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5月6日 星期四
投稿邮箱：sherryfelton@sina.cn
联系电话：（010）88146865·朝花夕拾 11责编 /李冰洁 校对 /胡颖 排版 /陈杰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文人
轶事

WENRENYISHI

1919 年 5 月 1 日，《晨报》
敢为人先，在第七版副刊编辑
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
介绍“五一国际劳动节”的起
源和现实意义，号召中国工人
阶级与国际劳动组织接轨。

在 李 大 钊 的 帮 助 和 影 响
下，总编辑陈溥贤在 《晨报》
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
发表了 《近代社会主义鼻祖马
克思之奋斗生涯》《马克思的唯
物史观》 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
播作出了特殊贡献。 张伯苓的遗产

崔鹤同

张恨水办《最后关头》
洪德斌

杨步伟写《食谱》
周惠斌

鲁迅买书
黄山

杨步伟出生于南京望族，是中国
第一个留日医学女博士。1921 年 6
月，她与著名语言学家赵元任结为伉
俪后，放弃了医务专业，相夫教子、
照顾家庭，兼及社会公益，成为一名
令人称羡的贤内助。

1938 年，杨步伟随赵元任定居
美国。1945年，她以家庭主妇的身
份，按英语体例写了一本 《食谱》
（法译本名为《中华食谱》），向西方
读者介绍中国各地菜谱和饮食文化，
包括中餐烹饪原理、用餐礼仪兼及中
国各地习俗。书中素材，既有当年她
随丈夫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工作和生活
时搜集的各家餐馆的招牌菜（含口味
特点、配料种类、食材数量等），也
有随赵元任到中国各地做田野调查
时搜集的地方菜谱，其中“轰炸东
京”是抗战时期重庆的一道名菜。

书稿完成后，由赵元任作注，大
女儿赵如兰译成英文。胡适在序中称
誉道：“好厨艺，在于充分地利用食
材。作料只应凸显食材的天然味道，

而不是取而代之”“她的几百张菜谱，
是无数节俭朴素、心灵手巧的男女思考
和尝试的结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赛珍珠在导言中，着重表达了两层意
思：一是“从前我们大体上知道中国人
是世界上古老文明的民族之一，如今这
本书证明了这点。只有高度文明的人们
才会这样享用食物”，二是“至于赵太
太，我想要提名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因为要取得世界和平，还有比围坐一桌
享用鲜美菜肴更好的方法吗？”

《食谱》出版后，以深入浅出的内
容、简洁优美的文字、生动幽默的表
达，及其趣味性和实用性，在华侨、华
人聚居区广受欢迎，成为中餐厅老板、
厨师和家庭主妇的必读书、畅销书，美
国《纽约时报》评价道：“这本书真实
系统地描述了中国烹饪，很显然，书里
的每一个字都包含着丰富的中国文
化。”此书一版再版，至20世纪60年代
已出至 27版，并被译成 20多种文字，
为中国美食走向国际，起到了不可低估
的推动作用。

1938年1月10日，现代著名通俗
文学大家张恨水来到重庆，《新民报》
社长陈铭德诚邀加盟。从此，张恨水成
为《新民报》核心成员之一，主笔并主
编副刊《最后关头》。

张恨水给副刊取名“最后关头”意
义格外凝重。他在1938年1月15日的
发刊词《这一关》中写道：“‘关’这个
字，在中国文字里已够严重。‘关’前面
再加‘最后’两个字，这个严重性是无
待费词了。最后一语，最后一步，最后
一举……暗示着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呐喊意
义！”张恨水为副刊规定了如下内容：

“一、抗战故事（包括短篇小说）；二、游
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
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
韵文。”

为了强调副刊宗旨，他在发刊不
久的1月下旬刊登《白事》：“蒙在渝文
彦，日以诗章见赐，无任感谢。惟《最后
关头》稿件，顾名思义，殊不能纳闲适

之作，诸位高明察之。”3月下旬，他再一
次《告白》读者：“本栏名为《最后关头》，
一切诗词小品，必须与抗战及唤起民众
有关。此外，虽有杰作，碍于体格只得割
爱，均乞原谅。”张恨水写出的发刊词和
两次告白，赢得读者和同仁们的纷纷叫
好。

