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满庭芳
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罗文华

沽上

丛话

荣登中国文化艺术殿堂
——津派家具的地域性特征（上）

章用秀

侯福志先生的《天津的旧报旧刊》列入“天津地
情资料丛书”，近由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该
书分“画报里的都市风尚”“小报里的民俗民风”“期
刊里的社会风云”三个板块，共90篇文章，配图二百
余幅，是一部资料性强、内容新颖、叙考兼备的近代
天津报刊研究力作。

侯福志先生是天津著名的文史学者、藏书家，出
版有《大地史书——地质史上的天津》《刘云若社会
言情小说经眼录》等著述十余部。熟悉他的人都知
道，他勤奋治学，苦心收藏，付出大量的精力财力搜
集到很多宝贵的一手报刊资料。本书论述的天津旧
报刊，都是他几十年来的宝贵收藏，很多是存世孤
本，人所未见。侯先生以学者的严谨和收藏家的兴
味，结合老天津地域背景，在书中从新闻学、历史学、
人文学的角度，立体地讲述了天津报刊的历史风貌。

近年来，天津学者的旧报刊研究成果斐然，在不
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罗文华先生的《〈点石斋画
报〉里的天津》、周利成先生的《老画报里的婚恋故
事》与侯福志先生此书问世，足见老报刊研究生命力
强、社会认可度高、文化意义深远。

学术界有一种现象，对于那些太多人研究过的
课题，有的学者认为已经很难再有发现和创新的余
地，于是另辟蹊径，从“冷门儿”课题着手，打造自己
的研究空间，有的人以此得出了前所未有且富有价
值的成果，自然为学界所乐见，有的却只是在盲目地翻腾故纸，做对今人学术
进步无补的空谈，这后者就被世人形象地称为“炒冷饭”。

近些年，随着资料传播媒介的发展和人们对旧有书刊资源利用意识与水
平的提高，有更多的人在故纸堆中披沙拣金，但与此同时却有另外一种现象也
在蔓延，那就是有些人把所有这些发掘、整理、研究、利用旧资料的学术行为，
不分好坏地统称为“炒冷饭”，颇带有一种鄙夷的味道。殊不知这些看似对今
人经济生活并无直接带动意义的学术行为，有的却大有学术价值和文化意义，
站在以旧为鉴、化旧为新的角度去审视，有的“冷饭”其实是“热饭”，站在旧为
今用、与旧为新的角度去实践，有的“冷饭”也被今人炒成了“热饭”，而且炒得
很精，很有滋味，不但解今人之饱，还能畅今人之思，其中的关键，是要区分故
有学术资源的价值，适宜地利用其中有益的养分，也就是说，这饭的冷、热，关
键看食材是什么，关键看谁来炒，怎么炒。当然这里所谓的“炒”和今人所说的
“炒作”截然不同。

是否能把“冷饭”炒热，将“热饭”炒精，取决于研究者的学术眼光、治学方法、
研究路径、成果质量能否在今天的学术语境中发人所未发，给人以启发。在过
去，占有资料就等于成功了一多半；在如今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资源共享空前进
步的背景下，更多要依靠学者的功底和见识。如果将占有个性化的资源和施展
独到的学术本领结合在一起，那么这一份学术的大餐必然精致，必然香甜。

为了与其以前出版的《天津民国的那些书报刊》区别开，侯先生撰写本书
突出了“小报”史的特色，内容上主要以民国时期天津的小报、画报和期刊为
主。这些报刊大多在报刊史上寂寂无闻，在旧报刊研究领域也少受关注，但是
它们不同程度地记录着天津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所呈现的发展状态，对于我们
研究天津近代以来的城市文化大有裨益。

近代以来，天津的报刊业出奇繁荣，包括官报、大报、小报、画报、期刊在内的
各类报纸、杂志不胜枚举，竟有五百余种报纸、千余种杂志，这本身就体现了天津
经济发展和市民文化的进步。在人们的脑海里，小报小刊大概都是花边新闻、奇
谭轶事之属，无关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大局，但天津的小报小刊多数并非如此。

