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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日子的一个周末，我到黄庄街
老米店水利枢纽去考察。 当时，老龙凤
闸正在提闸放水，滔滔河水从闸口喷射
而出，汇流至北运河南下。 关于这座水
闸修建，还要从牛角洼说起。
20 世纪 30 年代初， 华北水利委员
会为解决因永定河汇入海河导致的航道
淤塞问题， 在今北辰区屈淀村修建了北
运河节制闸和新引河， 将永定河水往东
导入了淀北塌河淀一带洼地。 由于永定
河为多沙河流，塌河淀很快被淤高，永定
河便经常会发生回流和倒灌现象， 而与
永定河在屈淀汇流的北运河， 也因此受
到影响，一到夏季，就会因宣泄不畅，进
而形成漫堤现象。 受此影响，牛角洼一带
数个村庄的田野，经常被洪水淹没。
牛角洼，就是指今黄庄水城一带，它
在小营村以东的京山铁路以南与龙凤河
故道之间， 往东以北运河为界， 面积约
9.9 平方公里，涉及小营、东洲、南三里
屯、黄庄、老米店等 5 个自然村。 这一地
区地势为西北高，东南低。 海拔在 5.5~6.
5 米，水深 1 米，平常年蓄水量 495 万立
方米。 民国时期，龙凤河自东洲村南改道
入北运河，受北运河顶托影响，洪水和夏
季沥水常年泛滥于此，故蓄水形成洼淀，
因其空间形状似牛角而得名。
龙凤河原于老米店村北汇入北运
河，因无涵闸控制工程，屈家店北运河
节制闸建成后， 受塌河淀放淤工程影
响，北运河的河底标高已低于放淤区的
地面标高，每当汛期放淤，必抬高水位，
为此，在老米店龙凤河入北运河口一带
经常会发生河水倒灌现象，使牛角洼变

雍阳史话

老龙凤闸与牛角洼
侯福志

成泽国。
据 1931 年 7 月 11 日的 《新天津
报》载，由于连日淫雨连绵，北运河水暴
涨六尺许，杨村附近的渡口、码头均已冲
没。 其中“杨村迤南龙凤河闸接之龙凤
桥，逆流西灌，势颇凶猛，该凤河（指龙凤
河）两岸均无堤坝，此水任其漫流，黄庄、
老米店、三里屯等村将被大水包围，数十
顷田禾收获又绝望矣”。
1933 年 8 月 6 日，《北京益世报》
载，北运河水自 7 月 31 日开始，因连日
淫雨，河水即渐渐涨发，待翌晨一夜间，
竟涨二尺许。 截止至 2 日又续涨三四尺
之多，以致河滩两次被淹，低洼田园均已
被水淹没。 尤其是“北宁（铁路）南三里
屯等十数村，良田千顷，均被灭顶，颗粒
未获”。
1934 年 3 月 14 日 ，《新 天 津 报》
载，
“
津北北运河自北仓（指屈淀）新引河
建筑闸口后，杨村一带之北运河水涨落
无定，镇南黄庄附近之龙凤河，客岁串入
黄庄、老米店、三里屯、寺上、东洲，至今

仍未退尽。 秋麦未能播种，今春结冰融
化，田地始见吐出。 当准备春播之际，而
北运河水两三日间竟涨三四尺，仍由龙
凤桥（老米店村北老龙凤闸处）逆灌西
侵，大水直达北宁（铁路）路根，以上各村
又被大水囤围，该路各桥口虽有重埝之
建筑，但透埝水仍徐徐北流，现铁路北杨
庄子、西梁庄，以及杨村迤西之麦苗，均
泡入水内，一般农民预测，本年水灾当较
往年有加无减云”。
为解决牛角洼倒灌积水问题，1935
年由河北省水利厅设计施工，在龙凤河
汇流处北运河西堤修建了反向闸 1 座，
共 8 个孔，每孔净宽 4 米，配备直升平
板钢闸门及软吊手摇启闭镝车一台，流
量达 146 立方米每秒。 修建该水闸本意
是想解决北运河水倒灌问题，但一遇洪
水，仍然会发生倒灌现象。 如据 1938 年
6 月 5 日的《新天津报》记载，“津北武清
一带，自连日阴雨后，以致北运河继续猛
涨，结至昨（6 月 1 日）晚，一日夜暴涨六
尺许，大水势将出槽，低洼田园均被淹

