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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鲍青
本报通讯员 王文峰

在宁津县杂技博物馆的墙廊上，张贴着宁
津杂技的大事记，以及对杂技发展作出贡献的
各界人士。而其中，以张富忱的经历最为独特
和传奇。他早年矢志爱国，入狱从戎，后以杂
技文艺作为抗日救亡动力，1949年后更为杂技
事业贡献了诸多力量。

“张富忱生活于动荡不安的旧时代。他深
受新旧思想的双重淬炼，人生经历和中华民族
命运几乎是同步的。而他对宁津杂技乃至中国
杂技的贡献，至今都值得我们牢记。”宁津县
文广新局副研究员张东洲说。

沐浴浸润新旧思想熔炉
光绪二十九年（公元1903年），张富忱生

于宁津县杜集镇张学武村。
当时的张学武村，共有一百来户人家，且

几乎都是同姓同宗，旧式的宗族观念非常强。
张富忱家既耕田经商，也读书识字，算是村庄
较为殷实的人家。

宁津县很早便以杂技知名。庄稼歉收的年
份，一些杂耍艺人便组成队伍，于逃荒途中表
演技艺，借此养家糊口。久而久之，杂技便成
了当地的一大民俗特色和文化传统。幼时的张
富忱，便和杂技结下了不解之缘。每逢农历九
月，他都要跟随父母到黄镇（今属保店镇）赶
杂技庙会。保店镇和河北吴桥相邻，两县的杂
技演出时常于此举行。

黄镇九月杂技庙会，约始于明代崇祯年
间，结束于日寇入侵的1940年，前后历时300余
年。庙会举办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艺人，竞
相在此摆摊献艺，热闹非凡。当地便有“不赶
九月会，不算生意人”的说法，此时也是张富
忱最期盼的时刻。庙会上形形色色的商贩、五
花八门的可口小吃，尤其是活灵活现的传统艺
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张富忱的足迹，时
常驻留在画风粗犷、做工细腻的脸谱前，说书
人行云流水的鼓板旁。而那些杂技表演小摊，
更让他流连忘返，心生向往。

张富忱从旁人口中得知，那些卖艺为生的
人，大多数是逃荒无着落的可怜人。他跑到说
书人的家中，和他们交朋友，学描写人物的书
帽套子。在和传统艺人交往中，对传统民间艺
术的热爱和认同，深植于张富忱幼小的心灵。
后来张富忱领导抗日武装，以文艺作为抗日武
器，以至建立中国杂技团，都与此颇有渊源。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是新旧思想激烈碰
撞、融合的动荡时期。在鲁西北的广袤平原
上，既有传统艺术的绵延不衰，也有新潮思想
的生发萌芽。

张富忱的族兄张近英，便是当地新思想的代
表人物。辛亥革命前夕，他在保定育德中学读书
求学。育德中学不仅是教书育人的摇篮，更是革
命暴动的机关。光绪三十二年，同盟会河北支部
的主盟人陈幼云，联络13名同志创办了育德中
学。在他们的努力下，这所中学成为河北同盟会
的总机关、保定革命活动的中心。张近英入学后
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在寒暑假期间，在家乡组织
起铁血会，秘密来往于天津、北京、保定、宁津之
间，运输军火，策划起义。

张近英在宁津宣传革命思想，引起了守旧
势力的恐慌。张近英又密谋驱逐宁津县令，建
立革命政权，更让他们愤恨不已。消息泄露
后，县令派人包围张学武村，但终未捕获张近
英。

辛亥革命爆发后，清帝逊位，民国建立。
不久，张近英从保定回到村庄，召集铁血会员
千余人，召开“庆祝中华民国成立同乐大
会”。他在村中悬灯结彩，将墙壁贴满标语，
宣传三民主义思想。他还用三张桌子摞起来当
讲台，发表了热情洋溢的革命演讲。

一股思想新风迅速吹遍宁津乡野。张近英
在家乡兴办新政，设立学堂，领着学生唱革命
歌曲。他还号召男人剪辫，女人放足。他首先
把自己的辫子剪去，还动员二女儿带头放足，
这成为乡间热议话题，一时效仿者和非议者皆
无数。一些遗老遗少，对张近英的做法嗤之以
鼻，还编顺口溜来哂笑嘲讽：“五色旗没有
边，中华民国闹不了几天。”

