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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老舍先生“双甲”之年。要想品咂出老舍
的京味儿，就不妨多听点儿京戏；多听点京戏，或许会
更容易走近老舍。

我爱老舍先生，为什么？我说不出。我爱老舍先
生的文章，为什么？我说不出。倘若非要让我说出个
子丑寅卯，我最爱他那地道的京味儿。他的文章京味
儿扑脸，醇厚自然。我总琢磨，为什么很多人再怎么
模仿老舍先生的文章，却都不是那么回事儿。总觉得
少点什么，少什么？少京戏味儿。老舍先生不是一般
地喜欢京戏，他是把自己泡在了京戏里。不信，你可
以从老舍先生的文字里听出锣鼓点，闻到油彩味：戏
味儿十足。

爱唱京戏

老舍先生可不是一般的戏迷，他是京戏超级发烧
友，爱听、爱唱。他能唱花脸、老生、老旦。

著名戏曲编剧翁偶虹曾在北京郎家胡同京师第
一中学读书，当时，他的国文老师就是老舍先生。
据翁先生回忆，有一次，老舍先生教授诸葛亮的
《出师表》，把文章讲透之后，又谈起京剧里的诸葛
亮来。老舍先生逸兴遄飞地大讲谭鑫培演《失街
亭》如何传神,当念到“……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
马谡，乃亮之罪也”时，他分析谭先生如何从神色
苍郁、字音沉重的表演上体现了诸葛亮内疚自责的
痛悔之情。他说：“你们听戏，不要只听那些劲儿味
儿，要看有益于身心的感人之处。诸葛亮这几句念
白，感情何等真挚，胸襟何等开阔，知过认过嘛！”
说着，他又模仿了谭鑫培这出戏的一段念白，学生们
听得异常欣喜。

老舍先生是真爱京戏——爱听，爱唱。他在课上
由读文而演戏，由演戏而析文，将文与戏融会贯通，最
终帮助学生体会人物的感情。老舍先生的教学声情
并茂，深入浅出，学生不仅学会了读文，还懂得了文学
与艺术之间的联系。这样的老师，这样的课堂，怎能
不让学生终身受益！

老舍先生为母亲庆祝八十岁生日，大宴宾客，
他还请了京戏“堂会”，他自己也在席前清唱助兴。
1953年，老舍先生随慰问团赴朝鲜慰问志愿军。他
给战士们唱了一段京剧《钓金龟》，这出戏是老旦的
应工戏，他唱得韵味十足，当时在场的梅兰芳、马

连良对其演唱称赞不已。

会写京戏

作为剧作家的老舍先生以话剧享誉文坛，他的
话剧《龙须沟》《茶馆》可谓家喻户晓，其实他还写了
不少京剧剧本。早在抗战期间，他就创作了抗战京
剧：《新刺虎》《忠烈图》《薛二娘》《王家镇》。新中国
成立后，他又创作了京剧《十五贯》《青霞丹雪》《王
宝钏》。

我曾祖父的著作《徐兰沅操琴生活》中有许多老
照片，由于印刷质量不好，书中的照片都不甚清晰，但
我还是从一张影像模糊的照片中辨认出了老舍先
生。照片上老舍先生的左边是我的曾祖父徐兰沅，右
边是身穿戏装的马连良。这张照片是何时拍摄的，又
是缘何而拍摄的呢？1959年 3月 8日《北京日报》的
《演出广告》写着：“1959年3月9日晚，由老舍改编的
京剧《青霞丹雪》在北京市工人俱乐部首次演出。主
要演员：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周和桐；导演：王雁；
音乐设计：徐兰沅、唐吉、李慕良；舞台美术设计：张雪
峰、安振山、赵金声。”这段文字道出了这张老照片的
身世。这张老照片既记录了老舍先生和我曾祖父的
友情，又见证了他们的艺术合作。

