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姥姥70岁那年夏天，踮着小

脚，独自去了镇上的照相馆，拍

了一张七寸全身照，冲洗了一

摞，给子女每家发了一张，笑着

说，留个纪念吧，等我死了想我

了就拿出来看看。

姥姥从不避讳谈死亡，大姨

结婚时，姥姥嘱咐她，在婆家好

好过日子，若是村里谁家死了老

人，记得回来看看她便可。

那时交通不便，大姨嫁得

远，步行回娘家需半天功夫，平

日没事很少回娘家，若是不年不

节的回来了，八成是村里有人离

世。记得有一年，大姨村里的老

人一连走了好几位，大姨那个月

跑了五趟娘家。

姥姥祖上世代银匠，富甲一

方。姥姥婚后第二年，娘家遭了

抢劫，金银细软被洗劫一空，姥

姥的嫂子被当场吓疯，尚在怀中

吃奶的孩子不久也夭折了。姥

姥的父亲受不了打击，次月上吊

而亡。姥姥的大哥也因被强盗

打伤，半年后病重去世。那年，

姥姥家死了四口人。

这些都是从外人嘴里得知

的，姥姥从不提这些伤心往事。

但小时候我就知道姥姥家有很

多银饰，家里小孩一人一套。母

亲说姥姥结婚时陪嫁了很多金

银首饰，单银戒指就满满一脸

盆，破四旧时，怕被翻了去，大部

分都被大姨和母亲拿出去卖了。

姥姥从不提娘家的富有，印

象中她很节俭很会过日子，但对

四邻亲朋却大方慷慨。姥姥常

说，自己吃了填坑，别人吃了传

名。姥姥没上过学，但嫁了教书

先生，说话也变得文绉绉的，明

事理，通人情世故，是位要强的

女人。

姥姥86岁那年得了肠癌，后

期肚子疼得受不了便注射杜冷

丁，儿女轮班照顾她。我家和姥

姥同住一个村，母亲天天往姥姥

家跑。母亲说，姥姥饭量越来越

小了，疼得越来越厉害，杜冷丁

也不管用了，姥姥额头上都是

汗，她不停地喊疼。有一天姥姥

想吃南关桥上的馄饨，母亲冒着

大雪步行了十里路给她买了一

份，可姥姥只喝了一口汤。

那时我刚毕业参加工作，下

了班就去姥姥家看望，姥姥见我

去了便喊我给她按摩，从头按摩

到脚。母亲说，姥姥那么要强的

一个人，临老了改了心肠，见不

得别人在她面前休息一会儿。

姥姥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将

子女孙辈都召集到床前，说，我

知道我余日不多，便不再在你们

面前逞英雄了，难受就喊出来，

想吃啥便要啥，这是想告诫你

们，人死是一件极其不易的事

情，希望你们珍惜健康的日子，

有钱别不舍得吃喝，等老了得病

了，想吃也吃不下了。

第二天一早，姥姥没再醒

来，走得很平静。

多年后，母亲谈起姥姥，便

说，作为子女她尽力了，年轻时

为了替姥姥分担家务，她嫁给了

本村的父亲。姥姥小脚，这么多

年家里的重活累活母亲都抢着

替姥姥干，姥姥得病的三个月，

母亲天天守候身边，母亲至今

还记得姥姥想吃馄饨的那个大

雪天。

提起去世的姥姥，母亲没有

遗憾。后来母亲想起来，才明白

姥姥的良苦用心：姥姥离开人间

是有仪式感的，她的各种“作”都

是让儿女提前尽孝，等她死后问

心无愧。姥姥得病时，我天天给

她按摩，想起这些，就像在夕阳

下展开一幅柔和的画卷，温暖温

馨。那些错过的告别，都会成为

人们绵延一生的遗憾和哀痛，姥

姥和人生的告别从很早就开始

了，这一切皆因她深藏心底的那

块不愿碰触的伤疤，她不愿她的

后人再留遗憾，她要让他们学会

告别，从而更加珍惜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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姥姥的“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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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沽灶首张廷惠