此时的张富忱上过私塾，粗通文墨，对新
颖之物有天然的好感。张近英不同常人的言行
举止，以及他带来的新式物件，让张富忱大开
眼界。沐浴于新旧思想之熔炉，张富忱热爱传
统艺术，又向往新潮事物。而走出闭塞故乡、
放眼外部世界的念头，在他心中逐渐悸动起
来。

声援五四两次被捕入狱
促使张富忱离开故乡的动力，其实是饥寒

交迫的生活。
因为田地纷争，张富忱的父亲抑郁而死，

张家也家道中落了。1915年，年仅12岁的张富
忱由父亲生前朋友介绍，来到天津，在北马路
北门西“双顺成东洋杂货庄”内做学徒，学做
生意。

当时的学徒，其实是给师傅当牛做马的奴
仆，不仅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学徒期间收入
还要全归师傅。三年学徒期满，张富忱每月能
挣一元薪金，他节衣缩食寄钱补贴家用。

无事之时，张富忱喜欢读书看报，对外部
形势、国家命运尤其关心。

1919年，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爆发。消息
传到天津后，当地学生群起响应。学生们手持
小旗上街游行，高呼“取消二十一条”“打倒
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抵制日
货，提倡国货”等口号。当游行队伍经过东洋
杂货庄时，张富忱从柜台后投出的眼神，满是
感动和钦佩。

张富忱开始主动联络游行队伍。经人介
绍，他加入了天津爱国团体“救国十人团”。
张富忱所在的商店，是专卖日货的买办企业。
他愤怒地捣毁洋货，被老板辞退。

“救国十人团”总代表、爱国资本家宋则
久听说张富忱因抵制日货被辞退后，便先介绍
他去卖进步报纸，以维持生计。第二年元旦，
宋则久又介绍张富忱到“天津北马路国货售品
所”工作。这个售品所不仅销售国货，还组织
剧团、英语班、商业研究班、广告设计部、唱
诗班、武术球类班，是一所门类齐全的实验学
校。宋则久根据张富忱的特长，让他担任广告
设计、社会交际和走街卖货。张富忱一边努力
工作，一边继续从事救亡运动。他发起成立
“中华青年坚决救国团”，并被推选为团长。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天津的爱国主义运动如
火如荼地进行着。随着反帝爱国斗争的日益高
涨，也引起了北洋政府的忧虑和警觉。1920年1月
23日，张富忱在参与救亡运动时，和天津国民大
会的请愿代表南开中学教师马千里一起被逮捕。
四天后，宋则久联合王卓忱等人，集合天津各界
市民五千多人，在南开广场举行第二次国民大
会，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要求放人。天津警察厅
于28日，将各爱国团体查封，宣布各界联合会、救
国十人团、国民大会等为非法组织，勒令立即解
散。此后形势急转直下，29日学生联合会包括周
恩来在内的26名革命者被捕。为了营救被捕代
表，天津多单位联名签字，向北洋政府具保，这才
释放全部被捕代表。

出狱之后，张富忱辞去天津工作，辗转来
到了东北哈尔滨。他在这里宣传爱国救亡思
想，又被奉系军阀以“鼓动作乱”为由逮捕下
狱，后经多方营救方才出狱。

出于爱国赤诚却两次入狱，给张富忱巨大
的打击。他清醒地意识到，单纯靠着一腔热血
沸腾，并不能改变混沌的现状。他决定报考军

校，投笔从戎。

投笔从戎无奈返乡自治
1925年，此前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推

翻直系政府的冯玉祥，接受了段祺瑞执政府委
任的“西北边防督办”职务，前往张家口上
任。他在李大钊和苏联顾问团建议下，在张家
口兴办了“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招收具有反
帝爱国思想的进步青年，以期从精神层面将西
北军打造为一支反帝爱国之师。