犹太人尊重读书和知识，并代代承
袭。 几乎在每一个犹太人家里，当小孩
稍微懂事时，母亲就会翻开《圣经》，滴
一点蜂蜜在上面，然后叫小孩去舔书上
的蜂蜜。 这种仪式的用意不言而喻：书
本是甜的。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抓周”，
放上笔、书、钱等物品，吸引孩子的注意
力，看他先拿什么，以预示孩子的未来。
2014 年底，地处武清文
化公园东侧， 一座现代化的
图书馆正式投入使用， 环境
优美，风景秀丽，书香浓郁，
成为武清百姓精神文化的家
园。 我在兴奋之余办了一张
读者证，很惭愧，我只去过一
次。 有些人嘴上说喜欢读书，
但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书籍
的召唤，我亦是如此。
我和书的又一次邂逅是在 2018 年
的春天，结缘于创意米兰英华汇书店。
温和的风推开英华汇的大门，一股
书香扑面而来，满屋的藏书，优雅的格
调，“可以调素琴，阅金经。 无丝竹之乱
耳，无案牍之劳形”。 我驻足停留，环顾
左右，目之所及一册册经典名著，一本
本炙手可热的畅销书。“书房是文人精

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堂”，这里有一种春
风拂面的舒适，淡淡的能闻到幸福的味
道，不受拘束，自然流淌。
此时我的心被牵动了，一个念头儿
在蠢蠢欲动——
—我要读书！
还记得第一次线下交流的情景，晴
空老师、大雨老师、志鹏老师、小小鸟老
师，还有一个怯怯的我。 《呼兰河传》让

没。 沿河渡口、码头全被冲刷漫没，一时
交通颇感困难。龙凤河节制闸，与泄水涵
洞两处，大水汹涌西灌，水灾区域积水，
因而续涨， 杨村迤西又演成一片汪洋”。
此后， 牛角洼又遭遇一次洪水侵袭。 据
1938 年 7 月 24 日的《新天津报》载，7
月 17、18 两日，“通宵大雨， 倾盆而降。
统计全县田禾大半均被沥水淹没……三
里屯、黄庄、老米店、寺上村、东洲、小营
等十数村庄，均被大水囤围，村民出入均
驾小船，水深约三四尺不等”。
这次洪灾给牛角洼一带带来空前灾
难。当时
“
灾民流离失所，携男抱女，露宿
堤岸，儿哭女号，情形至惨。房倒屋塌，十
之八九。 被淹毙命者，日有所闻。 京津汽
车公路（即京津公路）被雨水冲刷，坍塌
到处皆是，一时交通完全断绝”。
新中国成立后，为解决永定河下游
排泄问题，于 1954 年建成了官厅水库，
永定河上游洪水大部分被拦截，使输入
海河上游的来沙量大量减少。 1955 年，
在大南宫及杨村北部开挖了著名的龙
凤新河，大部分上游来水经由筐儿港排
入七里海，老龙凤闸的作用因此大大降
低。 1958 年，天津建成海河防潮闸后，
上游来沙已不再威胁大沽海口。 1971
年， 在屈家店闸以下又开挖了 61 公里
长的永定新河，将永定河水直接排入渤
海。 从此，牛角洼不再受北运河倒灌影
响，大部分洼地变成良田，只残存少量
水面。 1972 年，有关部门决定将老龙凤
闸堵死 6 孔，余下 2 孔未堵，留待龙凤
河排沥之用。
（天津市·武清籍）

丹彩融春

王士生 画 （武清）

云游天下

下天竺
诗 词

诗三首
刘国强

初 春
新韭缘根绿满畦，鸭婆拽拽拼肥溪。
娇莺四顾还犹豫，一曲春歌不敢啼。

桃 红
三月桃红日日新，夭而且灼飐饴津。
那时未了崔郎愿，负了东风负了春。

四 月
欣逢四月旧曾谙，多少丹青笔上贪。
画蝶滕王睛不点，怕衔春色过江南。
（区职教中心）

春

灯下漫笔

读书在春日
郭书义
我读懂了萧红孤寂凄苦的痛，我的神经
在颤抖，为作者无趣的童年、为被残害
的小童养媳、为闭塞悲惨地生活在呼兰
河的人们。 回归读书的心情是惴惴而欣
喜的，如蜂蝶伏在盛开的花朵上，贪婪
地吸吮着；如南巡北归的新燕，挨过了
漫长的严冬，衔起开河的春泥，筑巢造
窝迎鹅黄，期待羽翼渐丰之时可以展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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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芝

谜 语

一
煦风催柳今宵绿，细雨浇花不久临。
十里长堤呈画境，小园红杏赋诗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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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苞欲放自纯真，掩面清幽万象新。
醉影石边闻惬意，吟歌小鸟意深沉。
（武清）

谜语：孪生兄弟，履行协作，你追我赶，
你起我落，十个和尚，分居两旁，日同
（猜一人体器官）
行路，夜同卧床。
（谜底将在下期同栏目揭晓）
上期：左边一千少一些，右边一万多
一点。
（仿）