《青霞丹雪》是一出新编历史戏，剧本根据《今古
奇观》第十三回《沈小霞相会出师表》改编而成。京剧
剧本的创作对编剧的要求很高，编剧既要有文笔，更
要精通京剧。因为老舍先生会唱京戏，所以在创作剧
本时，他用手有板有眼地敲着桌沿，一边闭目凝神唱
着自编的戏词，一边不断修改自己的戏词。他既把自
己当编剧，又拿自己当演员。他的创作很符合明末清
初戏曲理论家李渔所说的“手则握笔，口却登场”。他
编的戏词里有动作身段，有表情神态，因为他最知道
演员需要什么样的唱词和念白。他除了把自己当编
剧、演员之外，还从观众的立场出发进行创作，因为他
最懂老百姓喜欢什么样的戏。

广交戏友

京戏是角儿的艺术，爱戏的老舍先生自然结交了
不少京剧界的朋友。梅兰芳、尚小云、萧长华、郝寿
臣、马连良……都是老舍的好友。老舍爱他们的艺
术，更欣赏他们的人品，在创作京剧剧本时还会向他
们请教，跟他们交流。

1963年 1月 29日（农历大年初五），老舍先生到
我们家给我曾祖父拜年。我曾祖父送给老舍先生一

件特殊的礼物。老舍先生甚是喜爱，他在多篇文章中
都提到此事。老舍先生在《戏剧漫谈》一文中写道：

“首先说一个故事。今年的春节，徐兰沅老先生（徐老
给梅兰芳大师伴奏了几十年）送给我一个礼物。那是
梅先生画的一张扇面。这样的扇面，是梅大师当年唱
《晴雯撕扇》时候用过的。”

我曾祖父为什么会送给老舍先生一个撕碎了的
扇面？老舍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喜爱这个特殊的礼
物？或许这就是朋友间的默契。我曾祖父知道老舍
先生喜好书画，更了解老舍先生的为人。老舍先生虽
深知梅先生的绘画造诣极高，但绝不会以朋友的身份
主动向梅先生索画。况且这个扇面是梅先生在舞台
上使用过的道具，又是梅先生亲手绘制的，这个扇面
既有艺术，又含故事，实乃不可多得。老舍先生不仅
从这个小小的扇面中读出了梅先生对艺术的一丝不
苟，更读懂了我曾祖父的心意。最好的礼物不见得有
多贵，而一定要可心。

旧时京剧名伶虽然没有什么学历，但都具有较高
的文化修养，他们擅长翰墨丹青。我曾祖父最喜书
法，有“梨园第一书家”之美誉。老舍先生曾经送给我
曾祖父一把折扇，折扇的一面是老舍先生手书清代诗
人赵翼的一首七律《赤壁·依然形胜扼荆襄》，下款题：
兰老书家正字，老舍录瓯北句。另一面是老舍的夫人
胡絜青先生画的一幅《竹石水仙图》，上款题：养寿，徐
老正教，絜青。很可惜，这把扇子如今不知流落何
处。作为“清风纸半张”的折扇，既承载了书画雅趣，
又记录了人情过往。诗画相赠的情谊是清风明月，清
而不浅，淡而有味。

老舍先生爱京戏，但不是溺爱，而是一种深沉的
大爱。老舍先生把爱京戏、爱家乡、爱祖国融为一体，
他认为如果因为喜爱京戏而玩物丧志，耽误了国家大
事，那么宁可不要京戏。爱之深则忧之切，忧之切则虑
之远。老舍先生对以京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
了深刻地反思。《四世同堂》中，祁瑞宣很喜欢安静的老
式点心铺，那里面伙计干净，有礼貌，不会向顾客推销
什么。其实，老舍先生很喜欢这样的店铺，但在短篇
小说《老字号》中，老舍先生安排这样一家老式店铺被
一家会推销的新式店铺挤兑倒闭了，他对这家老式店
铺的感情是复杂的。老舍先生很明白，有些东西即便
再喜欢，但对时代来说已经不大适合了。 □徐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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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沉

