民国初年任财政部公债司
司长、钱币司司长，1915年任中国银
行副总裁、代理总裁，与鲁迅同乡而又
同时留学日本，订交既早，相知又深。
蔡谷卿是蔡元培之从弟，光复会会员，
与鲁迅同期留日，回国后授法科举人，
1912年5月与鲁迅等自绍兴至北京。

俞英厓时为吉林延吉县长，因事到北京
时认识鲁迅。王叔眉（梅）师爷出身，绍
兴名流，稍有资产，曾资助革命党活动，
经蔡元培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季巿
即许寿裳，教育部普通教育司司长，兼任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出
席当日饭局者，均为原绍兴籍光复会会
员、中国同盟会会员。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
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年间进士，1892年
授翰林院庶吉士，1904年组织光复会，任
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曾数度留学欧
洲。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
长，推行教育改革。1916年任北京大学
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
风。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
学院院长、监察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
等职。

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很微妙，是现
代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话题。

蔡元培和鲁迅是绍兴同乡，前者比
后者大13岁。

从某种意义上讲，身为朝廷翰林院学
士的蔡元培是后学鲁迅的师长和伯乐，身
为教育总长或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则是
鲁迅的上级。

晚饮于陈公猛家

在沉香木雕八仙纹如意的柄
上，还浮雕有四个委角方框，框中
分别刻有阳文楷体“万”“福”“攸”
“同”四字。再如檀香木镂雕暗八
仙纹如意，通体饰镂空纹样，分两
层，下层为蜂窝状地纹，雕刻极其
细薄且连续不断，上层为暗八仙并点
缀花草等，其间有飘带纹缠绕环结。“暗
八仙”，即八仙手中所持的法器，包括铁
拐李的葫芦，能炼丹制药，普救众生；吕
洞宾的剑，有天遁剑法，可威镇群魔；汉
钟离的扇，称玲珑宝扇，能起死回生;张
果老的鱼鼓，能占星卜卦，灵验生命；韩
湘子的笛，有妙音萦绕，通万物生灵；曹
国舅的拍板，其仙板神鸣，万籁无声；蓝
采和的花篮，篮内神花异果，能广通神
明；何仙姑的荷花，出泥而不染，可修身
禅静。由这八件法器组成的图案，暗
喻“八仙”人物，象征吉祥喜庆。

如意的寓意不仅体现在个体的图
案上，而且体现在群体的组合上。从清
代乾隆中期开始，如意贡品多以九柄成
套，取《诗·小雅·天保》中的“九如”：如
山、如阜、如冈、如陵、如川之方至、如月
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如松柏之
茂，其寓意最吉。乾隆十六年（1751）、二
十六年（1761），皇太后六十、
七十寿辰，臣下多日恭进“九
九”寿礼，都有如意九柄，占一
九之数，可见其重要程度。有
位大臣一次进献了“九九如
意”，就是九柄如意为一盒，九

盒共81柄如意。流传至今的还有一套60
柄金如意，每柄上有不同的干支纪年，合为
一甲子，是乾隆六十万寿（1770年）时王公
大臣所进，用金1361两，极为罕见。

此外，如意本身也被当作一种重要
的吉祥纹饰，广泛用于中国古代的建筑、
雕塑、绘画、瓷器、玉器、漆器、家具、茶具、
服饰、纸笺等众多艺术和生活领域。

如意是中国传统的收藏品。儒、释、
道三教皆奉之为“执友”，帝王将相则拜
之为“握君”，社会各界都以珍藏如意为
荣。现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西泠印社第
三任社长张宗祥先生，因得到一柄明代
铁如意，极为兴奋，遂名其斋曰“铁如意
馆”。在当代，如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收
藏门类，而能够正确地鉴定和欣赏古今
如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成为收藏如
意取得成功的必要前提。

以假乱真，清代宫廷艺人就曾为
之。1988年3月18日黄昏，一个窃贼潜

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御花园
内，企图盗窃陈列在体顺堂西
间明窗案几上的一柄清代铜镀
金镶料石珠花嵌表如意（如意
上嵌有一块椭圆形表），但未及
得逞即被工作人员抓获。

44 纹饰吉祥用途广

来电话的是特派员，雷紫剑忙
把电话接了过来，电话里传来特派
员的吼声：“你知道今天发生什么
事了？闹工潮！这是共产党有计
划、有组织的行动，你身为盐区盐
警队总指挥，可得为总裁效忠，为
党国负责呀！在这非常时期，盐区里出
现这种事情，你可得掂掂分量……”雷
紫剑举着电话，呆呆地听着，三姨太和刘
副官也都愣了，屋子里静极了，就连对方
在电话里发出的冷笑，这边也听得真
切。雷紫剑对着电话说：“特派员，我还
是请求能把那两个团的国军留在盐滩，
协助小弟来完成任务……”雷紫剑听不
到电话里有回声，他“喂喂”了两声，仍然
没有回音，方知对方已把电话撂了，他气
得把话筒一扔，骂了句街。巧极了，偏在
这个时候，电话铃又响了，雷紫剑连看也
不看电话一眼，他走到墙角的大衣架，去
摘他那顶帽子，准备乘车进坨地查看盐
船的情况。

三姨太以为又是特派员来电话，她
忙把话筒抄起来，想趁机为双方打个圆
场。等她拿起电话一听，不对，原来是
三岔口据点的宗大头，要找雷总指挥报
告这一天的情况。三姨太把话筒一捂，
回头对雷紫剑说：“是三岔口的宗大头
找你报告。”雷紫剑没好气地说：“你告
诉他，我今天没时间。”三姨太把捂着话
筒的手拿开，刚要对宗大头说话，“等一
等！”雷紫剑抢步上前，从三姨太的手里
把电话夺了过去，对着电话听筒大喊：

“大头，我今天没有时间，明天我找你一总
报告。”对方回答：“是。”雷紫剑继续说：
“我告诉你，大头，不管盐滩发生什么事，
三岔口据点你一定给我守住，只要守到秋
后，好处有你的，如果丢了的话，你拿脑袋
来见我！”宗大头在电话里规规矩矩地回
答：“是，请总指挥放心，这据点我一定守
住。”雷紫剑满意地点了点头，将电话放
下，戴上帽子，转身走出屋子……

太阳连续暴晒了3天，这是产盐难
得的好天气，可是却停工了，这3天得少
产多少盐，少赚多少钱啊！雷紫剑真有
些疲惫不堪了，可使他更感烦恼的，还是
宗大头向他报告的实情，那就是三岔口
据点失守了，4个小队盐警，仅仅逃出来
1个小队，那3个小队全让游击队给吃掉
了，宗大头已经逃到了海庄。现在，他唯
一的指望，就是等候特派员的答复。晚
上，三姨太终于回来了，雷紫剑急忙献殷
勤，先请她在藤椅上坐好，又递上一支烟
点燃，这才问：“怎么样，有希望吗？”三姨
太把身子往后一挺，嘴里喷出一大口烟
雾，得意地说：“特派员答应了，那两个团
的中央军全部留下，协助咱们共同看守
盐滩，剿灭盐民游击队。”雷紫剑高兴得
差点蹦起来：“这得感谢我的三姨太呀！”

145 欲搬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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