精品连载

在汉沽早期的滩契

中，有一张汉沽灶首张廷

惠购买盐滩的滩契，落款

时 间 是 民 国 八 年 (1919

年），这也让我们对汉沽

灶首张廷惠有了更深的

认识。

清中期前，汉沽盐业

滩灶户呈松散状，盐商多

居于今天的天津市区，盐

商遂从灶户中挑选“殷实

可靠，品优德良”者代为买

盐。这种经纪人由于靠海

发家，所以人称“发海人”,

也是后来“灶首”的前身。

张廷惠为寨上张氏家

族第十五世祖，是汉沽第

一大滩户“桐裕成”的第一

代创业人。张廷惠家族自

清嘉庆初年始经营盐业，

原有盐滩十个。在弟兄五

人析分家产时，张廷惠之

父张长元分得“五工滩”两

副，年产大盐两千余包。

清光绪十五年（1889）张廷

惠开始自己经营滩业。他

为人豪爽，重义疏财，辛勤

节俭，忠实诚信，德望甚

高。他先是充当汉沽地区

的盐业“发海人”，后又被

公推为“灶首”。

彼时，汉沽所产原盐

主要发给天津八大家之大

盐商“益照临”与“益昌店”

之李善人家。无论两家批

购多少盐，盐船一到，准保

按质按量如数交足，从无

拖欠。清光绪二十一年

（1895 年）四月初三，汉沽

沿海地区发生大海啸，滩

地新盐原盐尽被冲化，坨

内老盐亦存无多，原来盐

价每百包盐约八两银，突

飞涨至每百包盐价一百零

八两银。海啸前各滩户与

盐商所定之约差价巨大。

众滩户以“天灾不可抗”为

由，提出退约退价，另按新

价重新定约，盐商亦表同

意。唯张廷惠非但不退约

退价，反而照原价如数交

盐，践履原约，并言“即已

定约，即应遵守，赔赚乃我

分内之事”。

张廷惠此举，在津众

盐商中引起轰动。大家纷

纷赞其恪守信用，崇尚商

德。从此，张廷惠的“桐裕

成”盐业渐渐发达起来。

他以自己的诚信与辛劳奠

定了“桐裕成”的发展基

础。张廷惠任“发海人”

“灶首”数十年，诚信为本，

殚精竭虑，“桐裕成”张家

遂成为汉沽首富。

光绪三十二年（1906）

二月廿一日，张廷惠牵头

联合汉沽 21 户盐灶户上

书芦台场署，造福乡里，兴

办新学，成立了“寨上民立

长芦小学堂”。 一百多年

来，这座汉沽地区第一所

现代小学堂，为家乡教育

培养出了无数人才。

光 绪 三 十 四 年

（1908），光绪帝、慈禧太后

先后死去，强令人民戴“双

国孝”，并禁止一切响器，

成兆才等人的莲花落遭到

禁演，演员生存出现困难，

被迫返乡。因无路费，一

行人只好沿京奉铁路步

行，沿途乞讨。在汉沽三

官庙前献艺乞食时，张廷

惠闻知，遂接众人至寨上

庄张氏家祠安置。供衣

食、请师傅、排新戏……

在张家祠内长达两年

七个月的时间里，张廷惠

建议将莲花落改为“折出

戏”，即按剧情分成场次，

在唱腔上借“二人传”的平

音唱法，还请来当时“庆

贤”梆子班河北梆子鼓师

宋冠英、“华盛楼”京剧鼓

师张永德及梆子名演员张

有（工武生，艺名小老儿）

等名艺人，从剧本、锣鼓

经、唱腔、化装、分幕表演

等各个方面，对传统莲花

落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艺

术改革，完成了向戏曲形

式的全面转化。戏班也改

为“庆春平腔梆子戏班”。

在张廷惠的助力下，

汉沽“庆春班”使莲花落从

内容到形式都有了质的变

化。张廷惠十分欣赏 11

岁的任善丰，将其收为义

子后，又确立了他主演的

地位——即后来评剧界大

名鼎鼎的旦角唱腔表演艺

术的创始人“月明珠”。评

剧经过脱胎换骨的改造

后，以其社会化的内容、通

俗易懂的艺术形式，博得

了各阶层的观众，深受工

人、市民及广大农民的欢

迎。“庆春班”的成兆才、任

善庆、月明珠等人，被后人

奉为中国评剧的祖师与栋

梁，汉沽亦堪称为评剧艺

术的发祥地。

寨上张氏家祠自清末

至解放初期，一直建有戏台、

戏院，是汉沽地区戏曲表演

的主要舞台（早期是本地唯

一舞台）——先名“大众戏

院”，后改“共和戏院”，是最

先为评剧先人提供展示平台

的场所。筱玉芳、芙蓉花、白

玉霜、筱俊亭、碧艳艳、花淑

兰等很多评剧名角都多次来

这个剧场献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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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了解到，群众中反映最