当年冬，张富忱考入西北陆军干部学校。
半年学习后，他转入爱国将军方振武的“国民
第五军军事学校”宣传队工作。

1 9 2 6年9月，冯玉祥率西北军“五原誓
师”，发布《五原誓师通电宣言》，晓喻中
外，宣布将部队改组为国民革命军。接着，他
挥师西进，过宁夏，出陕甘，然后挺进中原，
与北伐军胜利会师。

张富忱怀着激动的心情，跟随西北军转战
各地。他先后任方振武部中尉宣传副干事、国
民五军政治部少校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
军第四军团上校委员。正当张富忱踌躇满志之
时，他的上司方振武因参与反蒋，被蒋介石召
回南京，关押于陆军监狱。张富忱虽然于此无
涉，但闻听此讯，顿觉心灰意冷，毅然离军归
乡。

回到故土后，张富忱入乡随俗，穿起粗布
衣，抗起老锄头，挑起旧水桶，变身乡间人。
他和群众一块干活，一起休息，闲暇就谈心事
聊家常。村民们惊讶地说：“富忱变了，比以
前老邦（宁津俗语，意指老成持重）了。”

其实张富忱有自己的打算。他曾在湖南工
作，对当地农村协会印象深刻。后来随军到过
山西，参观过山西都督阎锡山发起的地方自治
组织“洗心社”。他想在村庄搞乡村自治，带
动百姓致富觉醒。

张富忱随即在村中宣传，发动百姓:“我村
一百多户、只要团结起来，八仙过海，各显其
能，只要一年工夫，就可改变村中面貌。”

1930年1月，张富忱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
会，提出治理村庄的意见，还产生了“张学武
庄村治筹备委员会”。筹委会成立后，首先对
全村土地，入学人口作了统计。接着，筹委会
将村中小学男生班改为中山小学，将村庄神庙
改为女子学校，让女孩也能入学读书。他还请
进步人士讲课，民间艺人说书，杂技艺人表
演，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

在村治协会领导下，全村气象一新，张学
武村还被评为全省模范村。

以文艺为矛发动抗日救亡
正当张富忱有条不紊地推动乡村自治时，

中国的民族危机正不断加深。
1935年，华北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

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订《何
梅协定》，将华北主权拱手相让。但在第二年
11月，国民革命军傅作义部取得百灵庙大捷，
消息传来，全国沸腾。

宁津旅津同乡会在张富忱提议下，以本县
三十万人民名义，发起向傅作义军献旗的倡
议。旗帜的设计工作，交给了张富忱来负责。
他经过研究，决定以鲜红的绸缎子为底料，仿
照湘绣绣上“醒狮”怒吼画，象征全国民众对
侵略势力的怒吼。旗帜反面绣有“国魂”二
字，上款写“献给为民族解放奋斗的傅军长和
全体将士”，下款为“河北省宁津县三十万人
民敬献”。旗帜制作完工后，由张富忱送往前
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民族
抗战开始。张富忱在故乡组织抗日武装力量，
并将此前创立的抗日救国会，于1938年青年节
改组为中国抗日铁血团。

“铁血团”抗日的一大特色，是吸收了一
批文艺人员参与其中。他们采用大鼓书、快板
书、说唱杂技等形式 ,在所到之处宣传抗日政
策，发动民众参加抗日斗争，取得了很好的效
果。

七七事变爆发一周年之际，铁血团在河北
南皮县召开抗日纪念大会，当时有数千人参
加。其中“铁血团”的画报、标语格外多，引
得临近百姓驻足观看。

在晋冀鲁豫边区，张富忱发挥擅长绘画、
懂得文艺的优势，在普及墙画发动抗日救亡方
面成绩突出。他曾就地取材，利用石灰、红
土、槐豆水、蓝靛水等简单颜料，创造了五彩
颜料，画遍队伍经过的大小村庄。这些生动的
墙画，不仅宣传鼓舞了群众，而且还为瓦解日
军、争取伪军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在莘县观城
镇一家地主的砖墙上，画了一幅《家族在哭
泣》的墙画。墙画描绘了日本兵家属在故乡悲
痛哭泣，盼望远在中国战场的儿子、丈夫或父
亲早归故乡的场面，形象逼真，感染力强。有
些参加“扫荡”的日军士兵看到该画后，竟然
落下了思乡的泪水。

