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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深处的佳话

时讯

彩墨津南

王庆峰

闲暇时间，随意翻书，发现关于故
乡津南名人的两则往事，不禁有所感
叹：有些人，犹如埋在地下的琥珀，或深
沉大海里的珍珠，时光终会赋予他们非
凡的价值。两则往事一是关于红学泰
斗周汝昌先生的，另一位则是关于清末
名将周盛传的。
周汝昌之名，在全国文化界可谓家
喻户晓，其学术成就已载入史册。周汝
昌在燕京大学时本在西语系读书，且在
学术小有成绩，而又是因何故，促使其
走上研究红学的道路呢？其中缘由，很
重要的一点当归于一封信函。
1947 年，周汝昌收到一直进行《红
楼梦》版本研究的四兄周祜昌寄来的一
封信函，言其看到亚东图书馆排版的
《红楼梦》内有胡适之撰写的序言，其中
谈到敦诚的《四松堂集》，又说未能看到
敦敏的《懋斋诗钞》，遂有让弟弟在京城
试着找一找的想法。于是，周汝昌便到
燕大图书馆认真查找，无巧不成书，周
汝昌在燕大图书馆真找到《懋斋诗钞》
一书，且发现了《咏芹诗》一诗，又以此
为依据写成《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
一文，后经其老师顾随的推荐，发表在
1947 年 12 月 5 日《天 津 民 国 日 报》的
《图书》副刊上。看到文章的胡适之当
即复信周汝昌，自此胡、周二人开始书

信往来切磋讨论有关《红楼梦》的问题，
盛军，继续屯垦训练事务，兴办街市，
进而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借
设 置 招 商 局 ，拓 植 稻 田 ，扩 建 小 站
给了周汝昌观摩研究。期间，周汝昌则
镇 。”可 见 ，二 人 均 以 国 事 为 重 ，相 辅
携书回到咸水沽休假。四兄周祜昌见
相 成 ，也 足 以 见 兄 弟 情 深 ，盛 传 之 名
书甚是欣喜，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竟将
高于盛波，有其特定历史原因，并无争
此书用蝇头小楷抄录了一个副本，为后
名之嫌。
期做研究留下了宝贵资 料 ，以 此 为 基
逝者如斯夫，有时遥望海河右岸，
础，周汝昌在次年写成一篇名为《真本
看波浪迭起，不禁会为自己生于津南
<石头记>之脂砚斋评》的重要学术论
这片热土而感到自豪。津南人才辈
文。正是这一契机，使得本来对古典
出，有许多先辈在自己的事业中孜孜
文学有浓重兴趣的周汝昌，在 1948 正
不 倦 ，成 绩 斐 然 ，何 故 ？ 仔 细 查 找 的
式立志研究红学。随后几十年中，在
话，其实在有记载的津南名人中，许多
周汝昌研究红学之路的几个重要节点
都是有关联的。除了上述两周氏兄弟
上，都得到了四兄周祜昌的无私协助。 之外，还有以周人龙为代表的周氏家
可以说，两兄弟为了共同的志向都是倾
族 ，以 于 晋 鲤 为 代 表 的 于 氏 兄 弟 ，等
力付出。
等，均在各自领域留名，可见其文脉。
另一则往事，说的是周盛波与周盛
津南古时乃是退海之处，多是盐碱洼
传的事。周盛传之名似乎要高于其兄
地，所以此处居民为了更好地适应环
周盛波，因“盛字营”与“传字营”两个小
境，多以艰苦奋斗、互帮互助为荣。沧
站镇域内的地名，似乎均是取自其名。 海桑田，便生成了其独特的人文环境，
而实际上，有可查文献是这样记载的： 也造就了津南人的内在品质。该如何
周盛波所率团勇号“盛字营”，盛传充任
总结津南人的内在品质呢？我想所谓
“盛字营”亲兵哨官，后李鸿章以抚标亲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应是
兵三营，改 为“传字营”，由周盛传独领
最好的概括吧。
一军。同时，在人们眼中，也有周盛传
这些沽上往事激励着津南人不断
功绩高于其兄长之见，而其兄弟之间应
奋进、忘我付出，成就一番事业，也流传
无此种高低看法的心态，在《津南区志》
下无数琥珀和珍珠一般的佳话，在时光
中有言：
“其弟病故后继任其官职，统帅
的深处闪闪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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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夏日的午后，我坐上了开往天
津北站的火车。一小时车程，五十分钟
地铁，从宝坻老家来到津南的新家。
刚踏进家门，看到大孙子在客厅里
玩耍，我顿时眉开眼笑。忘记一路疲
劳，顺手把刚满三周的孙子搂在了怀
里。他用那胖乎乎的小手拍着我的脸
颊调皮地说：
“ 爷爷！爷爷！我给您背
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听着他稚嫩的
童音，看着他天真可爱的笑容，我的眼
睛湿润了，抱起他走近阳台的窗户。
极目远眺，落日余晖悠远厚重；高
耸入云的楼房，四通八达的道路，树木
葱绿茂盛，片片成荫；花园里花枝绚丽，
多姿多彩；地铁站施工现场机器轰鸣，
热火朝天。
此时，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
感，泪水滴落在孙儿的小手上，八年前
买房时的情景不由浮现眼前——
那是 2012 年春节将至，和往年一
样，我买了年货并破例买了五百元的
鞭炮。
年三十早晨，我和妻子就忙活起
来：择菜、熬鱼、炖排骨……甚至把晚上
包饺子的肉馅儿都剁了出来。
中午时分，在北京、天津工作的俩
儿子陆续回到了家里。一家人围坐在
饭桌旁，边吃饭，边聊家常，脸上都洋溢
着喜悦的笑容。
“我在北京挺好的，两年来工作很
顺利，老板对我也很器重，过了年可能

