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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一个电话，对方是某杂
志记者，说想采访我一下，我一
想，我虽然也经常写点东西，但
还达不到被采访的程度。往下一
听才知道，不是因为我，而是因
为我的曾爷爷。

曾经偶尔听奶奶和父亲说起
过曾爷爷到欧洲打仗的事情，后
来偶然查阅资料，了解了中国派
华工参加一战的史实，有感于历
史就在身边，于是写了一篇文章

《一战中的中国劳工》，发在了羊
城晚报上。不想，2014年，一战100

周年之际，这家杂志社的编辑搜
到了我的文章，辗转联系到了我。

曾爷爷在我没出世的时候
就已经不在了，我当然没有任何
印象。爷爷奶奶应该知道得多一
点，但是爷爷在我很小的时候就
去世了，奶奶前年过世，零星知
晓曾爷爷事迹的，只有父亲了。
本着负责的态度，我打电话向父
亲了解情况。父亲极力回忆，但
也只是想起了几个支离破碎的
片段。

曾爷爷，我父亲的爷爷，姓
郑，名作海。当年在村里是个私
塾先生，然而私塾先生收入很微
薄，家中并不宽裕。1917年中国宣
布参战前，北洋政府已经暗中为
英法协约国招募劳工了，但当时
战局尚不明朗，不敢彻底得罪德
国，所以是半官方的。父亲说当
时负责到乡间招募劳工的是一
位神父，并不是北洋政府的工作
人员。曾爷爷应招，漂洋过海几
个月才到达法国。劳工下船，法
国人点名，中文发音极不准确，
曾爷爷识字，于是自告奋勇念起
了花名册。当时华工中识字的不
多，于是曾爷爷就被任命为华工
的一个小队长。曾爷爷在法国的
岁月父亲基本不了解，他只知
道，曾爷爷回国的时候带回来一
枚勋章，还有一个帆布军包。他
还知道，过了几年之后，曾爷爷
曾经骑着毛驴去周村（现为山东
省淄博市的一个区）领过一次劳
工费，具体多少不清楚，但父亲
说后来曾爷爷用那笔钱盖了一
套四合院，想来应该是笔不小的
数目。

曾爷爷有两个儿子，大儿子
就是我的大爷爷，二儿子就是我
的爷爷。父亲说，曾爷爷去欧洲
的时候，曾奶奶怀着我大爷爷，
还没出世，等他回国之后，大爷
爷都会走了，曾爷爷很开心，给
他起了个小名叫欧洲。小时候与
大爷爷同龄的老人叫他“欧洲”，
我还觉得怪怪的，现在想来原来
是和曾爷爷的欧战经历有关。

这是我们家的历史，也是我
们中国百年前的历史，我想了解
得更清楚一些，可是我都错过了。
爷爷去世之前，我太小，根本不懂
事，奶奶前年刚刚去世，我本可以
通过她，了解更多曾爷爷的事，可
是我这个不孝的孙子只顾着为了
工作奔忙，一年回不了几次家，就
算回家了，大多也是守在电视前
看球赛，又有几次静下心来，认真
听她讲过去的故事呢？

时间只是在缓缓地向前，每
一个人最终都会随着岁月的流
逝慢慢消失。曾爷爷漂洋过海去
过欧洲，经历了血与火的一战，
但回国之后，他还是和别的农民
一样，起早贪黑地在土地上劳
作，直到把自己最后一点力气耗
尽，最终与土地融为一体。作为
一个靠笔杆子吃饭的曾孙，我能
为曾爷爷做的也只有记下他的
零星事迹，让后人知道一百年前
曾经有十多万北方农民前往欧
洲，用自己的汗水与鲜血，为
当时积贫积弱的中国换来了一
场久违的胜利。

我的曾爷爷

亲历了“一战”

【民间记忆】

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位于
潍坊市奎文区白浪河畔，中西合
璧的展厅建筑，其屋脊酷似一只
巨大的龙头蜈蚣风筝。门前广场
上立有“鲁班风筝”雕像。八大展
厅以翔实的风筝文物资料以及
照片、文字、绘画、复制品等，分
别介绍了风筝历史、沿革与发
展，潍坊风筝流派及分类，国内
外风筝流派及精品风筝以及潍
坊国际风筝会等内容。

风筝起源于中国，古时称
之为“鸢”、“鹞”或“鹊”。古代哲
学家墨子居鲁山（今属潍坊青
州）时曾“斫木为鹞，三年而成，
飞一日而败”，这就是世界最早
的风筝。后来，墨子把制造木鹞
的方法传给学生鲁班，加以改
进，“削竹为鹊，成而飞之，三日
不下”，因此，业内一般将鲁班
看做是风筝的发明者。五代时
的李邺在纸鸢头上系竹哨，放
飞时，风入竹哨，发出像“筝”一
样的声音，故名“风筝”。

