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1949年10月1日举行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上，天安门城楼悬挂着的 8
个大红灯笼格外引人注目。

当然，开国大典悬挂的
红灯笼意义非凡，为了能在
比例上匹配天安门城楼宏大
的体量，让灯笼烘托出喜庆
的气氛，它们背后的设计者
和制作者展现了出色的才艺
和过人的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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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爱桐城
周二中

郭沫若过生日
周惠斌

汪曾祺泡图书馆
崔鹤同

曹禺讲戏剧
杨建民

里面能蹲三四个人打扑克

1949年9月，焕发新生的北京喜
气洋洋，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紧
锣密鼓地进行着。9月2日，周恩来
批示“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
此时的天安门城楼仍急需修缮，装饰
悬挂的毛泽东画像、正面的两条字
幅、城楼上的灯笼，都需要现做。画
像、字幅都还容易解决，灯笼却令所
有人为难。天安门城楼原有的六角宫
灯，既小又破，落满灰尘，根本无法
适应“张灯结彩”的主题。

天安门上的8个红灯笼由张仃和
钟灵二人负责设计。张仃是著名画
家，负责开国大典的美术设计工作；
钟灵是著名美术家，曾参与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徽设计，是中南海政务院总务办公
室主任、政协筹备委员会布置科科
长，负责对外联络和向周恩来等中央
领导请示汇报，同时也参与一些设计
工作。

钟灵曾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天安门的会场布置，当时有明确的
分工：城楼两旁的大标语、会议的横
幅、红旗、大灯笼等由我们会场布置
科负责；天安门前、观礼台、车队、
升国旗的设备由华北军区政治部张致
祥主任负责；阅兵式、包括飞机飞过
天安门广场、放礼炮等由聂荣臻负
责。我和张仃教授事先绘制了天安门
城楼的布置图样，包括大典横标、两
旁的标语、八个大红灯笼、两边的八
面红旗等。”

张仃和钟灵在中南海瀛台东海岸
的三间平房“待月轩”里进行设计。
天安门城楼上共9个开间，中间一间
最大，也是大厅的出入口。张仃、钟
灵决定此房间不挂灯笼，以便留出更
开阔的空间。两侧各4个房间，逐渐
缩小，每个开间要悬挂一个灯笼，共
8个。他们发现每个灯笼的直径接近
3 米时，整体效果才能和天安门雄

伟、雍容的气势协调。这么大的红灯
笼，史无前例。钟灵开玩笑地对张仃
说：“这灯笼做出来，在里面可以蹲
坐三四个人打扑克！”

张、钟二人设计好大红灯笼的图
纸后，去提请周恩来批准。周总理在
图纸上用铅笔批示“同意”，后面签
署了一个“周”字。

天安门城楼上扎灯笼

设计好了，然后就是制作。因为
灯笼之大前所未有，制作难度不可
预料，而且用在开国大典这样的盛
典上，要求极高，不能出任何失
误，工期又短，钟灵等人在偌大的
北京城里找人制作，竟没有一个灯
笼师傅敢承担这项工作。经过反复
寻访，终于在前门外廊房头条的一
家“永顺成小器作”，即做红木家具
和灯笼的作坊，找到一位领头的工
人师傅——尹作滨。

尹作滨，20 世纪初出生于山东
省齐河县马集镇尹庄村，因家境贫
困，11岁逃荒去北京，拜著名手工
艺人张玉宽为师。尹作滨虽没读过
书，但聪明好学，心灵手巧，善于动
脑筋想办法，在制作家具、灯笼方面
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凭着一手精湛的
手艺，尹作滨在北京成家立业。

尹作滨看了设计图纸，知道是开
国大典用在天安门上的，非常激动，
对灯笼的具体要求进行反复思考后，

自信地拍着胸脯对钟灵说：“请放心，
我一定能把灯笼做好！”

当时商定，由钟灵备料，尹作滨带
几个徒弟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考虑到灯
笼太大，作坊里摆不下，制作完成后运
输也是难题，尹作滨建议在天安门城楼
现场施工，钟灵同意了。

尹作滨带着几个徒弟在天安门城楼
上制作灯笼，他的儿子尹盛喜只有十来
岁，每天都从家里提着饭送到父亲身
边，在旁边帮着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
没承想30年后，他竟成了北京城家喻
户晓的人物，不仅在前门卖起了大碗
茶，还开了家名扬全国的“老舍茶
馆”，这是后话。

尹作滨虽然扎过无数个红灯笼，但
是这样大的灯笼，还是头一次，制作过
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
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
种难题，有时对着图纸和铁棍、竹片、
红纱等材料苦思冥想，有时被竹片划破
手指鲜血下滴也不在乎，有时因为想出
好办法而喜形于色，有时儿子叫他吃饭
他恍若未闻，完全进入一种全身心投入
的状态。