飞翔。
曾经热衷逛街购物、 穷游海聊的日
子是膨胀而空虚的， 仿佛沙漠中长途跋
涉不辨方向的旅人，迷茫困顿。 如今走在
春光里，展开一卷书，眼前的绿洲描绘着
生机和希望。 读古华的《芙蓉镇》感受美
好的人性在蹉跎岁月中闪光； 读龙应台
的《目送》，明白了“有些事，只能一个人
做；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读
刘欣慈的《三体》，眼界阔达了
人生格局；读杨绛的《我们仨》，
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
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我们曾
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
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
毫无关系”。 这位百岁老人心素
如简，平淡似水。 我终于明白了
“书犹药也， 善读之可以医愚”
的道理，此时内心犹如溪水流过，清清的
能触激安心的味蕾，清冽甘甜。
巴甫连柯说：“书籍使人们成为宇宙
的主人。 ”有时生活并不尽如人意，烦恼
和欲求会织成一张无法挣脱的网， 如围
城欲出不得。 此时一本书在手，便有春光
无限。 你会读出一盏茶的关切，读出一首
歌的情意，读出一次错过的开解。 用心读
懂生活的细节， 我们发现诗意灿烂着每
一个季节。
“好书是伟大心灵的富贵血脉。 ”读
书在春日，是一种云朵飘过晴空的自由，
轻轻载过安详的逍遥，轻松愉悦；读书在
春日，是一种花草展开笑颜的欢喜，柔柔
地抚慰心田的寂寥，舒适熨帖。 我们阅读
了很多文字， 但对这个世界还是品读得
太少。 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应该从热爱读
书开始。 读出人生的诗意浪漫，是春日里
的和煦阳光，是庭院里的满树花香。
让读书成为一种习惯， 让微笑传达
最美的语言。
春日里，读书的感觉，真好！
（杨村第八中学）

钟 荧
下天竺又名法镜寺，是杭州“三天
竺”中最靠北部的一座寺庙，也是唯一
一座由女尼组成的寺庙。 我与朋友曾
在某堂课上结识了这里的一位法师，
受她之邀， 于去年春暖花开之时到此
处禅房品茶。
这座寺庙处在群山环抱间， 后接
灵隐翠屏，前连云栖竹海。 在杭州城里
都算是一等的清幽去处。 这是清明后
的第一个周末，刚下了一场雨，轻薄的
絮状云朵围绕在四周的靛青色山峰附
近，峰下尽是浅碧色的水汽。 寺外是蜿
蜒的河流，穿桥绕路，通往另两座天竺
寺院的方向。 河里飘着大片的水藻与
青荇，莲叶尚小，密密实实地挤在拐角
的石桥下。 寺院的外墙是惯有的明黄
色，亭台层累，楼阁参差，回廊曲曲折
折穿插其间， 被寺院前后的高低树影
压着，纵是红黄的配色也不显俗气。 我
们绕过游人参拜的前院， 从角楼旁的
朱色栅栏处进入僧众居住的禅房。
邀请我们的女尼法号庆圣， 是位
年轻的法师， 她单住在进门右手边的
一座禅房里， 这里的外间主要用来会
客，一面墙是干净的透窗，另一面墙是
仿古的月亮门。 早上的阳光穿透树影
照入室内， 把红木桌椅与白瓷茶具都
映出柔和的光彩。 庆圣与我们结识于
课堂， 聊起天来话题自然也和课堂上
相关：汉语音韵、汉译佛经……她说起
话来语速并不慢， 思考问题时也会皱
起眉头争论，相比僧人，看着更像个学
生——
—她也的确是个学生： 这位佛学