1932年 4月 21日，《北平晨报·北
晨学园》第 285号上有一篇短文，题为
《关于署名的一个申明》，文末署名冰
森。冰森，即瞿世庄，《北晨学园》主
编。文章开头，瞿冰森说最近《北晨学
园》发生了一件事：“前些时候有‘甲辰’
先生在《北晨学园》发表《努力》及《纪念
歌德的意义》两文。编者当时简直记不
清有谁用过这个‘署名’，事后朋友提
起，才知道沈从文先生以前写小说时常
用‘甲辰’二字署名。当时本想登报声
明，事后我以为署名常有相同，也就罢
了。最后甲辰先生的《纪念歌德的意
义》发表以后，接沈从文先生自青岛来
信及申明一则……”然后，抄录了沈从
文来信和关于署名申明的启事。这封
信及启事未收入北岳文艺出版社2012
年5月版《沈从文全集》，天津人民出版
社2006年6月版《沈从文年谱》（吴世勇
编）等也不见著录，当是新发现的沈从

文集外佚作。全文如下：
冰森我兄：近见晨副常有用“甲

辰”署名之文章，不知者皆谓为从文所
作，因此名弟已用之五年，为时已不为
不久矣。今晨副既另有人欢喜用此二
字署名，即以此名奉让，亦无不可。惟
该文既非弟作，掠美实所不愿，故请代
为于《北晨学园》登一启事，用作申
明。至为感谢。专颂著安。

弟从文 四月十日。
近有署名“甲辰”，在《北晨学园》

登载纪念歌德及其他文字，不知为谁
所作。因从文数年来在各刊物上所发
表之作品，多用“甲辰”署名，故有疑及
此等文字上即从文所作者，远道来函
质问，无由奉答。查今年来在《北晨学
园》用甲辰署名所登载之文章，皆非从
文所作，特借申明，以示不敢掠美。

沈从文启
经查，《北晨学园》刊发署名“甲

辰”的文章有两篇，一篇是《努力》，载
1932年 2月 29日第 255号；一篇是《纪
念歌德的意义》，连载 1932年 3月 28
日、29日第 272号、第 273号。这两篇

文章均被安排在显要位置，可见其质
量并不俗。时在青岛大学文学院任教
的沈从文看了这两篇文章之后，特地
致信瞿冰森，称这两篇署名“甲辰”的
文章都不是他写的，为不掠人之美，故
请瞿冰森“代为于《北晨学园》登一启
事，用作申明”。

早在 1927年 1月 1日，沈从文在
《现代评论·第二周年纪念增刊》上发
表诗歌《曙》时，就开始使用笔名“甲
辰”。此后，有不少作品也是用这一笔
名发表的。在致瞿冰森信中，沈从文
说：“既另有人欢喜用此二字署名，即
以此名奉让，亦无不可。”可是，1932年
12月5日，他在上海《微音》月刊第2卷
第7、8期合刊发表小说《战争到某市以
后》，署名仍是“甲辰”。甚至到1933年
8月 1日，他在杭州《西湖文苑》月刊发
表《废邮存底》时，署名还是“甲辰”。
不过，这是目前所知道的沈从文最后
一次使用这个笔名。

瞿冰森接到沈从文来信以后，曾
去信问过“最近在本刊发表文章的‘甲
辰’先生，他说署名常有相同的，既有

沈先生的声明就够了”。这位“甲辰”
先生到底是何方神圣，待考。

署名相同，的确是一种常见现
象。翻检民国时期报刊，经常可以看
到署名“巴人”“巴金”“舒舍予”“废名”

“冰心”“柳青”“胡风”的文章，但这些
文章并非全都出自鲁迅（周树人）、李
尧棠（芾甘）、老舍（舒庆春）、冯文炳、
谢婉莹、刘蕴华、张光人之手笔。遇到
他人与自己署名相同的情况，有的作
家也像沈从文一样，公开发表声明，以
澄清事实、说明真相。如曾有好几个
人用“芦焚”这一笔名发表作品，弄得
王长简不胜其烦。1943年 5月 24日，
他写信给柯灵，希望刊用其作品时将
题目制版，以示与另一“芦焚”相区别
（见上海《万象》月刊1943年7月1日第
3年第1期7月号）。1946年8月12日，
他在《文汇报》副刊《笔会》上发表了一
篇《致“芦焚”先生们》，宣布以后署名
一律用“师陀”。因此，看到署名相同
的文章，应当反复考证，判定其归属。
否则，有可能会张冠李戴，将此“甲辰”
误认成了彼“甲辰”。 □陈建军