最耀眼的灯笼

开国大典前几天，周恩来亲临天安
门城楼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这
时，扎制8个大红灯笼的工程已接近尾
声。钟灵向周恩来介绍了尹作滨的制作
情况，周恩来亲切地向尹作滨伸出手，
尹作滨见到仰慕已久的周总理，非常激
动，赶紧把手在衣服上擦了擦，紧紧握
住周总理的手，汇报制作灯笼的有关情
况。周恩来勉励他和徒弟一定要把这项
重要工作干好。

经过尹作滨和徒弟夜以继日的工
作，8个大红灯笼终于如期做好，每个
灯笼高 2.23 米，周长 8.05 米，直径
2.25 米，每个重约 80 公斤，外罩红
纱，体量巨大，饱满圆润，骨架以铁
棍和竹片做成，坚挺结实，完全达到
预想的效果。

这 8 个大灯笼是当年中国最大的
灯笼，也是中国历史上最耀眼的灯
笼，见证了一个世界上最古老、人口
最多的国家浴火重生，开创新纪元。
此后的日子里，这 8 个大红灯笼在天
安门城楼上，见证了新中国一个又一
个重大的事件……

1994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45周年，北京天安门管理委员会
决定对天安门城楼进行装修。其中，城
楼上的4对8个大红灯笼宣告退役，被
折叠式新型灯笼所代替。按照摆放位
置，8个大红灯笼的编号分别为东一、
东二、东三、东四和西一、西二、西
三、西四。东一号和西一号因靠近天安
门的中轴线，作为革命文物由博物馆收
藏。天安门管委会决定将东二号和西二
号这对旧宫灯进行“无底价拍卖”，筹
措资金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饮水问
题和“希望工程”。

（作者单位：山东省齐河县政协文
史委）

这幅照片拍摄于 1930 年 2 月 26
日，由当时的厦门海沧石塘华侨谢氏
公司赠予马来西亚槟城石塘谢氏公司
惠存，现保存于马来西亚槟城“世德
堂公司”文化资料中心。

“两地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
思乡”，一张照片两地情。100多年
前，海沧石塘自治乡公所民团全副武
装整为守护乡民，合影照片赠予海外
侨亲留念，给漂洋在外的亲人一个念
想。海沧、槟城两地“谢氏”民间侨
团创立已有200年的历史，侨亲密切
来往，但祖地原保存的资料，在“文
化大革命”期间被焚毁。该照片是目
前能够找到唯一见证海沧海内外侨胞
携手救国护乡的历史照片。它的历史
可追溯到 20 世纪初“闽侨救乡会”
开展的“救国救乡运动”，海外侨胞
捐款，家乡组织民团，武装守护家乡
平安的事迹。

查阅《民国时期福建华侨史料汇
编》，正值辛亥革命成功，但国内政

治动荡，福建军匪患严重，地方颇不
安宁。旅居世界各地的 300 多万闽
侨，运用经济力量，以各种形式开启
救国救乡运动。海沧 （史称海澄三
都），地处同安、龙溪、海澄交界
处，三不管地带，因侨胞海外打拼取
得成就，成为盗匪抢劫的目标。侨胞
苦于“走千万里风波卒，数十年心力

无非为事父兄贻子孙计，岂知皆入盗
囊”，海内外侨亲早在1896年就创立海
内外对应的三都联络局组织，守护家乡
安宁和支援家乡地方建设、开展社会公
益事业。

闽南地区自1918年被军匪大肆敲
剥，故乡山河弄得不可收拾。菲律宾侨
胞过半数是生长于闽南的，不忍桑梓之

区出现打家劫舍、派响、绑票等惨剧，
因此自发组织成立了“南洋闽侨救乡
会”。

1926 年 3 月 15 日至 30 日，“南洋
闽侨救乡会”在厦门鼓浪屿召开临时大
会。期间召开6次会议审议若干议案，
研究各县乡团组织及整理问题、教育、
道路等，从根本做起。提倡教育、发展
生产，振兴实业，自救自卫成立保安团
等救乡活动，包括厦漳铁路、嵩屿商
埠、筹备铁路公司。可惜时运不济，诸
事未果，而今成追忆，但华侨爱国爱乡
精神深深地烙下且流传。

1930年，菲律宾岷里拉中华商会
号召侨胞捍卫乡里，以“民团”保护人
民，募捐3万元，购步枪600支、子弹
30 万发与 49 师师长张贞联络，剿灭
陈、高两匪帮（陈国辉、高为国），菲
律宾该救乡会后改为国民协会、民团后
援会。源源不断的海外捐助，支持地方
武装保护乡民，因此，照片上乡民统一
服装、统一配枪。而海沧在槟城的各宗
亲侨团参加了闽侨救乡会运动，此照片
就是海沧、槟城两地侨胞血脉亲情联系
的见证。