如创办于1907年的《人镜画报》以“改良社会、沟通风气”为宗旨，希望引导
读者“以人为镜”，几乎每期都刊载有关茶园演出的图文内容，反映茶园陋俗，反
映民众对茶园乱象治理的要求，以及艺人善举等，抓住社会民情的热点，有意识
地移风易俗，导人向善。1908年在《醒俗画报》基础上增办的《醒华日报》以“唤醒
国民，矫正陋俗”为宗旨，宣传新政，鼓吹启蒙，刺恶扬善，侯先生概括其内容的四
个特点：具有明显的反封建革命倾向、揭露晚清官员的恶德败行、具有强烈的反
帝爱国精神、即时性地反映天津社会百态等。创办于1930年的《中华新闻报》具
有明显的抗日倾向。创办于1946年的《大路晚报》作为一份四开小报，在同一期
中就包含了反对内战、关注水患、反映拾粪老人生活、讽刺社会蠹虫等丰富的内
容。这些都体现了当时报人和作者进步的思想和实践。

再如创办于1931年的《东方画报》提倡新文艺，罕有地开设诗歌专版；创
办于1943年的《时言报》副刊“诗刊”、创办于1946年的《河北新闻》大量刊载飓
风诗社成员的诗作和文学评论等，都体现了当时报刊崇雅尚美的内容导向。

值得一提的是，本非天津本土报刊的《立言画刊》《369画报》在1939年、
1942年分别增设了“天津专页”，足见当时天津文化的影响。而作为中学校刊
的《铃铛》《天琴》等，内容质量之高，学术内涵之精，也值得今日办学者借鉴。
其他报刊的主打内容诸如妇女解放、家庭教育、国术运动、读书集邮等皆异彩
纷呈，无法备述，请广大读者自行品读。

侯福志先生常年从事旧报刊的收藏和研究，文笔出众，眼光独到，创见迭
出。如根据所藏《新都会画报》的报头风格，推测其为《妇女新都会画报》的前
身；再如对刘云若与《北洋画报》的关系，侯先生指出了《吴云心文集》相关内容
的失实，等等。这些看似细微之处，其实也都是他累年研究的甘苦所得。

与《〈点石斋画报〉里的天津》《老画报里的婚恋故事》一样，《天津的旧报旧
刊》付梓不久即得到广大学者和市民的好评，这说明天津老报刊研究的菜单里
的确有大家热衷的好饭，有人们愿意品尝的城市文化记忆的甘甜。我们感谢
这一菜单里有如此的精品盛宴，也期待着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品位
更加芳香。

家具是在生活、工作或社会实践中供人
们坐、卧或支承与贮存物品的一类器具，它
是一段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标志，同
时又反映了某一历史时期的社会及历史文
化特征，具有深刻历史社会性。清代以来，
中国有“苏作”“广作”“京作”“晋作”及近代
“海派”家具等，无论是哪“作”哪“派”都各有
其产生的社会条件、文化背景及工艺技术等
方面的总体面貌。“津派”既作为家具中的一
派，是近代天津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也无
不体现出鲜明的地域性特征。

天津是在沿海城市经济的开拓和发展
过程中形成的，漕运和盐业是其两大经济
支柱。天津地域文化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
之中，发祥于一种开放的社会环境，吸纳并
包容了南北各方的优秀文化，并具有浓郁
的滨海气息和鲜明的市民文化色彩。近代
以来，西学东渐，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相互交融，新技术不断引进，天津在科技、
教育、城市建设诸多领域“领风气之先”。
开放、交流、多元的经济格局和文化艺术，
造就了天津家具独有的面貌和制作技艺。

津派家具流行于清末民国，主要品类
有桌案类、椅凳类、床榻类、柜橱类等。包
括方桌、炕桌、茶几、条案、画桌、酒桌、靠背
椅、长凳、圆凳、马扎、绣墩、架子床、亮格
柜、书柜、躺箱、衣箱、顶柜、联三桌、联二
桌、被阁、被套、镜台、衣架、面盆架、灯台、
缸套等。作为日常生活中的工具，每一件
家具都能展现出天津人的起居方式和生活
状态，映射出近代天津的人文历史和社会
形态。从功能、式样到用料、做工，人们一
看就知这是天津的风格、天津的造型、天津
都市的世风与时尚。