作为主笔，张恨水在每期副刊上都
要写上关头语录，虽寥寥几十字，却是针
砭时弊、一针见血。他还常用“关卒”这个
笔名，以诗、文、小说作为武器，唤起民众
同仇敌忾、团结抗日，甚至还用讽刺画揭
露汉奸的丑态。《最后关头》曾编发了《殉
难次之，救难为上》《见梅花，忆南京》《怒
吼吧，八路军》《有钱派钱，有力出力》等
一系列呼吁团结抗日的作品，在重庆抗
战舆论阵地中享有很高声誉。

但是，《最后关头》因笔触直接、犀
利，直戳当局的痛处、揭露政治的黑幕，
受到当局不断地打压，艰难地坚持了3年
后被迫停刊。而张恨水为抗战呐喊的那
份热情、那份爱国之情仍然感染着人们。

张伯苓是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家，
私立南开系列学校创办者，被尊为“中
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张伯苓说：“教书不能发财，办教
育也就不能发财。”张伯苓始终保持教
育的纯洁性，努力“使学校成为世界上
最干净的地方”。他主张：私立不私有！
他一不多收或乱收学生费用，二不卖

“文凭”，三不借办学肥己。
张伯苓出于复兴中华爱国心在天

津创办了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第二南
开女中，又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他
白手起家创办这4所学校，其经费是从
社会上一点点募捐而来，由此他得了个
绰号：“化缘和尚”。张伯苓募集了数百
万资金，他自己分毫不沾，凡是捐款全
部建账登记，账目放在图书馆供人查
看，完全公开。他说，谁要查学校当月的
账目，我在5分钟内就可以告诉他。

有一次某要人的儿子要入读南
开，以貂皮、鹿角作为见面礼物。张伯
苓只让他参加考试，并退回礼物：“既
承厚意，理应敬谨拜受。不过收受后再
将令郎考取，虽无清弊，在他学生闻
知，恐即不免猜疑，实属多有不便。”有
些无法拒绝的人情，张伯苓就顺水推

舟，以双倍学费收为“试读生”，试读一学
期或一学年，不及格就得走人。

张伯苓一生清廉，他唯一的经济来
源就是工资。他作为有名望的大学校长，
教师的工资最多已达到300元，而他的
工资却一直固定在100元。抗战前，张伯
苓只拿南开中学工资，不拿南开大学工
资；抗战时只拿西南联大工资，不拿重庆
南开中学工资；抗战胜利后只拿南开大
学工资，不拿别处工资。他因公出差只坐
三等车厢，在市内开会常常步行前往，旅
店也专捡最便宜的住。他出门必带臭虫
药，因为他下榻的旅馆往往臭虫很多。有
一次张学良坐着小汽车去找张伯苓，汽
车在一条土路上转来转去，怎么也找不
到“张公馆”。几经周折才在一条晒满羊
皮、散发着恶臭的陋巷中找到张伯苓的
简陋平房，使张学良感叹万分。

张伯苓退休后，没有了工资，全靠三
个儿子赡养。1951 年他辞世时房无一
间、地无一亩，亦无存款，口袋中仅有6
元7角钱，这就是他的全部遗产。

张伯苓讲过：紫白是代表南开的校
色。“紫”是象征“高尚”的颜色，“白”象征

“纯洁、廉洁”。这成了张伯苓高尚的情
操、廉洁奉公的品德的写照。

鲁迅一生买书上万册，有给自己买
的，也有给别人买的，留下了不少趣闻
轶事，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到鲁迅先生的
为人处世之道、人品和爱书之情。

一天，鲁迅家里来了一位陌生的文
学青年，自称非常崇拜鲁迅，提出想从他
这里借一些书。鲁迅问他想借什么书，
青年说只要是文学方面的都可以。

鲁迅略微沉吟了一会儿，没有给
那位文学青年借书，却邀请他去了附
近的一家书店。书店老板和鲁迅是老
朋友，得知情况后，就向那位青年推荐
了一些文学名著。

鲁迅留下青年选书，自己要忙别的
事，就向书店老板交代了几句话，先走了。

文学青年因囊中羞涩，买不起那
些文学名著，只犹犹豫豫地选了最便
宜的一本书。

书店老板告诉青年，尽管选自己

喜欢的书，有人会替他埋单。青年明白
了鲁迅的善意，不好意思起来。书店老
板又告诉那位青年，不要推却，因为鲁迅
经常是这样做的。

最后，那位文学青年怀着对鲁迅的
敬意和感激满载而去。

有一次，鲁迅逛旧书摊时发现一本
非常有收藏价值的古书，正要买下来，却
发现自己身上带的钱不够，于是就与摊
主讨价还价，但书摊摊主坚持不降价，这
下难住了他。鲁迅想回家取点钱再返回
来买书，又担心古书可能会被他人买走，
就把身上带的钱全都掏出来作为定金，
要回家去取钱。