张富忱还编写了《宣传技术百种》一书，
讲述如何利用绘画、杂技等传统艺术，服务于
抗日救亡运动。

为了加强抗日力量，张富忱要求八路军将
抗日铁血团改组为正规军。在智取宁津县城

时，张富忱就对八路军表达了此项意愿。八路
军上级决定，由派往冀鲁边区参与创建抗日根
据地的马国瑞与张富忱面商改组事宜。

1938年8月1日，中国抗日铁血团正式改编
为津浦支队教导大队，张富忱被任命为大队
长。从此以后，“铁血团”便成为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42年7月1日，张富忱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武转文矢志杂技发展
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原先在北平的

文艺工作者以及在华北根据地解放区和国统区
的文艺工作者，逐渐汇集到北平。在一场文艺
工作者的茶话会上，郭沫若提出“发起召开全
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以成立新的全国
性的文学艺术界的组织”的意向，得到全体与
会者的赞同。接着成立筹备委员会，确立了大
会召开的相关事宜。

7月2日，张富忱作为冀鲁豫边区的文艺工
作者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

九天后，张富忱和60多位与会代表，在北
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聚会。大家一起谈心，交
换曲艺改革的经验，讨论编写和演唱新曲艺。
他们决定，策划筹备成立曲艺界自己的组织，
而张富忱负责的就是杂技组织。

当年10月2日，中华全国戏曲改革委员会成
立（后改称戏曲改进局），其中就设立了杂技
小组，由张富忱担任组长。当时在张富忱眼前
最紧迫的任务，是出访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
家，展现中国绚丽多彩的传统文化。张富忱迅
速联络民间杂技艺人，临时组建起中华杂技团
（中国杂技团前身）。1950年，张富忱率杂技
团出访，在各国表演中国的杂技艺术，取得圆
满成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志愿军跨过鸭绿
江，奔赴战场。次年3月，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
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成立。委员会决定派慰
问团赴朝鲜演出，慰问前线浴血奋战的志愿军
战士，其中张富忱任“第一届中国人民赴朝慰
问团总团曲艺服务大队”政委（副政委刘大
为，大队长连阔如，副大队长侯宝林、曹宝
禄）。3月16日，他们启程奔赴朝鲜。在朝期
间，演员们不畏艰险，深入前线，编演了一批
反映战斗生活的新曲艺节目。张富忱带领杂技
团，为前线战士和朝鲜百姓奉上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演出。

当年5月，张富忱回国担任中国试验曲艺团
团长兼政委。

1956年，张富忱带领中直机关文化干部队
伍，支援贵州省文化建设。他经过调研，发现
这里没有国营杂技团体，而群众却对杂技喜爱
有加。为填补这一空白，他到全省进行调查摸
底，准备筹建贵州杂技团体。经过一年多的努
力，张富忱把在贵州境内演出的原山东马戏
团、山东马戏京剧团、京都马戏团整编为贵州
省工农兵杂技艺术队一、二、三队。1958年下
半年，贵州省、贵阳市和遵义市三个国营杂技
团体相继建立，张富忱任贵州省杂技团首任团
长。杂技团成立后，他带领演员在云贵高原崎
岖山区巡回慰问演出，用近两年时间走了两万
三千里，将杂技艺术送到了百姓家中。而他组
建的杂技团，也被誉为高原艺术轻骑兵，“贵
州的乌兰牧骑”。

1983年6月，80岁的张富忱在贵阳病故。

■ 红色记忆

他生长于杂技之乡，少年热忱救国，两度入狱投笔从戎；抗战全面爆发后，他以文艺为武器，组织发动抗日武装，

后又由戎转文，促进了中国杂技事业的发展。

张富忱：以文艺“矛”作抗日“枪”