中国早期的家具始于夏商，兴盛于战
国、两汉。其家具造型为适应“席地而坐”的
习俗，家具普遍低平稳重、简便实用。直至

唐宋，垂足而坐的起居方式和较为宽阔的居
住环境，导致高足家具日渐流行。明代中期
至清前期是中国古典家具的黄金时期，这一
时期的家具式样质朴而不俗，具有独特的美
学个性和实用价值，被称为明式家具。天津
“郡新而地古”，其正式建卫是在明永乐二年
（1404），并筑城浚池，此后数百年中，明式家
具逐渐进入城厢内外官家和商户的厅堂。
从史料记载来看，明末清初天津盐商及问津
园、水西庄等私家园林陈设和摆放的大都是
明式家具。近代以来，明式家具的传统工艺
和样式大多被保留下来。造型简练、结构严
谨、装饰适度、纹理优美的优长均得到有效
的发挥。其局部与局部的比例、装饰与整体
形态的比例，都匀称而协调。如椅子、桌子
等家具，其上部与下部，其腿子、枨子、靠背、
搭脑之间，它们的高低、长短、粗细、宽窄，都
与功能要求极相符合，整体感觉依然是线的
组合。在制作工艺上保留中国传统的榫卯
结构和打蜡、生漆、雕刻技法等。尽管有了
新的替代，但连接部位依然坚持榫卯结构，
不用一钉一铆。天津侯氏木工家族四代人，
其榫接有八字榫、燕尾榫、围栏榫等，皆为
明式家具传承下来的榫。如八字榫，侯氏
木工技艺传承人侯学利说：“两块板直角相
交，外国人做法总有一头有戗茬，而中国祖
传是两块板都锯成45度合成直角，这样，戗
茬就留在接口而不留在外边。这样的做法
叫八字榫，从根本上区别了外国家具的榫接
技艺。”

在保留明式家具基本制作工艺的同
时，为了符合自身的生活需要，又对家具的
款式、造型、功能等方面做了局部的变化与
拓展，造就了津派家具的一种新的风貌。
闷户橱是明式家具的一个重要品类，因抽
屉下设闷仓而得名，多采用案式结构。明
代的闷户橱外形如条案，但腿足侧脚做法，

专置有抽屉，闷仓在抽屉下，从正面看为一
面山墙，其内部空间可以存放东西，但必须
先取出抽屉，东西的搁置及取拿都得通过
抽屉的空间，适合收藏姑娘出嫁时带走的
细软之物，所以说闷户橱亦称“嫁底”。闷
户橱的抽屉数量有一个、两个、三个等区
别。有两个抽屉的一般都称作联二橱，有
三个抽屉的一般称作联三橱。15世纪的
《鲁班经》便在木版画中记载了一件类似家
具。王世襄先生的《明式家具珍赏》就收入
两件联二橱、一件联三橱，均为明代黄花梨
制作。自明代起出现这种经典设计的橱，
后来其样式在中国城乡基本没有太大的改
变。闷户橱是一种具备承置物品和储藏物
品双重功能的家具。但到后来，天津人看
到，闷户橱抽屉下可供储藏的空间有限，不
能存放更多的物品，取东西也不十分便利，
且与其他家具对接不和谐，据此便创制出
一种“柜橱合一”的“联二桌子”和“联三桌
子”。在造法上的变化还有橱面，和条案面
一样，但两端去掉了翘头，四面和上下均成
直角，线条挺而不僵，柔而不弱。案面下依
然是两个或三个抽屉，但抽屉下的“闷仓”
则改作容量大的“箱柜”和抽屉，前脸设门，
可开可关，便于存取物品，下有四条短腿，
案面上依然可放掸瓶、时钟、帽筒、镜台之
类，有人干脆就管这种家具叫“天津柜”。