潍坊是我国重要风筝产
地，位于市区东北15公里的杨
家埠村便是风筝的故乡。杨家
埠风筝以做工考究、绘制精细、
起飞高稳而闻名。每至清明，潍
坊更是风筝的世界。正如当地
清朝诗人郭麟所作《潍县竹枝
词》吟诵的那样：“一百四日小

寒食，冶游步上白浪河，纸鸢儿
子秋千女，乱草新来春燕多”。

1988年4月1日，潍坊市被定
为“世界风筝都”。1989年，国际
风筝联合会成立，总部设在潍
坊。也正是在这一年，风筝博物
馆落成并正式开放。展室内最吸
引眼球的是1000余只筒式、板
式、硬翅、软翅、串式五大类风筝

精品。尤其是潍坊风筝，扎工细
腻，画工别致，造型新颖，构图
合理。风筝绘画上充分吸收本
土木版年画的某些特点，博采
京津画技之长，线条优美，色彩
鲜明，尤善夸张之法，形象栩栩
如生。最有代表性者当数长达
百余尺的龙头蜈蚣风筝。据说
其扎制工艺浩繁复杂，仅龙头

就需要100多根竹条，整只风筝
扎制需耗费一两个月的时间。
放飞时需要三四个甚至更多人
配合，先将尾部和身子中段渐
次放起，靠几十节“腰子”所产
生的提升力将龙头带往高空。
龙头蜈蚣扶摇蓝天时，摇头摆
尾，气势非凡，蔚为壮观。潍坊
传统的七星、八卦、鱼鸟、昆虫
以及筒子和传说故事人物造型
风筝，千姿百态，形象夸张，尤
其盘鹰、凤凰、蝴蝶和金鱼等造
型风筝与龙头蜈蚣一道，成为
潍坊风筝的经典之作。

世界精品风筝展示中，主要
对国外风筝发展简史，朝鲜、韩
国、日本、马来西亚、印尼、缅甸
及欧美的风筝进行了介绍展示。
朝鲜、韩国的风筝与中国类似，
骨架以竹条或柏木制作，面料为
高丽纸。日本风筝骨架也喜欢用
竹条，面料则用和纸，类似我国
的宣纸，风筝背面则常常沿袭中
国古法，装有响笛，图案色彩以
红黑为主，多装饰有汉字纹样。
风筝在马来西亚则被奉为神明，
做风筝骨架用的竹子还要选朝
向东方生长的。他们认为，不加
装饰的风筝就像人没穿衣服一
样，是不可以出门旅行的。因此
马国风筝无论图案设计，还是绘
画剪贴都一丝不苟。

□牛国栋

鸢之巢

鲁中之地潍坊，民间自古多高手，是传统的手工艺之
乡，素有“二百只红炉，三百砸铜匠，九千绣花女，十万织布
机”之说。高密剪纸、聂家庄泥塑、杨家埠木版年画……当
然，在全国叫得响的是潍坊风筝。而各色争奇斗艳的风筝，
则都集中在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内展示和保存。

从东平县州城镇到曲阜师
范学校大约80公里，如今顶多
两小时车程，可当年十几岁的
万里，那时的名字是万明礼，每
次却要走上差不多两天。

自1933年考上曲阜师范学
校，万明礼每年至少要沿着这
条路走上两个来回。每次离校
返家，或者是离家返校，万明礼
和他的同学们都是搭伙结伴一
起步行。放假了，同学们约好一
起动身，早到家的同学一个接
一个先后跟大家道别分手，离
学校越远，剩下的人越少，家离
学校最远的同学，只能独自走
完最后一段路程。

到了快开学的日子，则是
另一番景象，离学校最远的那
位同学一个人最早上路，按照
约定来到第二个同学家，两个
人一起顺路去找第三个、第四
个，离学校越近，聚集的人越
多，等到走进学校的时候，已经
是一支小小的学生团队了。

尚未弱冠，正是年少轻狂
时，走在半天不见人影的路上，

置身一眼望不到头的田野，没
了老师家长的管束，就像出了
樊笼的小鸟。

万明礼1916年12月1日出
生，是这群学生中年龄最小的，
固执倔强有主见，敢笑敢怒不
怕事。可这会儿却跟嬉笑喧闹
的同学完全不搭腔，手里捧着
书，眼睛盯着书，安安静静地读
着，规规矩矩地走着，像极了两
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模样。