□ 本报记者 鲍 青

明清之际的泰山之麓，曾隐居着一位叫赵
弘文的名士。他早年为光复社稷，曾血溅敌
营，幸而未死。尔后无奈出仕新朝，犹能秉公
为官，刚直不阿。厌倦官场倾轧后，他故作放
浪豁达，以儒释道为乐事，将悲愁苦思寄情山
水之中。

赵弘文的早年人生和科场顿挫息息相关。
这段充满崎岖与坎坷的岁月，也磨砺了他刚强
果敢的性格。

明神宗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赵弘
文出生于泰安岱东的谷家庄。少年的岁月，他
在无忧无虑的乡野度过。到了入私塾的年纪，
他师从当地乡儒，文思为当地所称道。22岁
时，赵弘文入州学读书，四年后中山东乡试举
人，春风得意，希望来年会试有所斩获。但此
后他接连参加礼部会试，却屡屡名落孙山，意
志消沉一时。直到中举20年后的崇祯十年（公
元1637年），46岁的赵弘文才中三甲同进士。

不幸的是，科场的喜悦还未持续多久，故
乡的老母便因病离世。赵弘文尚未施展抱负，
便回乡丁忧三年，再复职时已年届五旬。崇祯
十四年，赵弘文任礼部行人司行人，负责“捧
节奉使之事”，时常奉命巡按地方、出使四

夷。
而此时的明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四面楚

歌。一面是关外满清虎视眈眈，一面是西北民
变风起云涌，明王朝顾此失彼，只能等待末日
的到来。赵弘文巡按地方，常遭遇盗匪，身处
险境。他见兵燹萧索，百姓流离，却苦无救国
良策，只能临夜哀叹。

崇祯十七年，赵弘文奉旨巡视山西、山东
两省。当地官员面对京城的差官，难免要“颁
赐多物”，但赵弘文为官清正，对此皆“分毫
不受”。巡视工作完成后，他路经故乡，稍作
停留，却闻听京城被李自成的大顺军所围困。
他准备在故乡组织勤王军，赶赴京城救驾解
围。未料计划尚未实施，京城已经失陷，崇祯
帝煤山投缳。大顺军的一部也南下攻陷了泰
安，并设置了基层官吏维持秩序。

当时明廷所属泰安知州朱万钦闻知事变，
肝胆俱裂，仓皇挂印出逃。是年四月初，大顺
军所属泰安知州史可保到任。史可保为官较为
宽仁，所以每次出行，“士民伏道远仰”。数
日后，大顺军的防御使也来到泰安，他的到来
开启了泰安武装反抗的序幕。防御使一到泰
安，即逮捕赵弘文、萧协中等人，他每次拷打
乡绅，都要“逼迫缴纳饷银”。尤为可恶的
是，乡绅凑齐饷银放归后不久，又被捕捉继续

严刑拘于狱。大顺军将领的腐化贪婪，引起了
泰安民众的强烈不满。赵弘文出狱后，和弟弟
赵圣文商议，与原任高唐营游击的武举高桂联
络，联合乡民百余人，凌晨在泰城南门“夺门
突入”。众人在高桂带领下，呐喊齐进，冲进
防御使的官署，捕获防御使及部将十余人。待
宣布其诸多“罪状”后，斩首于当地遥参亭
前。

赵弘文随即起草檄文，号召各地起兵勤
王，恢复大明社稷。不久正在兖州作战的大顺
军郭升部闻听泰安生变，急忙回军包围泰安。
大顺军“三千余骑，四面环攻”。守军则由高
桂和赵弘文在城头督战。他们指挥士兵用弓弩
射击，战斗极为激烈，“自九时至十七时，大
顺军为飞驳所伤者约五百人”。郭升见屡攻不
克，正准备撤兵，城内却突起变乱，守兵大
溃，郭升乘机攻入。城破之后，高桂和赵圣文
阵亡，萧协中闻城破，“北向再拜，投井
死”，而赵弘文则被俘虏。他宁死不降，便作
为俘虏由大顺军押往北京听候惩处。

押解的途中，赵弘文虽屡受折磨，却誓死
不降。他趁守卫松懈之际，以刀自刎未遂，流
血溅红满地。不久，大顺军在吴三桂和满清贵
族的夹击下兵败山海关，随即迅速撤离北京。
郭升在逃亡之际，出于对赵弘文忠义的钦佩，