近代天津分为旧城区和租界地两大部
分。旧城区大都是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四
合院以及后来建起的中西合璧建筑。租界
地以小洋楼为主，多是西式建筑。无论是
四合院还是在小洋楼，人们几乎都能见到
这种“天津柜”的身影。“天津柜”勾起不少
人的回忆。有位老天津人说：“那时我家住
北大关，也有类似的柜子。一个小抽屉里
放零钱，一个小抽屉放洋蜡，我常从小抽屉
里拿零钱，高高兴兴去买乌豆、杨梅、冰

棍。我母亲天黑时，遇上停电，摸着也能从
小抽屉里找到蜡，点亮。”

津派家具在中国独树一帜，其地域性
和独有的文化特性已为学界所公认。天津
传世家具研究会会长鲁培雄先生多年收藏
和研究津派家具，对津派家具的制作及所
蕴藏的文化做过深入的探讨，对津派家具
的风韵和气度做了精辟的阐释。2009年
11月《今晚报》刊发了杜林写的《传世家
具 百年情愫》的文章，第一次出现“津派家
具”的理念。其中写道：“鲁培雄说，经过了
这么多年的收藏，他最为得意的藏品并不
是哪一个物件，而是通过这一过程，让他得
出了两个重要的理论：一是天津五大道的
小洋楼不仅是‘万国建筑博览会’，也是‘万
国家具博览会’。二是津派家具是中国近
代家具的杰作。以仿制西洋为主要风格的
海派家具大家都知道，但我们天津的津派
家具当时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很多人并不
了解。津派的老花梨樟家具有本地的中原
文化传承，继承了明代家具端庄大气的特
色之外，又兼顾了实用的收纳功能和装饰
性，这在当时是十分先进的理念。”

一种创新家具，只有流行在实用中才
能成为成功的创新。曾有人说：“在近代中
国历史上，津派家具和海派家具齐名。相
对于以中国人工物料模仿欧式家具的海
派，津派的特色在于将各国家具元素融会
贯通，创作出全新的家具形式。”2009年11
月，天津传世家具研究会在西洋美术馆举
办“百年天津传世家具展”，五十多件家具
分三部分，再现天津老城厢的厅堂、书房、
卧房场景，列出津派家具十大精品，即：天
津柜、被套、被阁、落地罩、联二至联五、吉
语匾、缸套、节柜、架几案、账桌。2019年
是津派家具命名十周年，又评出津派家具
十大精品，它们是：三节花梨樟顶箱柜、花
梨樟双面十六抽屉画桌、花梨樟小姐柜、侯
广禄制作马歇尔带出国门的三件家具（被
阁、乌豆桶、剃头凳）、红木樟立柜（姚家旧
藏）、中西花卉花梨木穿衣镜、五体书橱、简
式拐子龙四件套、圆面四腿凳、带箱床。现
在，在国内国外都有津派家具的收藏者。
天津的民间博物馆、茶楼饭庄也可见到津
派家具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初期，曾经寒凝十载的
天津书刊出版发行界，在经过几年的解冻
与复苏后，已是一派春光明媚欣欣向荣的
景色。尤其是当时光进入到1983年，春回
地暖中，浓郁的书香已经溢满海河两岸。
作为当年一名年轻的文化记者，我不仅亲
历其盛感受了这种春意盎然，而且还亲笔
记录过这个已让如今书刊业艳羡年份中的
缕缕书香。或许数字更能说明一切，当时的采访记录曾
有如下记载：

1983年，天津已拥有了出版社科、文艺、美术、科
技、少儿、年画、高教、古籍、教育等不同类型图书的九
家出版社，职业编辑近四百人。而在十年前，出版社则
只有两家，编辑不足百人。这一年，九家出版社共出版
各类图书1314种，比1978年增长了⒉4倍，比1965年增
长了⒈77倍；书刊总印数达到⒊03亿册，比1978年增
长⒉32 倍，比 1965 年增长⒋81 倍。按当时的书价计
算，当年天津版图书的总发货量高达 5800 万元，是
1978年的⒊5倍。