这幅老照片，真实反映了海沧的沧
桑历史和说不尽的海外侨胞故乡情。除
了简要的留言，再无其他字迹，但它承
载的那一代人的艰难与梦想，述说着后
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而今迈入一个
崭新的时代，正昂首阔步向前，期间不
能间断的历史。

（口述人为厦门市海沧区政协文史
委员会委员）

百年老照片背后的华侨故事
魏宁当 口述 本报记者 照宁 整理

曾在央视一套播出的46集电视
剧 《共产党人刘少奇》 第九集中有
个镜头：青年刘少奇来拜访陈独
秀，陈独秀为刘少奇泡茶，刘说不
用客气。陈独秀颇为得意地告诉
刘：“这可是我家乡的桐城小花，其
品不亚于龙井，你得尝尝！”

桐城小花是产自安徽桐城的优
质茶叶，明清时作为贡品，特贡朝
廷，属于中国历史名茶，《桐城风物
记》 中亦载桐城小花“品不减龙
井”。清人姚兴泉 《龙眠杂忆》 载：

“桐城好，谷雨试新铛，椒园异种分
辽蓟，石鼎连枝贩霍英，活火带云
烹。”写的就是桐城小花。陈独秀不
是桐城人，而是与桐城相邻的怀宁
人，但自古以来“桐怀一家”，不分
你我，所以陈独秀说桐城小花是他
家乡的名茶，也不为过。

陈独秀喜好桐城小花，除了受
地域因素影响外，毕竟桐城、怀宁
是一体，鸡犬之声相闻，往来密
切，桐城还是陈独秀外婆家。更重要

的是，陈独秀受桐城文化影响非常大。
陈独秀与桐城方家沾亲带故，桐城人方
守敦是近代较有声望的诗人、教育家、
书法家，当年曾随吴汝纶赴日本考察学
制，回国后，力助吴氏创办桐城学堂，
支持陈独秀在安徽兴办公学。

1939年，方守敦去世，陈独秀还
送去挽联：“先生已死无乡长, 小子
偷生亦病夫。”表达了对方守敦的尊重
和对自己遭遇的不满。陈独秀与桐城
人潘赞化关系也不一般，潘赞化与青
楼女子张玉良结婚，陈独秀是唯一的
来宾和证婚人。张后来被誉为“中国
西洋画中第一流人物”，成为中国画坛
第一才女。同时，陈独秀还和革命志
士、桐城人尹宽是生死之交。尹宽
1924年从苏联回国到上海，任中共中
央局秘书，协助陈独秀处理党中央日
常事务。茶不仅是日常饮品，更是一
个地方的文化特产，相互沟通交流的
媒介，陈独秀与桐城的关系难分难
解，桐城小花为他所喜好也就不难理
解了。

郭沫若出生于 1892年，1941 年
适逢他50虚岁，同时也是从事文学创
作第25个年头。在周恩来的创意策划
下，中共南方局准备在重庆为他举办
盛大的庆祝活动。

10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前往郭
沫若家中，提议由文艺界联合举办“纪
念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
五十寿辰”庆典活动。郭沫若听了后委
婉辞谢，周恩来表示：“为你做寿，是一
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为你举行创
作25周年纪念，又是一场重大的文化
斗争。通过这次斗争，我们可以发动一
切民主进步力量，来冲破敌人的政治
上和文化上的法西斯统治……”

11 月 15 日下午 2 时，全国文艺
界抗敌协会在“文化工作委员会”办公
所在地，先行召开纪念茶话会，当晚又
设宴聚餐，提前一天庆祝、纪念郭沫若
的生日和战斗业绩。

11 月 16 日早晨，《新华日报》
推出 《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
周年纪念会特刊》，揭开了当日庆典
的序幕。周恩来为“特刊”题写刊

头，并在头版发表了专文 《我要说的
话》，全面总结了郭沫若在新文化运动
中的作用、地位及其战斗经历，首次
公开将郭沫若同已故的文坛巨擘鲁迅
联系在一起。

下午1时，800多位各界名流集聚
在中山一路中苏文化协会内，隆重举行

“郭沫若先生创作生活二十五周年和五
十寿辰纪念茶会”。大会主席冯玉祥致
开幕词，作家老舍报告了活动的筹备经
过和纪念计划，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
员会主任张道藩、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
部副部长梁寒操、参政员黄炎培、国民
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苏联大使
代表丕赞诺夫等分别致贺词、贺诗或演
讲，一致推崇郭沫若在学术上取得的成
就、对国家作出的贡献。最后，由
周恩来和张申府致贺词。

