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印刷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墨作为印刷必不可少的
材料，在印刷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相传早在
黄帝年间我国就出现了最早的墨，但据历史记载我国发明
墨的是魏晋时期的韦诞。元朝，我国印刷术传入西方。约
在1440─1450年间德国人J·谷登堡发明了铅合金活字印
刷，并改进了制墨技术，创造了用油性连接料与颜料制成的
呈色材料，即现代油墨。

19世纪初，欧洲印刷术和现代油墨技术传入我国，因
清朝在北京白纸坊印制纸币，我国诞生了最早的油墨工
业。20世纪初，伴随着现代印刷业的发展，现
代油墨产品开始在天津出现。当时，天津市场
上的油墨都是舶来品，以日货居多，例如日商
的福信洋行、堀井洋行、信丰洋行和诸星油墨
株式会社等都是专门或部分经营各色普通和
高级油墨及印刷材料或器材的商铺，除直接供
销天津外，还转销国内其他地区。

我国油墨工业诞生于一战期间，据史料记
载，“中国油墨之发轫亦在欧洲大战之时。民国五年之后，
上海印刷界中一批有远见卓识的商人，鉴于油价之飞涨及
输入额之澎湃，乃纷纷筹设油墨制造厂，是为吾国制墨厂之
嚆矢。”在这期间，天津第一家油墨制造厂正利油墨厂成立，
成为近代天津油墨工业的开端。

1917年，天津西郊王家村的小作坊主高荫茹创建了正
利油墨厂。正利油墨厂只是一个家庭油墨作坊，既没有采
用先进的制墨工艺也没有现代制墨机器，主要采用土法制
墨，产墨量有限，规模比较小。由于高荫茹平日对西方进口
商品和工艺技术感兴趣，对印刷技术比较了解。他生活在
天津西郊年画制作聚集区的炒米店附近，目睹了欧战后进
口油墨减少对天津年画印刷业的冲击，于是决定自己尝试
制造黑色油墨。在缺资金、少技术的条件下，他以铁锅熬炼
蓖麻油作油料，以熏烟房内点煤油灯造烟灰，以毛驴拉磨粉
机替轧墨机等较为原始的方式研制油墨。高荫茹艰苦创制

油墨的精神被传为业内佳话。正利
油墨厂的创建为天津油墨工业的发
展奠定了基础，但因墨守成规，缺少
技术改进，发展缓慢。

1927年，天津第一家使用新制
墨技术和设备的大北油墨厂成立。

大北油墨厂的经理徐黼臣为了发展国产油墨，抵制进口油
墨，虽已年过半百，仍远赴美国学习、考察制墨技术和工
艺。回国时购买了当时先进的三辊轧墨机，创建了大北油
墨厂，开始试制彩色油墨，但所用原料大部分依赖外购。因
当时日本进口油墨充斥天津市场，国产油墨备受排挤，销售
不畅，再加上生产技术薄弱，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大北油
墨厂成立后经营一直较为惨淡，主要以生产黑色轮转油墨
和防潮油等赖以生存。

另外，华北油墨厂是20世纪30年代天津较大的一家油

墨厂。1933年，华北油墨厂由油墨专家吕之天会同刘纯一
等人共同出资兴建。吕之天原毕业于上海化学工业学校，
在德国油墨工厂学习3年后，回国在哈尔滨创办了新发油
墨厂。九一八事变后，因油墨厂经营困难，迫不得已将制造
油墨机器运抵天津，重新组建了华北油墨厂。华北油墨厂
成立后，主要生产“飞机”牌各色油墨，包括石印油墨、铅印
墨及誊写墨；共有机器3部，每日能出各色油墨150余磅。
当时该厂生产油墨所用原料除红绿颜料进口外，其余均采
用国产，而且所产油墨品质优良，价格优廉。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是近代天津油墨工业快速发展时
期，通过自制国产油墨，打破了进口油墨在天津的垄断。
1943年志合油墨厂创立，此后近代天津油墨工业进入发展
兴盛时期，相继成立了大兴油墨厂、三五油墨厂、天津油墨
厂、建华油墨厂、新兴油墨厂等多家生产制造油墨的
工厂企业。到1949年天津共有油墨厂9家，在全国拥
有的油墨厂数仅次于上海。其中较大且最为有名的
油墨厂是志合油墨厂，其次是大兴油墨厂。