孟连中

要升职了……”
强强高兴地说。
”爸！我的工作也很好，虽然入职
只有半年的时间，但在设计方面已得到
领导的认可，您放心吧！我一定再接再
厉，不会让您失望。有一件事特别烦，
我在河西区租两次房都不顺心。如果
有自己的房子该多好啊！
听完东东的话，我心里“咯噔”一
下，孩子受委屈，自己却爱莫能助，想到
这儿，脑子好像被抽空一样，食欲也飞
得无影无踪。
晚上，吃完年夜饭，我没有看春
晚，独自来到门外。望着夜空中五彩斑
斓的烟花，听着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最后下决心，将自己
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就是砸锅卖铁也
要在天津给东东买一套房子，让他踏踏
实实工作。
初一早晨，我和孩子说了买房的事
儿。
“爸！您不要想太多，我只是随便说
说，您和老妈这么辛苦供我们上学，哪
有钱再买房啊？您不要操心了，等以后
我们挣钱了自己买。
”
“放心吧！我手里还有些积蓄，再
借几万，买一套房问题不大。你们都
已长大成人，房子问题必须解决。等
你买好了房，再考虑你哥的问题……”
东东听了，拉住了我的手，泪水扑簌簌
流下来。
二月初的一天早晨，我坐上了开往
天津市区的客车。时间刚到中午，来到
了河西区小海地社区。
此时，陌生的环境使我眼花缭乱，
东南西北眼前分不清。望着鳞次栉比
的楼房，看着车流来往如梭，目睹彩虹