摊主见鲁迅真是一个爱书之人、读
书之人，心中感动，连忙拉住他，叫他不
必回家取钱了，有多少钱算多少钱，书卖
给他了。鲁迅大喜过望，高高兴兴地捧
书而归。

我的母亲陈爱莲离开已有时日，
期间跨过春节，现在窗外已是一片春
光。她是爱花之人，那些她亲手栽下的
迎春花和玉兰也都开了。

父母之于子女，如寻常所说，是挡
在我们与死亡之间的墙梁。父母在，我
们仍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从此这世间纵有千般苦难万般艰辛，
也只能一人孤独上阵。

生老病死乃人间常事，亦有诸多
无能为力。我虽在母亲查出病情恶化
后心里有所准备，然而当那一刻猝然
来临，仍会觉得茫然失措，遗憾自己未
能多些时光悉心陪护。

忆起她这一生，少年时乃孤儿，幸
得时代造就，一路求学终有所成；中
年时历经动荡，身心饱受苦楚，犹不
忘追梦求艺；暮年时仍秉承初心，于
三尺讲坛辛勤耕耘，筑路莘莘后生。

她这一生，常被尊称为爱莲先生。
一是她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艺

术家，一生紧跟时代需求来指引艺术
之路，达成了其艺术作品与时代文化
的相得益彰；二是她作为中国舞的资
深师长，始终秉承塑德育人的理念来
展开教学活动，成就了诸多学子的艺
术人生。

母亲走后，各级领导、同仁及学生
纷纷来电吊唁或到场送别，给予我们
家人诸多暖意，也让我深觉她这一生
秉持的艺术境界与德行标准，亦感召
人们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她这一生，常被爱称为爱莲姐姐。
母亲这一生爱美爱艺术亦爱生

活，她待人平和乐观。近些年虽年纪渐
长，但她始终舞蹈不止，教学不辍。她
总惦记着创作新的艺术作品来回馈观
众，或将自己毕生所学悉数传授给学
生后辈，奋力托举他们成为中国舞蹈
新生代力量。

一路走来，她始终希望以舞蹈之
美传达艺术的活力并感染他人，始终
在追求着为人为艺的日月精进，这样
浪漫求索又豁达积极的态度不断地激
励感染着周边众人，人们便也常常亲
切地称她为莲花姐姐。

她这一生，最自豪的就是成为中
国共产党党员。

作为新中国第一代舞蹈艺术家，
母亲18岁就成了古典舞名家，她在其
后的漫长岁月中不断创造着各种“第
一”，被誉为“共和国的红舞鞋”，曾是
连续多届的全国政协委员。

她常对我说，没有共产党新中国
就没有她的今天。在感恩新时代给予
的美好成就里，母亲总是竭尽所能去
回馈这个时代并让她变得更好。在过
去追求艺术高峰并培养艺术人才的同

时，她也积极申请入党，并在日常工作和
生活中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高标准、高要
求，严于律己，一切向合格的中国共产党
党员看齐。

母亲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加
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但由于种种原因，
她的愿望几十年未能如愿。然而她初心
不改，即使在动乱年代被下放农村劳动，
她仍然多次提出入党申请。

在后来的工作中，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后，她又多次提出加入党组织的申请。
这时，她已是中国致公党的中央委员，中
共统战部门认为，她继续在民主党派能
更好地发挥作用。直到晚年，她再一次向
组织提交了长长的入党申请，表明自己
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夙愿和决心。“精诚所
至，金石为开”，经中央统战部同意，决定
让我的母亲陈爱莲加入中国共产党。