志合油墨厂是原井陉煤矿矿长王子周联合檀楫
汝，在河北帮商人李蔚章等人的支援下集资兴办。志
合油墨厂是由檀楫汝原经营的常山煤栈改建而成。
成立之初，只有原常山煤栈的几间房子、几间简易库

房和一个简陋的狭小试验室，一台天津德华机械厂制造的
小型墨机，六口25公斤的生铁炼油锅，几口大缸以及一些
氢氧化铝等填充剂和颜料，员工20多人。经过半年多的摸
索尝试，1944年，志合油墨厂成功生产出了彩色胶印和铅
印油墨，并正式投产销售。由于市场对油墨的需求量很大，
志合油墨厂进行了扩大生产，贷款增添了4台大型轧墨机，
并增加了炼油设备和工人。不久，志合油墨厂生产的“金
豹”牌彩色胶印和铅印油墨声誉大振，获得了天津各印刷厂
的欢迎和追捧，成为天津油墨市场的佼佼者，基本占领了天

津油墨市场。
大兴油墨厂由森记油墨商行经理杨秀森建

立，后原志合油墨厂高兴玉、戴宝三加入。大兴油
墨厂生产制造的“大兴”牌油墨质量好，品种齐全，
市场口碑好。其中，该厂生产的彩色胶印油墨、彩
色铅印油墨等品质优良，享有良好社会声誉；生产
的干燥油、水白油则独占天津市场；而玻璃油墨和
软管油墨则是其独家垄断生产。

总之，近代天津油墨工业的起步与发展体现了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不断壮大的行业艰难成长过程，也较集中反
映了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起初迫于外力开始摸索研
制生产油墨；到引进国外先进油墨技术和制墨设备，进行小
规模实验与生产；再到打破外国产品垄断，实现自主生产和
技术创新，为天津解放后油墨工业长远发展奠定了基础。

1949年天津解放后，原国民党中央印刷厂油墨部由军管
会接管，同年5月交由中国人民银行印制管理局，正式定名为
“天津人民制墨厂”，1958年更名为天津市油墨制造厂。在
1956年公私合营时，天津市有8家私营油墨厂相继进行了公
私合营，随后并入天津市油墨制造厂，成为国内首屈一指的油
墨制造企业。天津油墨公司生产的向阳牌、天女牌印刷油墨
也成为全国油墨行业的知名品牌，畅销国内外，享誉油墨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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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天津的油墨工业
王丽

出土瓷片见证文庙历史
罗丹

近日收到天津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
家、国家一级演员陈春女士赠送的《恩师王
玉磬》（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是她
为恩师王玉磬先生诞辰100周年献上的一份
厚礼。与陈春相识多年，知道她的大名源于
笔者对河北梆子的钟爱，更源于对河北梆子
“王派”创始人王玉磬先生艺术的敬重。

陈春是王玉磬先生的关门弟子，有一句
话她常挂在嘴边：“是恩师给了我别样的艺
术生命！”她一直有个心愿，想为恩师撰写一
部生平传记，认为“感恩是一种回报，也是一
种幸福，更是一则芬芳的誓言”。她想通过
此书详细介绍王玉磬先生的艺术人生，回忆
与恩师学艺及生活的点点滴滴，让热爱河北
梆子艺术的后学和社会各界朋友与她一起
分享。