同在1983年，天津市新华书店的图书发行网点已增
加到93处。而在1949年和1978年，全市国营图书发行
网点则分别是6处和59处。同样是按当时的书价计算，
这一年，全市图书销售额为3002万元，比1978年增长了
67％，比 1965年增长了两倍。当年，全市共销售图书
5635万册，按当时天津人口计算，大约全市平均每人年

购书8册。这个数字当时在全
国也是处于领先地位。记得
这组数字在报纸上刊出后，作
家吴若增曾跟我说，谁说天津
这个城市没文化，全市一年人
均八本书的购买量，就是和北

京、上海比，也不逊色。
如果说数字只能说明数量的腾飞，那么1983年天

津出版物的质量，也是创下了前所未有的佳绩，曾在
全国各类评奖中，屡屡获奖。仅我记录在采访本上的
奖项，便有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许茂和他的女儿
们》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新蕾出版社出版的《少年鲁
迅的故事》《蓝色象鼻湖》荣获全国优秀少年儿童读物
评选一等奖，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中西医结
合治疗常见外科急腹症》《子宫脱垂》荣获全国优秀科
技图书评比一等奖，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宣传
画《共产主义是千秋万代的崇高事业》荣获全国宣传
画评选一等奖，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
哲学纲要》《简明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
分析》获得全国首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二等奖。此
外，《童年文库》《故事大王》《简明中国历史图册》《医
学小百科》等丛书、套书，也都分别获得了各地的不同
奖项。

还是在这一年，天津出版人开拓进取的成绩也是令
业界瞩目。如百花文艺出版社勇于创新，积极扶植青年
作者，努力为他们编辑出版首部小说集。仅在当年推出
的便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王小鹰的《相
思鸟》、母国政的《他们相聚在初冬》、吴若增的《翡翠烟
嘴》、李宽定的《大家闺秀》、杨东明的《因为有了爱》、佳

峻的《驼铃》。与此同时，该社还狠抓了长篇小
说的出版。如再现孙中山波澜壮阔一生的百
万字历史小说《第一个总统》，出版后不但成为
当时长篇小说的上乘之作，而且还多次获奖。
同为长篇历史小说的《津门大侠霍元甲》，当年
该社以高速度编辑付梓后，通过全国征订，首
印便达八十余万册，创下了天津出版物发行量
的新高。此外，为迎接新中国成立35周年，当

年该社还出版了张贤亮的《男人的风格》、鲍昌的《庚子风
云》（第二部）、薛理的《金马奇案》、唐人的《十三女性》等，
上市后均屡获佳誉。

除图书外，1983年天津的期刊出版也现辉煌。在数
量上，各期刊社编辑出版的杂志已达95种，比1978年增
加了79种，比1965年增加了91种。而发行量超过20万
份的便有《支部生活》《小说家》《散文》《长寿》《儿童画
报》《故事画报》《大众花卉》；发行量超过50万份的有《科
学与生活》《小说月报》；发行量超过100万份的有《八小
时以外》《作文通讯》；发行量超过200万份的是《小学生
作文》。其中，有多种杂志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关注。如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小时以外》、天津科学技术出
版社出版的《科学与生活》、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
月报》等，不仅畅销国内，而且在国外已成了中国期刊的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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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海外华人不堪压迫，返
回中国。这些人告诉爱泼斯坦，
他们一直相信，只要坚持，中国一
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爱泼
斯坦通过一位翻译，问身边同行
的一位老妇人为何要跋山涉水回
到中国，她的回答十分简单：“在
哪里的日子都不好过。如果我们在外
面受欺负了，我们可以回家。但是日
本人要来抢走我们的家，我们没有了
家，我们还能去哪里呢？”

路过第一个城市后，爱泼斯坦沿着
小江支流进入了东江，他利用这漫长的
漂流时间，开始观察着中国的村庄。爱
泼斯坦通过当地人了解到，这里拥有足
够稻田和劳动力的农民，可以通过日常
的农活自给自足；那些无地、少地的人群
以及难民们，只能通过挑货担为生；那些
既有充足土地，又有足够青壮年劳动力
的家庭，通过贸易获得了可观的额外收
入。在这条河流的两岸，成千的男性、女
性都以挑货担为生；当没有旅客和货运
路过时，他们便继续捕鱼。