面对中国共产党以及文化界朋友
的热情庆祝、殷切期盼，郭沫若感奋不
已，在答谢词中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感
激之情：“五十之年，毫无建树，犹蒙纪
念，弥深惭愧，然一息尚存，誓当为文化
与革命奋斗到底，尚祈时赐鞭挞。”

1939 年夏天，汪曾祺来到昆
明，寄住在青莲街的同济中学的宿
舍里。他以第一志愿考取了西南联
大中文系。在学校发了榜还没有开
学的一段日子里，他除了骑马、坐
船游玩之外，几乎每天去翠湖图书
馆看书。

图书馆不大，形制有点像道观，
非常安静整洁。有一个侧院，院里种
了好多盆白茶花，安静而欣然地开
着。图书馆管理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人，没有准确的上下班时间，也从不言
语。他来了，开了门，把壁上不走的挂
钟的时针“喀拉拉”一拨，拨到8点，这
就上班了，开始借书。

图书馆的藏书在楼上。楼板挖出
一个长方形的洞，从洞里用绳子吊下
一个长方形的木盘。借书人开好借书
单，管理员把这书单按当时昆明人的

叫法叫作“飞子”，放在木盘里，一拽旁边
的铃铛，“当啷当啷”，木盘就沿着滑车吊
上去了。不一会，上面拽一下铃铛，木盘
就装着你要的书下来了。这种古老而有
趣的借书方法，汪曾祺以后再也没有见
到过。

这个小图书馆藏书不少，而且有些
善本，能够满足汪曾祺的需要。过了两三
个小时，那位干瘦而沉默的图书馆管理
员站起来，把壁上不走的挂钟的时针“喀
拉拉”一拨，拨到12点：下班！

汪曾祺他们对这种以意为之的计时
方法完全没有意见。因为他们没有一定
要看完的书。他们的看书，是没有目的
的，是逮着什么看什么，到这里来是享
受一点安静。

翠湖图书馆是汪曾祺一生中去过次
数最多的图书馆，也是印象极佳的图书
馆，使他久久难以忘怀。

翻译家许渊冲在抗战中考入“西
南联大”。“联大”大家如云，就连请
来讲课的老师，也多是有专长的一方
名家。譬如，在读“大一”时，他就
听了著名戏剧家曹禺的一堂课，并留
下深刻印象。

曹禺此时在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
职，他来“联大”上课，应属讲座。
所以，一堂课中，几乎涉及戏剧创作
的多个方面。譬如他首先说：第一要
多搜集材料。曹禺形象地说：创作如
十月怀胎，搜集的材料不一定可用，
但灵感来了就用上了。因为人生复
杂，不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曹禺举有
一例，说一个人做官几十年不得升
迁，怕人瞧不起，所以每每有人请吃
饭，他总是先在家吃碗蛋炒饭，才姗
姗赴宴。在席面上吃不上几口，便推
说自己还有应酬，又安步当车回去。
到家再吃一碗蛋炒饭了事。终于得了
一个“蛋炒饭”的外号。曹禺认为，
类似的人物情节应当多多搜集，以利
创作时用。

接下来，曹禺讲了自身的一段故
事。他说10年前，曾有一个漂亮的女
朋友，现在已经成了3个孩子的母亲。

曹禺与她见面，只谈一些油盐菜米，直到
送他出门时，女友才指着自己女儿问曹
禺：你看她还像十年前的我吗？曹禺听出
弦外音，忙回答：你现在并不老呀！似乎
没直接回答女友的话，却回应了她话中
的意思。高明！曹禺告诉学子，这种意味
深长的对话，应当注意搜集。

此外，曹禺认为，人物不要写得太
典型化。这一点与今天大学教的《文学
概论》的观点不大一致：太坏的汉奸和
太好的爱国青年都很少见。也就是说，
人有多个层面，简单的非此即彼定义既
不符合实际，更不符合创作规律。他还
认为，对话应当是白话，不是文言。曹
禺的好对话有例证：一个不受欢迎的客
人在客厅，主人偷偷问仆人：“没有走
吗？还？”这才是生活中的对话。曹禺
称这样的对话不合逻辑却鲜活，是出人
意料的好对话。最后，他还认为运用方
言“要紧”。因为方言最能打动当地人
的心，引发他们的感情。

由以上几条可见，曹禺对语言尤其
看重。我们常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
从许渊冲的听课记述中，我们应该更加
留意从语言角度研究曹禺，这是把握其
艺术特点的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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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大典天安门大红灯笼的制作
姜仲华

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大红灯笼，2019年国家博物馆展出。
本报记者 李冰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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