王玉磬是河北梆子界大师级人物。她
与著名琴师郭筱亭共同创作的老生“反调”
“悲调”旋律和唱法，大大丰富了河北梆子老
生的唱腔。她演绎创造的众多艺术形象光
芒四射，满台生辉，形成了独树一帜的王派
艺术体系，成为河北梆子剧种的一枝奇葩。
1953年，王玉磬加入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
与韩俊卿、银达子、宝珠钻、金宝环并称河北
梆子五杆大旗。20世纪五六十年代，毛主席、
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观看王玉磬
先生演出的河北梆子传统剧目，给予高度赞
扬。1975年，王玉磬的代表剧目《辕门斩子》
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并在中央、天
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每天定时播放。20世
纪七八十年代，王玉磬的演唱风格风靡全
国，尤其在京津冀鲁最受观众喜爱，她的名
字也家喻户晓。著名文艺理论家马少波先
生说：“王派艺术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了河北
梆子老生艺术的表现力，对该剧种起到了极
大的推动作用。”
作为天津河北梆子后起之秀的陈春，烟

波浩渺的“华北明珠”白洋淀滋润了她得天独
厚的好嗓子，慷慨激昂的燕赵悲歌给予她艺术熏陶。她继承了河北梆子
的艺术基因，走上了与这个剧种终生厮守的演艺道路。陈春的启蒙老师
是贾砚农，栽培她成名的老师是王玉磬。王先生专门为她加工《南北和》
《杀庙》《辕门斩子》《太白醉写》《苏武牧羊》《调寇》等一批传统剧目。每出
戏传授时，王先生都在自己演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在陈春身上精雕细
琢，为她日后主演新编和改编剧目《易水寒》《鞭打芦花》《赤霄赋》等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舞台上的陈春女扮男装，男韵雄音，以老生形象著称。她
善于研究、塑造人物，演绎的众多舞台艺术形象功底扎实、大气洒脱、精湛
细腻、声情并茂。她唱功精到，嗓音刚劲醇厚，咬字清晰圆润，具有很强的
穿透力和感染力。因此，她成为当代观众和戏迷最喜爱的河北梆子表演
艺术家。

拿到《恩师王玉磬》一书，连日阅读，被王玉磬、陈春师徒二人的情义深
深感动。更理解作者为何选择这样一个内涵厚重却又简明的书名。每一
篇文章质朴的语言背后，都蕴含着一个感人的故事。该书分为上编、下编、
附录三部分。第一部分“恩师王玉磬的艺术人生”，介绍了王玉磬苦难的童
年，她如何结缘小香水，拜师银达子，又是如何改编传统戏、创演新编戏。
传统戏开放后，五十多岁的王玉磬焕发了第二次艺术青春，扛起了小百花
剧团的大旗。第二部分“感怀不尽忆恩师”，以回忆方式讲述陈春与王玉磬
学戏、排戏、演戏的过程。陈春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不仅向恩师学艺，更向
恩师学德。第三部分“附录”，附有“王玉磬先生艺术活动大事记”“扫码视
听”和李邦佐、甄光俊、高继璞、王春槐等专家学者撰写的相关文章。
“感恩”两字贯穿于整部书稿，透视着一个精神世界，一种传统美德，

一种自我行为与担当。《恩师王玉磬》作为书名再恰当不过，因为是王玉磬
发现了陈春这棵河北梆子好苗子，又是王玉磬将这棵好苗子挖掘并带到
天津，送进河北梆子剧院进行栽培，更是王玉磬对她悉心调教，倾囊相授，
成就了她一番事业与一生的追求，成为天津河北梆子问鼎中国戏剧“梅花
奖”第一人，荣获天津市第一届“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细细品味该书，方知王玉磬与陈春师徒谱写了梨园界感人至深的一
段传承佳话。特别是陈春的感恩之心，溢于言表。师父为她做了很多，她
也为师父做了许多，二人名为师徒，更像母女。师父授艺传道事事严格要
求，她刚入职天津河北梆子剧院时，老师让她先学说普通话。在老师家里
授课，先生不让她插手任何事务，只管安心练戏。一段《苏武牧羊》“汉苏
武被困在荒凉塞上”慢板唱腔，每次老师都带着情感教她演唱，并且嘱咐
她：“要养成学戏的好习惯，不然唱出腔儿来听着就太水了。”