一样的立交桥，我呆若木鸡地站在马路
上踌躇不前，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悔的思绪萦绕了脑海，对市区如
此生疏，楼市的行情一窍不通，手里的
钱又屈指可数，自己上哪儿去找合适的
房子啊！想到这，越发觉得精疲力尽，
身体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
几天的河西之行，使我大失所望，
那让人胆怯的房价数字，使我产生了放
弃的念头。
第四天下午，我决定给东东打电
话说明情况，然后坐车回老家。忽然，
在珠峰商场附近看到了一家房产中介
门店，我抱着一线希望走进了店门。店
长是一位大姐，她热情招待了我！当我
讲出买房的条件时，她沉吟了会儿，然
后对我说：
“大哥！根据您的条件，在河
西区买房确实困难。但您不要泄气，可
以到津南区的“爱这城”去看看，那里交
通便利，规划中门口有地铁站，价格也
比较低……”
她的话让我心里踏实起来，如果在
那里买房，东东上班也近些，房价还能
接受，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想到
这儿，我便坐车直奔
“爱这城”
小区。
二十分钟后，来到了目的地。下车
的一瞬间，我惊呆了！这哪里有什么小
区呀？简直是望不到边的废墟，片片芦
苇在风儿吹动下轻轻摇曳；荒草萋萋，
看不到一点生机；一堆堆砖头瓦砾静悄
悄地趴卧在草丛里。抬眼望去，还能看
到一处处残垣断壁破旧的房屋立在废
墟中，这完全是村庄拆迁后破烂不堪的
景象。
看到眼前的一切，失落感涌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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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心里暗想：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
钱，怎么可能投资在幻影中呢？即使它
以后有所变化，也不可能与城区匹敌。
想到这，我扭头走到马路对面，去等候
返程车的到来。
蓦然，我的耳畔又响起了房产中介
那位姐姐的话。我决定去售楼处看看，
免得留下遗憾。紧走几步来到了售楼
处，富丽堂皇的大厅使我眼前一亮，在
这无人之境的废墟上它成了一道靓丽
的风景。
置业顾问小曹和我谈了楼盘的具
体情况。她讲得娓娓动听，给我留下很
深的印象：成熟的小区；人来车往的公
交站；方便快捷的地铁；建设一流的大
学城；繁华热闹的大商店等等如影视般
在眼前闪现……我不是在做梦吧？它
真如此百卉千葩？这一切是不是一场
骗局？一连串的问题使我手足无措。
最后，小曹又带我到样板间和施工现场
看了看。当我看到热火朝天的施工现
场，以及项目对面建好的小学和幼儿园
时，我心动了。于是，记下小曹的电话，
我坐车回到了老家。
几个月后，我怀揣着一张农行卡又
来到了“爱这城”小区。它变了！变得
让人刮目相看，一条条宽阔的马路映入
眼帘，有几栋楼房已经封顶，小区绿化
工作正有条不紊的进行，
“爱这城”的名
字也换成了“香雪苑”，眼前的景色使我
惊喜万分，便决定将梦想的种子播种在
这块肥沃的土地上，让它开花结果，长
成参天大树。于是，我给东东打电话，
让他来现场看看。
2012 年 8 月 1 日，正式签订了购房
合同，实现了我买房的心愿，津南区这
座“颜值”与“内涵”并存的活力之城，真
正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让我在生活的
打拼中，能够与安居的幸福同行。
“爸！吃饭了！”儿媳的叫声，打断
了我的思路，我如梦方醒，抱着孙子走
进了客厅……