研究者正打算到国外的东亚文化研究所
进修博士学位。 我们在袅袅茶烟之中聊
了一个上午， 直到正午的阳光有些刺眼
了，才告辞离开。
在来客的斋堂吃过午饭后，我与朋
友绕着寺庙寻找出口， 由于贪玩好动，
又不太识路，不知怎得便绕到了寺院之
后一处人迹罕至的小景。 这里有数棵枝
干遒劲的榕树，不似其他树木那般高大
挺拔，而是盘龙结绳般层层缠绕，新叶
青苔连同气根旁枝逸出，掩住白石垒就
的小径。 这种窄小的甬路恰是我们的最
爱，我与友人对视一眼，没多说什么，便
拉着她的手踏上了白石小径。 雨后的石
苔滑腻，路面潮湿，我们几番跳跃，才到
了石路的尽头。 尽头的枝叶间是块“美
人靠”形状的大青石，石面嶙峋，说不上
美丑。 在青石的中部，以朱笔小篆写了
三个工整的大字“三生石”，让我俩都一
惊，然后忍不住笑出声来。
相传： 昔年李源与僧人圆觉为友，
圆觉于南浦遇怀孕妇人， 认出投胎之
所，留下十三年后天竺寺外相见的约定
后，便溘然长逝。 李源感念旧友，于十三
年后赴约，在“三生石”畔与已经转世成
为牧童的圆觉相见。 牧童送他“此身虽
异性长存”的绝句后便杳然无踪，只留
下代代相颂的传说。 由于“
缘定三生”这
一意味太过浪漫，“三生石”逐渐变了意
味， 成了情人们海誓山盟的神圣之所，
哪怕身在杭州多年， 我们也没能想到，
会与这块石头在此时此地邂逅。
这实在是诙谐的事，无论是结缘还
是修佛，“三生石”的含义似乎都扣不到
两名少女的身上。 但我们又的的确确与
它遇见了，纵然不合时宜，也有另外一
种妙处存在。 于是，离开的路上，我和朋
友之间的话题也被有关石头的笑谈所
牢牢占据。
雨过天晴，下天竺目送我和友人离
去，等我们转身再想时，只觉恍然如梦。
（武清）

连 载

张振发

五、李氏太极拳的武学思想
博学广积明奥理
才兼文武集大成（6）
李派称“刚柔”为“两架”，两架
生二劲，即刚柔二劲。 二劲潜于内，
化于意，显于形，所谓“柔形之术，
藏刚之功”。 李瑞东依“天人合一”
之理，将“刚柔二劲”系统融入拳
理，而生“八刚劲”和“十二柔劲”，
惯称“八刚十二柔”，此乃李派拳法
之特色。
《太极六十四式》 歌云，“高提
手势朝天望，白鹤亮翅半斜宜。 搂
腰拗步分左右， 手挥琵琶似展旗”
和“撇山一捶回头看，上步搬拦推
法奇。 上势又使揽雀尾，单步推出
步前移”等，皆呈现动静之“摩”和
刚柔之
“荡”。 李瑞东的《拳论》既突
出随机而“动”和“以静制动”，又突
出“刚柔并施”和“避锐就虚之法”。
犹如《太极拳经》云：“太极阴阳，有
柔有刚。 刚中寓柔，柔中寓刚。 刚柔
相济，运化无方。 ”无方，即有方，无
方之方，乃至高的虚空境界，被视
为
“造化”。
“柔”，是李派太极拳指导要领
中的重要标志之一， 李派传人指
出，李派太极之“柔”，具有并一直
强调和注重以下内涵意义。 1、柔之
产生。 认为非慢即柔，要求太极之
柔应有“去僵化柔”过程。 这一过
程，呈现“法”（方法）与“度”（标准）
的把持。 2、柔之功效。 柔，要有功
效——
—化。 要通过从
“柔”到“化”的
过程，达到内气疏通，经络和畅，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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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脏腑产生调息与温养作用， 以颐养
生命；3、柔之成分。 认为非松即柔（松
是软）。 柔，必须内涵“
刚”的成分。 太极
之柔，必须和刚相生相依，所谓“刚柔
相济”“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太极之
“柔”，应保持刚的待发状态，这个“保
持 ” 和“待 发 ”， 即 是 柔 的 成 分 之“圆
满”。 4、柔之本质。 柔之本与质其本意
皆为气也，即内气、内劲、内力和内功
等。 应于柔，源于气，化于和，显于刚。
李派有言：“刚中无柔不为坚， 柔中寓
刚乃纯刚。 ”
七是对神意大道的理解。 李派所
谓
“
太极神功”，盖涵一实一虚之理。 李
瑞东在《虚实论》中有言：“盖实者，虚
之伏。 虚者实之变，实变必虚，虚变必
实。 ”而太极拳中“虚”有两大作用，即
向“实”转化和提升“实”的“虚化”，即
“入化”。 李派名家贾仕文先生解析道：
“比如拳势中的两脚之虚实，实的一脚
为重心支撑点， 但虚的一脚可能正是
内气运变待发的实点。 善于体悟和运
用这种‘虚实’转换之劲力，可理解太
极神功之‘
神意’所在。 ”
李瑞东对“神意”多有论述：“太极
功惟以神意为先也， 神生于心镇定泥
丸发之于眼，神为一身之主人翁也，意
乃属土，为神之表率焉。 ”又言：“留之
用之者神也， 所以无神以御之则土不
动而意无灵矣，神若无意则无宅舍焉，
所以神恋意，意恋神。 ”再言：“意之为
用大矣。 任意所之无不合理，随意而行
无路不通。 路者道也，道者土也。 道路
无土于何着足而行也？ 意乃先天之真
土。 ”（
《李派拳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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