还记得2019年的春季，学校党支部
书记在学校党支部的办公室厚厚的资料
里找到了母亲50年前的入党申请书和
思想汇报的原稿，泛黄的纸稿是珍贵的
历史见证。跨过半个多世纪的执着坚
持，母亲如愿以偿。从成为预备党员的
那一天开始，她始终认认真真上党课，
即使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
她依然坚持网上学习，仔仔细细去写学
习笔记，让我们所有人都为之感动。

2020 年 7 月 1 日，是母亲入党转正
的日子。这一天，中国歌剧舞剧院举行了

“陈爱莲同志入党宣誓暨中国歌剧舞剧
院党员重温入党誓词仪式”，在鲜红的党
旗面前，母亲陈爱莲在党委书记魏银久
的带领下，与党员同志们一道宣誓：“随
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
党。”母亲在 81 岁高龄这年，终于成为
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作为女
儿，我打心底里为她高兴、为她骄傲。

母亲的前半生我未能参与，但她的后
半生我有幸跟随左右，以女儿和学生的身
份观摩学习，对她的志向所在也理解渐深。

无论她在外拥有多少风光盛名或难
诉之言，于我而言，她首先是护我此世的
母亲。每每念及此处，岁月中逐渐明了的
心总是暖流涌动，不觉间便已潸然泪下。

她离开后的这段日子里，在各方的关
怀支持下，我接手了爱莲舞校的各项工作，
这也让我更加明确了她一生追求的事业，
便是以这所学校为讲坛，在精进自我艺术
修为的同时，竭尽所能地站在中国文化的
肩膀上，培养出更多优秀的中国舞人才，让
他们能够更好地展现民族文化，用中国舞
蹈讲好中国故事。

母亲留给我最好的礼物，除却此身
皮囊，更有德行修养。那是她留给我在
未来路上精进修为的光亮，既可成为光
明，引我前行；也可成暖阳，暖人暖己。
只要我们不忘她的嘱托与期盼，始终记
得她为人为艺的精神，她便未曾远去，
于时光中指引我们踏歌逐梦，不负她的
爱和光阴，她的梦与岁月。

待来日午夜梦回，众里寻她千百度，
蓦然回首梦过处，母亲依旧如春江花月
夜下莲花，静立于灯火阑珊处，暗香照拂
来者，岁月守望不息。

（作者系陈爱莲女士之女、北京市爱
莲舞蹈学校校长、北京市大兴区第三届
政协委员）

春江花月夜岚舞 莲花逐梦拂还来
——怀念母亲陈爱莲女士

陈妤

1 91 9 年 5 月 1 日 这 天 的 《晨
报》，是中国报纸第一次出专号纪念

“五一”劳动节（龚育之《中国二十
世纪通鉴》）。专号一共刊发了5篇
文章，发在头题的是署名“渊泉”的
《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渊泉即陈溥
贤(1 891―1 957)，字博生，笔名渊
泉，福建闽县（今福州市区）人，中
国著名报人，他早年赴日本留学，毕
业于早稻田大学经济系。191 6年回
国，和李大钊一起进入了《晨钟报》
社任编辑，后任《晨报》总编。

在李大钊的协助下，陈溥贤在
《晨报》 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
栏，以“渊泉”为笔名撰写了《近代
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文章，他撰写的时评《各国要
承认列宁政府了》，解释了布尔什维
克的真实含义。

陈溥贤在 《人类三大基本的权
利》中指出：“人类在社会生活上有
三大基本的权利。第一是生存权。第
二是劳动权。第三是劳动全收权。我
们人类能够有这三种的权利，才算得
是真正的人。我们所生活的社会，能
够保障这三种的权利，才算是完全的
社会。所以我们要想做一个真正的
人，非得这三种的权利不可。我们要
得这三种的权利，非先改造完全的社
会不可。”他提出“要保障人类三大
基本的权利，非使我们的劳动者在政
治上、社会上、经济上占得中心的地
位”。他在文章中特别指出，知识分

子也是劳动者，“我们所说的劳动
者，不是专指身的劳动者而言，心的
劳动者当然也在这个范围以内。”他
号召“身心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做
社会的中坚，发扬光大新社会的新文
化，保障人类三大基本的权利，岂不
是我们大大的幸福吗！”