红楼无限情

父遣放回来了。
哪知道，紧跟着我就也成了“秧子”
（绑匪黑话，管绑架对象叫秧子），而且
继家父之后进了(卤亢）子。
周汝昌
“盗亦有道”。绑票不是为了那个
“人”，是为了钱。所以非有极特别事
邪气。他们原本是敌伪的爪牙，窜到哪
先父安心要害他们，一个耳光，将帽子
故 ，是 不 会“ 撕 票 ”的（即 将 被 绑 者 杀
里，哪里百姓遭殃。咸水沽在长期的
打落在地……
害）——因为如若赎不回活的人来，那
“训练”
（经验教训）中，学会了一个笨招
正好！天赐良缘：
杂牌是走投无路， 谁还去送白填空的钱？家父抗匪出了
儿，即每逢“杂牌”来了，全体商号约会
跌跌撞撞，
逃向小站南边；
而绑匪则闭门
名，匪也知敬，又知道寒舍是个没钱的
规定，先给他们找着住所，然后一日三
家中坐，
“福”
从天上来——居然多年攻打
人家，地方上公众集资，满足了他们的
(19)
餐，地方供给，各商号家家须烙白面大
不下的咸水沽抗匪领头人，
今天却由杂牌
欲望，他们自然把家父放回来了。
饼，成筐成筐地抬送到“军营”，以饱虎
送上门来！匪首李某，
大为兴奋，
而杂牌
父亲深畏招惹风声，再生枝节，不
狼——用这种苦办法把杂牌军给“宾” 们因此都成了（卤亢）子里的“上宾”
。
敢回沽，暂往津市寻借一处藏身之地。
写呈子 劫秧子 进 卤亢子
住了，不好意思翻脸露本相、乱抢乱来
世上的事，
奇乎不奇？说书唱戏，
未
我在家得到喜讯，喜而不寐，连夜计议
了。——我至今还仿佛闻得到那大筐
必能听到看到这般的
“动人情节”
吧？父
到市内去看望父亲。有一姨兄孙君，和
卢沟桥事变，南开中学解体，我失
的上好洋白面、香油大饼的扑鼻香味， 亲为了地方，冒着与众多敌情明争暗斗
一位旧时在我家盛时当过“书童”的李
学回家，誓不报考敌伪学校。回家之
我们也不是常能吃到的。
的危险，
置自己的身家性命于度外，
苦撑
君（我们尊称之为三大爷），主动与我同
后，不但亡国之痛锥心蚀骨，而且乡里
记得后来从山东窜来的一批，穿黄
了那么久，
谁料想却这样地落于虎口。
往。三人兴致勃勃。
之忧益深，绑匪的踪影，一直也并未消
制服，名目好像是“巡盐的”。人们背后
咸水沽那一代人，真是好样的，出
那时，由咸水沽到市内，陆路还都
匿，他们多年来“占山”于一方，总无改
呼之为“烟台梨”。他们照样受大饼的
了如此特大意外变故，怎么办？他们没
是骡拉的胶皮大车，汽车极少，最方便
弦更张、改邪归正之心——满可以一变
招待。那时，侵华日军之败势已逐渐显
有“一哄而散”。我记忆中，众商民曾到
的却有一班小轮船，俗称“小火轮儿”，
而成为一支为国为民、抗敌扫奸的民间
明，这些杂牌自知不久，乃作“鸟兽散” 寒舍来慰问家母，并表示：
“ 您放心，老
每晨由沽东头关帝庙码头开航，走海
武装力量。不！如有人歪曲历史，为他
的打算——他们临走前，忽将先父及一
爷子为地方呕尽心血，什么也不赚，还
河，直抵金汤桥侧。我们当日“一行三
们涂脂抹粉，说成是什么什么名堂，那
些殷实商号负责人召去，表示要一笔
赔上多少，今日不幸落到这个地步，我
人”，起个大早，登上小轮，天气正好。
我可以举出硬证，证明他们是连侵华敌 “盘缠”，从此“告辞”。被召的这几位
们大家无论如何也要把老人家赎回
河行确是一件乐事，那时海河水势甚
军的一根汗毛都不敢碰的鼠辈。
人，推举了一个“能办事”的回去找商会
来！”我那时正好失学在家，每日一开
旺，风景实佳，两岸万苇森森，林树如
历史是个千奇百怪的万花筒，我经
快速筹一笔钱来……
门，就有乡亲们来问。我守在父亲的小
绣。我们观赏着河景，好不开心！
过的“新鲜事儿”，告诉今天的听“故事”
事情糟就糟在那位被推出来办钱
客室里，那儿还有几位是“常座”，他们
忽然，一声枪响，乘客们纷纷挤向小
的这一代人，管保谁也是不相信，必然
的“能人”，此公不知出于何心，久久不
定时来，来了一言不发，满面愁容，来陪
舱口，下舱躲避，不知出了何事，个个惊
心想我是在写“演义”小说。那年头儿， 依约先打个回复。这下子，贼人胆虚， 着我，并千方百计地探访讯息，有的甚
慌失措。此时，
船开不久，
也不过行至四
在天津郊区，真正肆害人的除了日军、 以为地方上会报告该管者，前来“整”他
至占卜打卦，想寻问吉凶的大兆头。
里沽河湾一带（还没由老海河湾进新海河
汉奸、
“翻译”、高丽浪人等等之类外，还
们——等人不回音，心疑“有变”，于是
经过了不寻常的“洽办”过程——
正身）。枪声落处，
小火轮听见喊声，
喝命
有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莫名其妙
急不可待，他们慌慌张张，拉开队伍，将
这回可得去求“眼线”了，也经过了很多
停航。不一会儿，从东岸上来了几个持
的“杂牌军”。谁也说不上他们的名色
召来（并软禁）的商会会长并大商号头
的曲折（曲折主要是匪首滚嘴，收了钱
枪人，上得船来，将所有男乘客赶往岸
与“来头”，只见其制服或黑或黄，破破
目人等，如驱赶羊群一般，往小站方向， 不放人，弄得地方上负责去送款领人的
上，
夺路而走（妇女都留在舱内）。
旧旧，一副“不成正果”的“军容”，浑身
落荒而走！后来听说，杂牌军官以为是
办事者几乎要“跳河”！
），最后总算把家
（待续）