心心相印，情深意笃。2006年年末王玉磬突发脑梗，陈春除了演
出，几乎天天到病床前看望先生。恩师走的那天，她正执行任务，在外
演出，没能送恩师最后一程，是她终生遗憾。她时刻告诫自己，唯有继
承好、传承好、发展好恩师的艺术事业，才是对恩师最好的报答。师德
永馨，真情永驻。

今年8月，预期一年的天津文庙大修工
程接近尾声，在文庙办公的天津市文博学会
民间收藏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会长何志华先
生偶然发现，在院内铺设数十米长的消防管
道时翻出的约一米五深的地下土中，含有一
些散碎的古旧瓷片。笔者闻讯后予以关注
时，管道施工基本结束，地面积土已经填
回。但笔者有幸仔细观察了部分瓷片实物
及出土环境，向何志华先生了解了相关情
况，并就此与这位鉴藏经验丰富的老先生进
行了多方面探讨。

文庙是天津市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
古建筑群，更重要的它是天津老城范围内唯
一一处建于明代且迄今一直没有遭到毁改
的古建筑群。因此，笔者认为，虽然这些瓷
片本身不一定具有珍贵的文物价值，但是它
们出现在文庙这样特定的历史保护环境中，
不仅对印证天津文庙的历史，而且对研究天
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还是具有比较重要的
参考价值的。

此次出土的数十件瓷片实物，主要集中
在文庙建筑群中路即府庙一线偏于前部的
院落中，这是天津文庙最初建设的地方，仅
作为文庙的地基即几近六百年。在这里出
土的瓷器残片，早期的大致包括辽、金、元时
期的磁州窑、钧窑、汝窑、哥窑、定窑、仿龙泉
窑等产品，以磁州窑瓷片为最多。数量最大
的当数明、清时期的瓷片，其中青花瓷所占
比例极大，此外还有部分青花釉里红、粉彩
瓷片，其他釉彩的瓷片则极少。从年份看，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青花瓷片数量

明显大，也有相当一部分嘉庆、道光时期的
青花瓷片，道光以后的瓷片基本未见，民国
时期的瓷片没有发现。从器型看，包括瓶、
罐、碗、盏、盘、碟、壶、香炉等。从纹饰看，
明、清时期的青花瓷片纹饰比较丰富，其中
“寿”“福”纹饰和文字比较多。在一些瓷器
底部残片发现有“大清乾隆年制”等青花篆
字款识，但从绝大部分残片看，原瓷器都是
民窑产品，以树叶、花押等作为款识。

根据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瓷片实物的
基本情况，可以印证或发现：

其一，从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一定数量
的辽、金、元时期及明代初期瓷片看，在明代
永乐二年（1404）天津建城前，天津文庙所处
东门里一带已有比较密集的居民与聚落。
至正统元年（1436）天津文庙兴建时，附近的
街市已经相当繁华。当时天津左卫指挥使
朱胜捐出东门里一处私宅兴建文庙，其成本
肯定是非常高昂的，不仅是义举，而且堪称
豪举。根据文庙出土瓷片得出明代初期东
门里一带已经相当繁华这个结论，与1997
年天津市考古队为配合老城厢平房危改而
对天津旧城进行的大规模的系统考古工作
所得出的结论，尤其是对旧城东门考古重要
发现所得出的结论，也是基本吻合的。

其二，从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清代康
熙、雍正、乾隆时期的瓷片数量明显大，且在
一些瓷器底部残片发现有“大清乾隆年制”
等款识看，清代康、雍、乾时期应是天津文庙
改建、扩建、大修比较频繁的时期。史志记
载，清代雍正三年（1725），天津卫改天津州，