发在专号第二条的是署名“守
常”的《五一节MAYDAY杂感》，守常
是李大钊 （1889—1 927） 的字。他
在 《五一节 MAYDAY 杂感》 中指出：
“（劳动节）是世界工党第一次举行
大祝典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唯一武
器——‘直接行动’（Direct Ac-
tion）造成的日子！是世界工人的神
圣经典颁布的日子！”他热情洋溢地
说：“到了今日，世界上的工人都很
欢喜。年年此日多有一回祝典。多添
几个工人，就多有几个人欢喜。直到
世界同胞大家都觉醒了，都作了工
人，那一年的五月一日，更是何等样

的欢喜！”李大钊充满希望地预见：“我
们中国今年今日，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
少。可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者有些不
同了！或者大不同了！”他呼吁：“五月
一日是工人的祝典日。五月五日是马克
思的诞生日。去年的五月五日，又正是
他诞生百年的诞生日，也是世界的劳工
共和国的诞生日。我们应该纪念这个五
月，纪念这一八一八年五月五日诞生的
人物，纪念这一八九○年五月一日创行
的典礼，更纪念这一九一八年诞生的世
界新潮。”

专号第三篇文章是署名“一粟”的
《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一粟即高一涵
（1885－1968），原名高水浩，别名涵
庐、梦弼等，安徽六安人。高一涵自幼
读书好学，1912年自费留学日本。1916
年，高一涵回国，与李大钊同办 《晨
报》，经常为陈独秀主编的 《新青年》
撰稿，并协办《每周评论》。

高一涵在《对于劳动节的感想》中

指出：“一、西方所产生的劳动节，在
我们中国必定也要得一个结果。二、这
个劳动节的结果，比十八世纪末期革命
的结果，必定要来得迅速。”他在文中
提倡社会平等：“劳动者和资本家在政
治上差不多有同等参与的资格，社会生
计上的不平等，未尝不可假平等政治的
机会，使之归于平等。”他一针见血地
指出，中国现在虽然挂了块“民国”的
招牌，但是政治上没有解决平等问题，
实在没有解决劳动问题。他说要想实现
平等，“就应该顺应世界的潮流，因势
利导，从速造成政治上的平等机会，才
有平稳进行的希望”。

第四篇文章是署名“一湖”的《二
十世纪之大问题》。文中说，二十世纪
的世界，有一场大革命，就是无产阶级
革命。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
上的贫富不均，而贫富不均是由私有财
产、私人企业造成的。无产阶级革命的
目标是要废止这种社会制度，“是要把
全国所有的田地、工场、矿山机械、铁
路船舶等一切生产要具，概归国家所
有，由国家直接管理经营。”他描绘理
想中的社会制度是人尽其才，或种田，
或做工，或教书，或当官，或当记者，
或当演员，各司其职，只是社会分工不
同，没有贵贱之分。这种社会制度是大
势所趋，谁也阻挡不了。指出，中国

“不是从前闭关时代的状态，这种风
潮，不久也要飞奔过来的”。

第五篇文章是署名“辛木”的《饭
碗问题》。文章说，中国的工人、农
夫、平民的饭碗不及富人家的狗，他们
吃的是杂粮、菜根、树皮，甚至是泥。
他们出了大力，吃了大亏，却能逆来顺
受，相安无事。这就是中国的特别国
情。作者怒问道：“这样的国情，可以
长久吗？可以相安吗？可以不谋改良
吗？”作者指出：“现在世界的新潮，排
山倒海而来，眼前就要破皮。我很希望
一股有脑筋的人，大家出来研究研究，
早点想个法儿，免得河翻水滥，措手不
及呀。”

《晨报》经历了新文化运动、五四
运动、社会改造运动等，曾对马克思主
义的早期传播作出特殊贡献。1928年6
月，国民党军队进入北京后一度停刊。
同年 8 月 5 日，由阎锡山操纵再度出
版，改名《新晨报》。阎锡山撤出北京
后，恢复 《晨报》 报名。1931年日本
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
后，《晨报》依附南京国民党政府，抗
战胜利前夕停刊。

（作者系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李大钊与《晨报》“劳动节纪念”专号
郑学富

《
晨
报
》
一
九
一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
劳
动
节
纪
念
﹄
专
号

陈
爱
莲
（
左
）
与
女
儿
陈
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