万明礼酷爱读书，酷爱读
好书，正是为了这个，他在1933

年夏天第一次走过这条路，来
到孔孟之乡，以优异的成绩从
一万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

有趣的是，当年万明礼同
时收到了曲阜师范学校和
济南师范学校的两份录取
通知书，他和他的家人不得
不面临一个幸福的烦恼：是
到圣城曲阜，还是去泉城济
南？经过全家上下再三权衡，最
后决定与曲阜师范学校结缘。

1933年秋天的一个早晨，
身为曲阜师范学校新生的万明

礼，告别了家人，迈着轻快的脚
步走上这条路。有个叫张传禹
的学兄与万明礼一路同行，如
数家珍般讲解曲阜师范学校的
历史典故：全国唯一设在县城
的师范学校；校长范明枢“兼容
并包”的治学理念；震惊全国的

《子见南子》案件；九一八事变
后卧轨请愿抗日。

听着，憧憬着，遐想着，万
明礼的脚步越来越快，他趟过
泗河，走过孔林，走进古色古香
的曲阜城，终于来到了与孔庙
一墙之隔的学校。

1935年冬天的一个早晨，万
明礼等进步学生响应北平“一二
九”爱国救亡运动，号召全校学

生罢课，举行抗日救亡游行
示威。特务校长杨书田为首
的学校当局为了阻挠和破
坏学生的爱国行动，以省教
育厅的名义宣布提前放假，

指使警察逼迫学生立即离校。
万明礼面对警察的木棍和

皮带，满怀着屈辱和愤懑走上
这条路，他懊悔自己太年轻，思

想太简单，对杨书田的阴险狡
诈缺乏足够的警惕。走着，愤怒
着，思索着，万明礼忽然想起藏
在被褥里的《罢课宣言》传单，
马上取出来和同学们一起向过
路的行人散发。他相信，这一张
张传单，就像一滴滴泉水，终会
汇聚成抗日救亡的滔天巨浪。

1936年春天的一个早晨，
万明礼最后一次走上这条路，
他原本是要按照教学大纲，在
学校读完第六学期，顺利地拿
到毕业文凭，然后按照家人的
愿望，回到家乡当一名小学教
师，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可是，
命运却从此把他带上了另外一
条新路。根据省教育厅的指令，
全省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男
生到济宁、女生到邹平，参加著
名社会教育家梁漱溟主持的乡
村建设运动教育训练。就在受
训期间，万明礼经东平县最早
的共产党员董临仪介绍，光荣
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走
上了一条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
奋斗的新路。

□刘大军 万里：从东平到曲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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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敬刚

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
发。对青岛港早已垂涎已久的日本军国主
义借口对德宣战，以独立18师团和步兵第
29旅约5万人的兵力夺取德国胶澳租借
地。

8月初，日本军舰出现在青岛附近海
域。23日，日本正式对德宣战。27日，其第
二舰队封锁胶州湾。9月2日，日本第18师
团3万多人在山东龙口登陆，南下经掖县、

平度、即墨等地向青岛进发。9月18日，日
军独立第18师团之一部以数千人的兵力，
在崂山境内仰口湾架起两座充气橡皮活
动码头，登陆靠岸，直逼李村。在李村与18
师团本部会合，封锁了德军陆上退路，使
德军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然后兵分三路
进攻青岛市区，日德双方激战于白沙河、

女姑口、浮山等地。自9月29日至10月13日
半个月中，双方互相发射炮弹共计四万五
千余发。同时，日本空军轰炸德军阵地，德
军亦出动飞机还击。10月17日，德军“S90”

号驱逐舰向日军舰队发动袭击，一举击沉
日军“高千穗”号巡洋舰与“白妙”号驱逐
舰。10月31日，日军以破釜沉舟之势发起

总攻。经过一番激战，德军全线崩溃，各炮
台相继被占领。11月7日，德军战败投降。

日德战争给青岛人民造成了深重
的灾难：日军在仰口湾登陆时向崂山境
内的王哥庄、桑园、曲家庄等村庄进行
炮击，使村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
失，人畜伤亡、房屋倒塌不计其数。交战

区内，居民被驱赶一空。仅李村地区背
井离乡、外出逃难者多达12000余人，占
当时李村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市区内商
业停滞，市面萧条。到战争结束时，整座
城市已经是一片残破不堪的凄凉景象。

从此日本取代了德国，开始了对青岛长
达8年的殖民统治。

【名人寻踪】

□阿正

1914年9月18日，日军舰队在仰口湾登陆。

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大厅 牛国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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