至雍正九年（1731）又升州为府，另置天
津县，故而卫学改为州学，后又升为府
学，天津文庙也随之升为府庙。由于当
时府、县两级官员不便同地祭祀孔子，
在雍正十二年（1734）于府庙西侧另建
县庙并随建县学，形成天津文庙府、县
并列的格局。这一时期天津文庙改建、

扩建、大修工程频繁，必然会在随工程土一
起埋入地下的散碎瓷片上体现出来。除史
料外，这些出土瓷片亦可与天津文庙的“千
秋带”实物相互印证。“千秋带”常见于中国
重要的传统建筑内顶木质构件之上，即该建
筑大修时主修者或督造者记录的时间、官
职、姓名等纪念性文字。据媒体报道，在
2007年天津文庙大修中，共发现了六条“千秋
带”。这六条“千秋带”均是在府庙大成殿的
主房梁上发现的，其中三条分别是康熙三十
三年（但笔者发现《大公报》记者1923年9月
24日报道天津文庙大修时，此条“千秋带”却
标为“大清康熙三十一年岁在壬申……”）、嘉
庆八年及道光二十八年的，一条是1985年
放置的，另有两条发现时没有明确纪年，后
经专家认定，它们分别应是康熙四十四年和
康熙五十八年放置的。专家称，这是通过对

“千秋带”上所列的参与整修工程人员的官
职、人名及任职时间等推断的。除1985年
放置的一条外，六条千秋带中的五条皆反映
出清政府对天津文庙的大修和重建，时间集
中在康熙中期至道光时期的一百五十多年
间，这与天津文庙出土这一时期瓷片数量大
等情况也是完全吻合的。

其三，从此次天津文庙出土的瓷片中道光
以后的实物基本未见、民国时期的实物没有发
现等情况看，与近代以来英法联军、八国联军
先后野蛮占用天津文庙，以及科举制度废止、
封建王朝告终后文庙长期失修的历史情况也
是吻合的。同时还可证明，虽然1923年至
1925年在时任直隶省长曹锐提议下文庙曾获
大修，但是基本未动地基。此后文庙屡次获
修，大致也主要涉及地面建筑。也就是说，此
次文庙院内铺设消防管道时所触动的部分地
下土层，上一次还是清代道光时期翻动的。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天津文庙渊源有
自。笔者学识有限，不揣冒昧，将所见天津
文庙出土瓷片这一文化现象及时报告出来，
并结合自己掌握的史料和见闻予以简要说
明，谨供研究者参考。本文表述和分析或有
不妥之处，有待方家指正。

天
津
文
庙
出
土
的
明
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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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

律师同行见面，不一定是在
律师事务所，不一定是在律师协
会，很多时候更可能是在法院。
很多诉讼律师工作的主要地点

是法院。法院开门之前，律师就三
三两两，在法院门口等。法院开门
之后就进去接着等，律师们坐在法庭门
口的椅子上，或者在统一的等待大厅。
有时候律师同行们见面甚至不

是坐着，而是站着。律师们站在法院
和法庭门口聊天，话题通常是最新的
法律法规和最新的业务动态，还有法
律行业内的新闻趣事。聊着，如果承
办案件的法官还没有来，那就接着等，
接着聊。
也很可能两位老也没有见面的同行

话题谈得正深入，这时候法庭的大门开
了，或者忽然书记员来通知和引领，或者
是法庭门上的提示灯亮了，这就意味着
马上进入开庭时段，这时候张律师和李
律师忽然才意识到，是你呀！原来他们
分别代理原告和被告，一会儿就要“开战”
了。当然，这么晚才发现是对手的可能
性较小，律师们自带气场，而且有职业敏
感，就算平时是很好的朋友，在成为案件
对手的时候，也是比较注意交流分寸的。
况且，自己的当事人也来参加开庭的时
候也很多，两边的当事人很快就能知道
对方的律师是谁，也非常注意自己聘请
的律师和对方的律师是不是很熟悉。事
情是自己的，所以就会更关心，这无可厚
非。但不少当事人过于敏感甚至是怀疑