■语林指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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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爱戏

■往事

“邹鲁”一词，最早出于《庄子·天下》：“其
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
生，多能明之。”

《辞源》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邹，孟
子故乡；鲁，孔子故乡。邹鲁喻指文化昌盛
之地。”

《辞海》对“邹鲁”做这样的解释：“孟子生
于邹国，孔子生于鲁国，旧因用‘邹鲁’为文教
兴盛之地的代称。”

这种解释，实为牵强，甚至讹误。若“邹
鲁”事涉孟子，则读法应为“鲁邹”，因为孔子圣
也，孔子先也；若不涉孟子，则实指孔子一人。
此事庄周最有发言权。

《庄子》一书的作者庄周（约前 369—约前
286），与孟轲（约前 372—前 289），两个人是同
龄人，庄周只比孟轲小三岁。他们生活于战国
（前475—前221）始后之百年，其时天下大乱，列
国纷争，风气趋下。面对此情景，庄周在《庄子·
天下》中，对此大有感慨。其文有云：

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
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
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
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
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悲
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
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为明晰易懂起见，且用中华书局《庄子》书中对上述文字所作
的白话译文：

古代的得道者不是很完备吗？他们是具备了圣人和明王的
道德，取得于天地，而能哺育万物，调和天下，恩泽施于百姓，通晓
大道的根本，掌握末端的具体法度，六合通达而四时顺畅，大小精
粗应时变化，无所不发挥作用。古代道术里明显表现在礼法度数
方面的，在旧的法规法令中和世传和史书中多有记载；那些记载
在《诗》《书》《礼》《乐》书中的，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大多还是
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天下大乱之后，圣贤的学说不再显明于世，道德标准也出现
了分歧。天下的人各以一己之偏见自以为是……可悲啊，百家的
学术走向一偏而不知道回归，势必与古人的学术不能相合了！后
世的学者，最为不幸的是，再也见不到天地的纯美和古人完美的
道德风貌，古人的道术将被这一代的天下人所割裂毁掉了。

以此文观之，庄周对古代的得道者极力称颂，并对邹鲁之地
学者和官吏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而称许。“邹鲁之士”，以“邹鲁”代
鲁国，是以孔子故里以代之，既有地理之所指，又有人文之尊重。
其中的“士”，既有包括孔子以前的人，更包括孔子和他的学生们，
以及学生的学生，以及受其儒家思想熏陶的人。

《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前551—前479），生于鲁国昌平
乡陬邑。此地是其父叔梁纥所治之邑。《索隐》：“陬是邑名，昌平，
乡号。孔子居鲁之邹邑昌平乡之阙里也。”《辞海》谓，“陬，古邑
名，即鄹，春秋鲁地。在今山东曲阜东南。”陬，春秋时为邾国国
都。公元前614年，即在孔子诞生前六十年，邾迁都于绎（在今山
东邹县东南）。陬即为鲁邑。据考证，陬邑约在今曲阜东南的尼
山、鲁源一带。也就是说，孔子所生之地陬，本属邾国首都，邾国
迁都后，遂成为鲁国之邑。

孟子即孟轲，《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驺人也。”（驺即
邹）《索隐》云：“邹，鲁地名，又云邾，春秋时称邾国，又称邾娄国。
战国时，鲁穆公改号为邹。（《通志·氏族略》）”鲁穆公在位三十三
年，时在公元前 377年之前。说明孟子出生前，邾已改为邹了。
所以庄子亦称原邾国之都“陬”为“邹”。