多的情况有这样几个：一是中小学

毕业生升不了学，相当多的学生毕

业后没有书读，没有工作做；二是

反映农民生活苦，农村和城市生

活水平悬殊；三是城市职工住房、

宿舍不够；四是猪肉等副食品供

应紧张。

3 月19 日到长沙，刘少奇在这

里多停留了几天。他开始尽可能

解决这些反映突出的问题，当然是

要从全局上解决。3月22日，他把

长沙市几所中学的教师、学生代表

请来开座谈会。他首先说：“同学

们，教职员先生们，你们好！你们

提了很多意见，我都看过了，已经

叫人给我摘录了。你们今天还有

话讲没有？现在还可以拿出半个

钟头到一个钟头来讲一讲。”

在刘少奇的热情鼓励下，年少

气盛的学生们又纷纷发言提问

题。比较集中的意见，还是对不能

升学不满意。有的说：“我无论如

何要升学，不升学就不干。”有的

说：“说来说去还是要我们下乡，我

们就是不愿意下乡。”有的说：“下

乡务农社会压力太大，老师、家长

看不起怎么办？”

刘少奇从全局情况讲起，一层

一层地给同学们讲道理：

同学们提的意见很多，有很多

具体问题应该交给有关机关解决，

现在我想讲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毕业生升

学的问题。今年的毕业生升学问

题，大家都很关心，同学们很紧张，

教职员先生、家长也紧张。今年

学校招生的计划还没有最后确

定，我还不大清楚，大体上我能告

诉大家几个数字。现在全国适龄

儿童不能入学的大约有四千万

人，已经入学的有六千多万；高小

毕业生五百万人中，约有四百万不

能升入初中；初中毕业生一百零九

万人中，大约有八十万不能升高

中；高中毕业生大约有八万人不能

升大学。不是说看问题要全面不

要片面吗？所以要了解一下全国

的情况……

认为参加农业生产是耻辱的、

丢人的、没面子见人的，这个观点

对不对？这是错误的，不正确的。

为什么说是错误的呢？今天在座

的同学们，你们的父母不是也有种

地的吗？他们干的都是不光荣的

事情吗？有的祖祖辈辈是种地的，

难道祖祖辈辈都丢了人吗？中国

六亿人口有五亿是种地的，难道五

亿农民都是可耻的、丢人的？这是

侮辱农民，这可不得了呀！中国就

是靠这五亿人，革命靠他们，建设

还是靠他们……

刘少奇讲了整整一下午。循

循善诱，入情入理，向学生们做思

想工作。

后来，刘少奇的这次谈话被改

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

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他在

另一次学生座谈会上的讲话被改

写成《中国青年报》社论《提倡勤工

俭学，开展课余劳动》。这两篇社

论在报纸上发表之后，全国的青年

学生争相阅读，组织讨论，对解决

这一代青年在升学、就业、学习经

费等方面同社会的矛盾起了极大

作用。

经过一个多月来在河北、河

南、湖北、湖南这一路的调查，刘少

奇对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表

现、产生原因和处理方针，有了从

感性到理性的认识。3月24日，刘

少奇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讲话，讲

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他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主要表现在

分配问题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的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上的主观

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错误，

而这些又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现

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国内的主

要矛盾。

刘少奇对干部们说：

现在几乎全国所有的闹事都

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利益，至于

带有政治目的的罢工罢课、游行示

威恐怕不容易发生……我建议省

委、市委及各个部门每年专门集中

地向他们征求两次意见，让人家把

所有的问题提出来，无非是提出几

百条几千条，归纳起来也就是那么

几类问题，还是有头绪的。征求了

意见后，能够解决的就解决，不能

解决的就加以交代，解释清楚，答

复人家，看这样好不好？不然有意

见没地方提，问题积累在那里，总

有一天火山爆发……

群众起来闹事，都有这样一个

过程：先是说闲话，乱七八糟讲，自

由主义；然后就正式提意见或派代

表交涉；如达不到目的就开会向北

京告状，向《人民日报》写信，出墙

报；再达不到目的最后就大民主、

罢工、罢课、游行示威。我们的官

僚主义就是不注意小民主，经过了

这么几个阶段还不理睬，非等到大

民主来了才不得不做工作解决问

题。我看说闲话是最好解决问题

的阶段。不要怕闲话，让他们讲，

不要批评、责备、禁止讲闲话，它就

是社会舆论嘛…… （连载9）

风雨历程：晚年刘少奇
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
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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