自己的律师，那就不应该了。也可能几个
律师进入法庭，是一个案件的同一立场的
几方当事人的代理人，那就不是对面坐着，
而是肩并肩，也有可能不同的律师进入不
同的法庭，见面结束，各自的工作开始。当
然也可能张三律师进入审判区开庭了，而
李四律师自己接着等待，也许这时王五律
师又来了呢。

律师们当然也可能在各种律师实务研
讨或者其他的会场见面，或者自己相约进
行各种交流。但是在法院的见面那是偶遇，
更有意趣。大家也许不聊，只是匆匆打个
招呼，但是在心底涌起一股暖流——老朋
友又见面了。常常听到两位律师聊了一阵，
又说起另外的同行，你最近见到他了吗？
哦，没有，我也好久没有见到他了。

法庭不仅是法官的舞台，也是律师们
的。律师们在这里，展示他们的才华和热
情，延展他们的事业和梦想。

也包括情怀，也许那位没有见到的律
师已经退休了，以后他也不来了。不在一
家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律师同行，本来连接
感就比较弱，在法院里见到是较大的可能
了。和那位以及其他不常见的律师同行还
能不能再次见面呢？也许能，也许从此就
再也见不到了。

19 也许不再相见

龚自珍笑道：“画价十倍，那也
不难，恐怕要等着小弟大魁天下之
后才行！”金氏一边给自珍斟酒一边
说道：“到那时嫂嫂恐怕劳动不起兄
弟大驾了，还是先敬一杯酒，佛前烧
炷香吧！”三人同时大笑起来。
王昙本来酒量甚豪，无奈今天自珍

心情抑郁，不肯多饮，三杯两盏，便不再
饮了。王昙夫妇也不便勉强。金氏又
取出自己的得意之作，让自珍鉴赏。尤
其是那幅《建安七子图》，形神兼备，七
子各具情态，惟妙惟肖。又有《白描人
物册》一卷，里边画有东皇太乙、湘夫人、
天女、维摩、木兰、弄玉诸像，运笔高超，
真有吴带当风之妙。自珍看那遗世独
立的湘夫人，宛若美贞面容，便援笔在
手，题下《卜算子》一首：

拜起月初三，月比眉儿瘦。不遣红
灯照画廊，缥缈临风袖。

庭院似清湘，人是湘灵否？谁写长
天秋思图，熨得阑干透。
自珍刚放下笔，金氏又捧起一杯酒

来，说道：“刚才虽是戏言，也是嫂嫂长
期的愿望。请兄弟饮了这杯酒，为我的
画册写篇序言。兄弟若肯给嫂嫂这个
面子，请满饮此杯！”自珍并不推辞，接过
酒来，一饮而尽，笑着说道：“嫂
夫人，笔墨侍候吧！”时间不长，
一篇序文已经写成。这就是现
存《龚自珍全集》中的《金孺人
画山水序》。王昙夫妇看时，只
见文章最后写道：“曩者同时之

士，固尝拟仲瞿似晋宋间民，不闻其有奇
妇。余窥其能事，与其用心，虽未知所慕学
何等，要真不类乎凡之民矣。抑又闻老庄
之言，或歧而为神仙，或歧而为此类，将毋
此类之能事与其用心，其亦去去有仙者思
欤？大夫学宗，尚其思之！庶嫔百媛，尚其
慕之！叹息不足，从而缘之辞。”
金氏看罢，连连说道：“兄弟把嫂子比