这就是说，孔子所生地邹，与孟子所生地邹，虽同为邹而地名
异也。但两地相距很近，而且孟子的出生地邹，与孔子后来所迁居
的曲阜相距亦近。所以孟子说：“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因之
《辞海》所谓“孟子生于邹国”，乃是讹误，其时邹为鲁邑，并非国也。

再回到《庄子》文章中看，那先是颂古，颂邹鲁之士，搢绅先
生，即邹鲁之地的学者和官吏。因为他们都是受周礼和儒家思想
教育之人。而孔子——这位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史记·孔子世家》

“赞”中云：“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
矣。”谓将孔子的学说看做判断衡量的最高标准，可谓至高无上的
圣人了。

接着是“贬今”，言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古代人的
道术将被这一代人毁掉了。此处的“天下大乱”，就是指战国时代
的当时，难怪孟子也慨叹：“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馀岁，去圣人
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近）也，然而无有乎尔
（没有继承的人），则亦无有乎尔（也竟然没有继承的人了）。”（《孟
子·尽心下》）

庄子和孟子是同龄人，其时自然属于庄子所说的“今”之范
畴，当然与“古”无关，自然也与“邹鲁”无关。孔子早孟子和庄子
二人一百七八十年，自然属“古”。因而以邹鲁代人，指孔子也；以
邹鲁代地，指鲁国也；以人代地，言孔子至圣也。 □杨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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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逐渐寒冷，北京城内的各大冰
场也热闹起来，什刹海、北海公园、颐和园等
地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而冰场上最受欢迎
的项目莫过于滑冰车了。冰车是一种历史悠
久的交通工具，也是古人重要的冬季娱乐项
目，《燕京杂记》有云：“东西往来，如泛银湖，
又如晶宫，亦一韵事也。”

冰车也称“扒犁”，在古代称为“冰床”或
“凌床”。《史记·夏本纪》记载大禹治水的时候
“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可见，古
人很早就有用于滑行的交通工具了。

我国北方一些民族由于长期生活在寒冷
地区，会制作和使用一些冰雪上的交通工
具。《北史》记载，北室韦人“地多积雪，惧陷坑
阱，骑木而行。”《新唐书》中也有拔野古人“乘
木逐鹿冰上”和一些突厥部落的人“乘木马驰
冰上，以板藉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
激”的记载，这些“木马”应该就是早期的冰雪
交通工具。

元代出现了狗拉的冰橇或雪橇，称为“狗
车”。按照《札剌尔公神道碑》中的说法，狗车

在当时又称为“杷”。元朝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驿传体系，称为“站赤”。站赤除了马站、牛
站、车站、舟站外，在辽阳等处行中书省还设
立了特殊的狗站一十五处。这些狗站共养狗
三千只，用以在冬季的时候拉狗车。按照《大
元一统志》的描述，这些狗车“以木为之，其制
轻简，形如船，长一丈，阔二尺许，以数狗拽
之”，和现在的狗拉雪橇很相似，是当地冬
季运送物资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至明代，
狗站仍然保留，所使用狗车始被称作“扒
犁”。至清代，这种扒犁使用得更加普遍，
《竹叶亭杂记》记载生活在东北地区的赫哲
族人“冬时水冻，坐扒犁驾狗而行……日行
可六七百里。”

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依靠人力拉动的
冰车。据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载，“信安、沧、
景之间”，即现在的河北沧州、霸州一带，“冬
月作小坐床，冰上拽之，谓之‘凌床’。”这种

“凌床”也就是冰床，它由人力拖动，连当地的
官员往来都要乘坐。河北中部处于宋辽交界
地区，凌床的出现可能受到了北方地区民族
的影响。

到了明代，冰床逐渐成为人们冬季休闲
娱乐的工具，尤其盛行于北京。《酌中志》记

载：“至冬冰冻，可拖床，以木板上加交床或藁
荐，一人前引绳，可拉二三人，行冰如飞。”交
床类似于现在的马扎，藁荐就是草席，可见当
时冰床的制作方式已经和现在的冰车十分相
似。皇帝也会乘坐这种冰床游玩，《天启宫
词》中记载：“西苑池冰既坚，以红板作拖床，
四面低阑亦红色，窄仅容一人。上坐其中，诸
珰于两岸用绳及竿前引后推，往返数里，瞬
息而已。”皇帝御用的冰床不仅装饰华贵，还
需要好几个太监同时操作。