尽管爱泼斯坦选择这条进入内地
的小路已是如此的隐秘，日本人仍然
知道这条路线。沿线的所有靠岸点、车
站和重要的桥梁，都成为日本人反复
轰炸的目标。有人告诉爱泼斯坦，在他
来的前两个星期的那次轰炸，是最严
重的。这条两百里长的路上，有六个聚
集点，这里聚集的大批挑夫、旅客和船
民都在轰炸中丧生。一艘大驳船被炸

弹击中，而船上是300多名带着妻儿回
国的海外华人，船上的人们无一幸免，都
在这场轰炸中丧生。可两周后，这里的一
切依然照常，路线照常运作，看不到任何
事情发生过的迹象。

在公路干道旁的一个站点，爱泼斯
坦结束了他的漂流，来到了另外一个城
市。由于这个城市处在水上交通线和陆
运的交界之处，已经被日军轰炸成了一
个废墟。映入爱泼斯坦眼帘的只有断壁
残垣，村民用木板简单地修补一番，作为
日常食宿之处。道路也变得泥泞不堪，
挑夫通过时泥沼没过了膝盖，卡车艰难
地前进着，溅起了一堆黑色的泥浆。

爱泼斯坦在这个站点搭上了一辆载
货卡车，颠簸地通过了广东的北部山区，
最后到达韶关的关口。韶关位于广州汉
口铁路线上，是当时的广东省会。从韶
关出发，可以乘着火车到达湖南和广西，
再经过公路抵达全国各地。爱泼斯坦发
现这个城市里人口众多，每个人都忙于
手中的工作，自信而带有活力。日本人
曾两次攻打韶关，最终都以失败而告
终。一位自广州失陷后重逢的朋友对爱
泼斯坦说：“这里的战斗精神很足，比后
方的许多地方都要好。”

15 观察中国的村庄

只是当时乾隆皇帝根据《浙江
通志》的记载，误以为“梅石碑”上
梅、石皆蓝瑛所画。他命人将芙蓉
石运回北京，置于圆明园茜园，并
赐名“青莲朶”，还将这三个字亲题
于石上。此石遂为茜园八景之一。

至乾隆三十年（1765）第四次南巡
时，发现梅石碑上的梅花并非蓝瑛所
画，于是又题诗一首，同时作文以正先
前之误，并令人复制此碑，将他所作诗
文一并刻上。乾隆这一诗文主要叙说梅
石碑源流，但诗的后半部分的感慨还是
有些发人深省：“德寿岂复存？久矣毁兵
火。不禁兴废感，碑亦漫漶颇。”

石碑镌刻成以后，将复制品立于
德寿宫遗址。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乾隆皇帝念
及此事，又命人重新摹制梅石碑一块，
置于茜园门左的碑亭中，与“青莲朶”相
依而立。这块摹刻的梅石碑即我们今日
燕园所见之石碑。乾隆送往德寿宫遗址
的梅石碑已毁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
此碑即成为海内孤刻，弥足珍贵。

在清咸丰十年（1860）圆明园的火劫
中，青莲朶与梅石碑得以幸存。前者于
1927年被移至当时新建的中山公园内，
2013年又被移至北京丰台园博
园内中国园林博物馆收藏，经岁
月沧桑其外形已与梅石碑上有
异。后者则于20世纪20年代进
入燕园，被安置于“姐妹楼”北阁
的西侧。1993年，北大园林科将

此碑移至现在的位置，还特意在碑顶加了一
个石雕庑殿顶和碑座。1996年，又在梅石碑东
侧仿照“青莲朶”配制了三块太湖石小品并植
以榆叶梅，从而使得奇梅异石相映成趣的胜
景又再一次重现人间，美丽的燕园也因此增
加一处引人注目的景点：“在大雪纷飞的严冬
时节，踏雪寻梅，赏梅观石，追忆梅石碑的往
日沧桑，想来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杨虎《梅
石碑》）只可惜加在石碑上的那个庑殿顶，从
造型搭配来看缺少一点艺术水准。