作神仙，嫂子何克以当？怕不把人羞愧死？
还是另写几句吧！”自珍正色说道：“小弟秉
性，王兄知之最深，向不轻许任何人。高官
显宦想得小弟一句之褒，恐非易事，小弟若
不是真心佩服嫂嫂的丹青绝技，也绝不会妄
加月旦。嫂嫂不也说过‘神仙堕落为名士，
菩萨慈悲念汝身’吗？这神仙和凡人原来就
是相通的嘛！”
自珍说罢，三人一同笑了起来。
从红桕山庄出来，不远便是西泠桥苏小

小墓。自珍不愿重游伤心之地，匆匆而过。
三人来到湖边，觅一小舟，向湖心荡去。在湖

心亭稍作停留，即去小瀛洲、三潭印
月。一路上，自珍呆呆望着湖心，很
少说话。王昙夫妻深知自珍伤妻之
痛，想要劝解，却又不知说什么好。
自珍此时，心随湖心荡漾，又

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

51 《金孺人画山水序》 6 也是个人物

郭玉昕的小文玩店开在仿古文
化街的街口。文玩店的店名叫“闲得
难受”，两扇古色古香的对开木质玻
璃门对着街道，打开门就能闻到从店
里飘出的熏香味道。距文玩店不远
处是文化街的牌楼，文化街分为一条
正街和三条副街，正街笔直得像个旗杆横
穿过去，贯通南北。旗杆的底部在东边，
扩散成一个市民广场，与缓缓的潮河相连，
而坐落在潮河边上的是个有着百年历史
的天主教堂。这也是平海的特色。

不管是游客，还是市民，节假日都喜
欢到这里来游玩。外地游客来仿古文化
街，是为了领略平海的人文氛围，毕竟这
里曾是八方汇集的商埠，也是最早通商
的口岸。到这里旅游能感受扑面而来的
海洋气息，看到夹杂在河流两岸，如星罗
棋布般的老式码头遗迹。

郭玉昕的爱好很广泛，从小就属于
求知欲旺盛、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少年
时喜欢拆别人家孩子的玩具，稍大一点
能拆煤球炉子、煤油炉子，拆自行车、拆
三轮车、拆人家门上的各种锁头。当然，
拆完之后他还会原样装回去。开始时拆
装很麻烦，尤其是装完之后，总会富余一
些零件。可架不住熟能生巧，慢慢地拆
完后就都能装回原样了，更难得的是，郭
玉昕坚持自己的爱好多少年不动摇，拆
得整个胡同的人见了他都哆嗦，就连他
们院子里给厂长开车的司机，都不敢把
汽车停在胡同口。虽然八级钳工的父亲
没少对他采取强制性措施，但是他仍然

顽强地将这种“优良”品质保留下来。
说起来，郭玉昕还有一个让人肝颤的

本领，就是打架出奇的狠。他从小跟摔跤
冠军的堂叔泡在训练场，十几岁时已经
打遍胡同无敌手。可他偏偏不满足现状，
怀着志存高远的心，要打出胡同打出街
道打向世界。他这个愿望的最后终结者，
竟然是街对面住在门脸儿房里的刘大
爷。当刘大爷知道郭玉昕已经成了“街
霸”，并且他家老爷子几次三番登门拜访，
求他替自己管管这个混账小子，于是有一
天，刘大爷在门口拦住了刚把人家打得鼻
青脸肿的郭玉昕，张嘴就想和他比画比
画。别看郭玉昕平时有点混不吝，但对待
老人还是很客气，他认为刘大爷喝多了，
几次想绕着走开，都被刘大爷给堵住了。
郭玉昕的混劲儿上来了，他指着刘大爷的
鼻子说：“你再堵着我走道儿，我就跟你这
个老东西不客气！”刘大爷把眼一斜：“宝贝
儿，你属叫驴的是吗？还没分出个四五六
来你就叫唤。”郭玉昕再也忍不住刘大爷这
么损他，撸起袖子就要挥拳。刘大爷伸手
制止他说：“宝贝儿，咱俩进屋里说，今天就
算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江湖留一线，日后
好相见。走吧。”郭玉昕鼻子哼了一声，二
话没说跟着刘大爷进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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