明代的冰床也有不同的类型。如《帝京
景物略》中有：“冬水坚冻，一人挽木小兜，驱
如衢，曰冰床。”这是一人乘坐的小冰床。《倚
晴阁杂抄》中有：“明时积水潭，常有好事者联
十余床，携都蓝酒具，铺氍毹其上，轰饮冰凌
中以为乐，诚豪侠之事也。”这是可以同时让
很多人坐上的连环冰床，可见古人的娱乐精
神一点都不亚于今人。在明代北京，有些贫
穷百姓甚至以拖冰床谋生，《酌中志》记载：

“近京贫民，于皇城内外，凡有冰处，拉拖床以
糊口。”

到了清代，北京的拖冰床活动更为热闹
和普遍。清初潘荣陛的《帝京岁时纪胜》中记
载：“太液池之五龙亭前，中海之水云榭前，寒

冬冰冻，以木作床，下镶钢条，一人在前
引绳，可坐三四人，行冰如飞，名曰拖
床。”那时制作的冰床，已在底部镶上钢
条，减少摩擦力。同书中还有“各城外护
城河下，群聚滑擦，往还亦以拖床代渡。
更将拖床结连一处，治酌陈肴于上，欢饮
高歌，两三人牵引，便捷如飞，较之坐骥乘
车，远胜多矣。”滑擦就是溜冰，可见在清代冬
季，北京的冰上运动已经开展得非常丰富了。

在清代，皇帝和王公大臣都热衷于乘坐
冰床。乾隆皇帝有《腊日诗》曰：“破腊风光日
日新，曲池凝玉净无尘。不知待渡霜华冷，暖
坐冰床过玉津。”《榆巢杂识》中记载皇帝的冰
床“其制似榻无足，似车无轮，以人挽行冰雪
中，至便。有施毡幄及饰以龙凤者。”御用的
冰床不仅装饰华美，还配有保暖的毡幄，清代
宫廷在举行冰嬉时，皇帝就会乘坐这种冰床观
礼。《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记载：“清制，西苑门
内有冰床，为王大臣设，床甚华美，如绿呢车
箱，行绝驶。”《燕京岁时记》中也记载，“近日王
公大臣之有恩命者，亦准于西苑门内乘坐拖
床，床甚华美，上有盖如车篷，可避风雪。”

对于清代北京人来说，乘坐冰床早已是
一项趣味盎然的娱乐活动了。《燕京杂记》：

“东西二壕，冬月冰结，设木榻渡人，谓之冰
床。床上可坐数人，一人挽之，疾于车马。有
好事者联属数床，置酒其上，东西往来，如泛
银湖，又如晶宫，亦一韵事也。”三五好友一边
把酒言欢，一边往来滑行于银湖晶宫之间，确
是人生一大韵事。杨米人有《都门杂咏·冰
床》曰：“十月冰床遍九城，游人曳去一毛轻。
风和日暖时端坐，疑在琉璃世界行。”

不过，在河道纵横的天津，冰床还保留着
交通工具的作用。清张焘《津门杂记》中记
载：“（冰床）其形如床，可容三四人，高仅半尺
余，上铺草帘，底嵌铁条，取其滑而利行，人坐
其上，一人支篙撑之，驰驱甚速。每到天寒地
冻，冰排盛行，往来密如梭织，四通八达，彼往
咸宜。”这种实用的冰床不再靠人拖拽，而是
像撑筏子一样用竹篙撑着走，是冬季便宜而
重要的交通工具。 □刘疆

■人物春秋

清张为邦、姚文瀚合笔《冰嬉图》,右侧为
皇帝所乘冰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