乾隆皇帝曾六下江南，深为其秀美风光
所陶醉。杭州西湖即是他最迷恋的去处之
一。他在乾隆十六年（1751）第一次南下游
“西湖十景”之五“柳浪闻莺”时，就写诗咏之：
“那论清波及涌金，春来树树绿荫深。间关
几啭供清听，还似年时步上林。”

及至乾隆二十八年（1763）圆明园扩
建之时，乾隆皇帝依然沉醉在他的“江南
梦”中。他以福海比西湖，将“西湖十景”
统统复制了过来。后来它们自然也被英

法联军大火重创，支离破碎。
2012年北大修缮朗润园时，从
地下发现了“断桥残雪”和“柳
浪闻莺”两座原圆明园仿“西湖
十景”石牌坊的遗存。当时，
“断桥残雪”坊基本完整。

80 赏梅观石忆沧桑 98 战友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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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黎明

刘鹏 著

张月霞以不满的目光，瞧向对
面的军官时，发现军官的嘴唇在朝
自己翕动。“这个军官在和自己说唇
语。”张月霞立刻静下心，睁大眼，聚
精会神地注视着军官嘴唇的张与
合。“我是老战友黎文轩，你认不出
我了？”张月霞也用唇语惊讶地问：“黎文
轩，这么多年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成了国
民党军官？”黎文轩回答：“当年组织秘密
安排我到南京中央军校学习，借机打入
敌人内部做兵运工作。我们隐蔽工作的
纪律是各守一线，和老战友们不能联系，
所以，你们就认为我失踪了。”黎文轩说
完，笑了。“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知道
我被捕后的假名杜晓霞，还跑来看我？”
张月霞问。“是组织让我来的。你在上海
警察局关押期间，不怕严刑拷打，与敌人
作了坚决斗争，没有暴露共产党员身份，
组织上对你的表现非常赞赏。现在，派
我来看看你，掌握一下你在反省院的情
况，也向你传达一些指示。”

张月霞兴奋地问：“组织上了解我在
上海警察局被关押的表现？”黎文轩回答
说：“是的。”张月霞便说：“请转告组织放
心，我张月霞宁死不当叛徒！”黎文轩表
示：“我会向组织汇报的。”黎文轩用唇语
说到此处，换作口语大声讲了一句：“你
在反省院要好好学习‘三民主义’，加深
认识，争取早日走出这里，去寻找新的生
活。”说完，他又用唇语说：“组织上嘱咐
你，在反省院中注意与敌人的斗争方式，
不要蛮干。你要依靠组织，依靠大家，团

结一致，共同对敌人进行斗争。”
张月霞一听黎文轩的话，脸上立刻

露出了笑容，马上用唇语反问：“反省院
中，有我们党的组织？”黎文轩用唇语回
答了一个字“对”。张月霞转而大声说
道：“我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学习，加深认
识，争取早日走出反省院！”随后又用唇
语问：“我怎么与组织联系？”黎文轩用唇
语回答：“不要着急，会有人找你联系
的。暗号是：联系人问，‘盘门’是三国时
期吴国建造的吗？你的回答是：不是。
是东周时期吴国所建。你一定要牢牢记
住联络暗号。”黎文轩反复叮嘱。

会见结束的时间到了，黎文轩临告别
时，从公文包里取出几块银圆，又拿出一
个网兜，里面装着一些日用小商品，还有
两包点心放在桌子上，就起身告别。张月
霞含泪送走了既是老同学，又是志同道合
的革命战友，拿起他留下的东西往外走。
反省院的管理人员和狱警，都知道前来看
望张月霞的是国民政府南京警备司令部
的军官，所以没有对她进行搜身，也没有
抢走她手中的东西。张月霞在狱警的押
送下往监舍走，看着头上蓝天白云和白云
下自由飞翔的小鸟，觉得自己有一种入狱
以来从没有过的舒畅和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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