将他秘密释放。乱世之际，赵弘文如丧家之
犬，“求死不得”，萌发了“生是恨”的离愁
别绪。他一路奔波回乡，随即遁入山林，终日
不问世事，隐居于泰山之麓。

占领北京的满清军队随即南下，山东的残
明势力很快被消灭，清廷确立了在山东的统治
地位。当时任清廷山东巡抚的方大猷，是赵弘
文崇祯十年的同科进士。他获知赵弘文隐居在
泰山，便致信邀请他出山为官。信中，方大猷
以“新朝代雪不共之仇”做诱饵，赵弘文则每
以“老病累辞”为由相辞。方大猷见礼请不
成，便带兵前来相邀，赵弘文万般无奈下出任
新朝。

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赵弘文被清廷
任命为广东道监察御史，后改任巡按苏松常镇
等处。当时的吴地，刚刚经历兵燹打击，民心
失落，强人出没，地方乱成一团。上任后，赵
弘文打击污吏，减免赋税，平定骚乱，给吴地
带来难得的安宁，为三吴父老所称颂。据当时
南京名士、复社骨干张明弼记述：“（赵弘
文）初至即击大吏之垢狞者，有贤吏任期满了
就举荐，任期未满则即奖赏勉励。吴地风俗好
进献礼物，相互接纳，赵公力禁此俗，众官皆
不敢犯……”

第二年，赵弘文任满回朝。吴地为豪富之

地，他又身居重臣，但回朝所携之物只有文卷
而已。回朝后，他认为吴地人才众多，却因朝
廷政策的限制而不能才华得展，随即疏荐原在
明廷任职、享有声望的吴伟业、杨廷鉴、钱曾
等15位名士入朝为官。

但没想到的是，赵弘文出于公心的举荐，却
给自己带来了灾祸。回朝之后，他因不肯向权贵
行贿，久久得不到职位安排。更严重的是，他还因

“滥举多员、徇情市恩”的缘故，被人谗奏降职，后
降二级调用。赵弘文也不申辩，而是直接辞官，归
里筑梅花馆，潜心学道。

考之史料，赵弘文举荐吴伟业等人，多是出
于怜才之心，而非私心作祟。在吴伟业的文集
中，对赵弘文举荐自己只字未提，而且后世研
究者也未曾提及。赵、吴二人籍贯不同，中进
士年份相异，也没有一同为过官，没有交往的
记载。赵弘文在吴地为官期间，见当地多才，
经寻访所得遗珠，尔后再举荐入朝。

这次无妄之灾，让赵弘文心灰意冷，彻底
看透了官场的波云诡谲。回乡之后，纵使地方
官曾三度聘请，他也托辞老病，坚决不出。他
寄情山水，学佛道之术，以诗文自娱。

赵弘文隐于林泉，将心志情趣寄托在山水
百物之中。他尤爱梅花，喜欢它的凌寒孤傲，
曾作《梅花》诗云：“回首芳华梦里过，闲愁
不道晚来多。梅花几欲传春信，傲骨严寒奈若
何。”而他所修建的梅花馆，则是高卧泰安、
教授子侄的场所，时人记载“侍御（即赵弘
文）晚年，唯坐卧梅花馆中，调诸孤侄读书各
成名”。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赵弘文的文化号
召力，梅花馆成为泰安文人雅士宴谈交流的一
大中心。清代名臣赵国麟曾回忆道：“凡四方
缙绅先生，才人杰士，寓目驰怀于泰山者，往
往造访梅花馆。至则宾主尽欢，数日留连。”

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年），82岁的赵弘
文危坐而卒于梅花馆。

■ 齐鲁名士

从早年的举兵勤王、自刎未遂，到出仕新朝、清廉为官，再到厌倦官场，归隐林泉，他的人生恰如一条起伏变化的

“抛物线”，而不变的“轴”，则是对名利的淡泊。

赵弘文：血溅敌营，梅花相伴

张富忱的漫画作品

张富忱（站立者）与民族资本家宋则久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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