心灵的映照
——简评《又见花椒树》
喻 言

见证
“脱贫攻坚”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无疑是当今最醒目的主题词。刊登于《天
津日报·津南时讯》副刊上的《又见花椒
树》，
以女教师扶贫支教的实践，
描绘了一
幅感受与思考，
记忆与当下情状，
“扶与被
扶”
互为镜像且身心开朗的美丽图画。
《又见花椒树》的结构并不复杂，
但
可以看出作者的精心布局和文章情感调
动的执念。从
“4 月下旬，
我奉命到秦安
复学”
到
“李宝被评为县级三好学生，
小
升初考试中，
三门功课全优”
，
再到
“培养
李宝学习上的自信”
到结尾，
是
“又见”
的
时间和空间描述，
也可以说是
“收获”
的
预期和结果的印证。文章回忆部分是本
文的重彩，
也是作品最能打动读者的精彩
所在。
“又见”
李宝场景用
“老师您是想粥还
是想我”
，
极简的笔墨给读者挖了一个坑。
而
“嚯！多日不见小家伙学会幽默了”
又给
后面的书写做了铺垫。看似不经意间的随
意，
当读到回忆部分就有了跌宕的感觉，
也更引发了读者的关注。
散文是
“说我”
的世界，
是自我情感
的表达。这类题材应注重个体内心世界
的自我解读和重铸，
你所有的素材是为
你的心路历程作为填充和补白，
而不是
把素材当做你书写的主体。
《又见花椒树》自始至终把作者看到
和亲身经历的故事，
用个人情感的自我
否定和批判来叙述故事，
就让读者有了
感动和思考。在这里
“扶贫和被扶贫”
的
错位，
是一种独到见解，
是思想的火花，
是带着独特思维写散文的实践。也是我
们常强调的
“散文思想性”
的涵盖——用
心灵的自我剖析，
吟咏贫困山区孩子朴
实高标的豁达品质，
也让读者感到了诗
与远方。
细节决定了散文的成败。文中的细
节是采用现场实景呈献给读者，
用细节
解读灵魂：
当李宝的奶奶用树皮一样，
条
条青筋凸起，
粗大肿胀的手指，
指甲黑乎
乎的，
大拇指探进褐色的粗瓷大碗……

这一系列的描写，
为读者呈现的是现实
的无奈和悲悯，暗示了扶贫的必要性。
可当
“我的胃翻江倒海”
时，
被李宝拿夺
过那碗水泼掉的举动所震撼。也让我读
懂
“花椒树，
枝蔓上挂满一嘟噜、
一嘟噜，
红丹丹、
晶灵灵珍珠似的小果子，
枝条上
又厚又尖的刺像利剑，
捍卫着尊严，
保护
着果实”的书写深意。当“洗了好几遍
手，
刷了三遍锅，
不是奶奶做的”
，
作者重
复事件的内心独白，
不得不让读者黯然
泪下。文中围绕花椒树三次写景，
不仅
让我看到了山村景色，
更深层次地体验
到，
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和深念。细节包
含了作者的情感也触动了读者心中最柔
软的心肌。
隐喻的使用是《又见》的行文高度。
花椒树生长在贫瘠黄土高原上，
多刺的
外在和散发浓郁麻香的本色，
形成一个
对立又统一的人格形象。对于李宝的人
格形象的定位恰如其分。人性在纷杂的
事务中呈现，
而隐喻又在人和物间互为
镜像，花椒树就是李宝，李宝就是花椒
树。花椒树的隐喻让我看到了作者情感
调动的技巧，
当然亦有作者内心自我解
读的敞亮和透澈。
《又见花椒树》以第一人称书写，
作
者起初带着优越感和救赎的姿态，
但随
着时间的流动，
被李宝的人格行为所震
动，
完成角色和身份的转换，
最终以仰视
和敬畏的姿态，
看待那一方水土，
那里朴
实憨厚的人们的心路历程。我也看过一
些扶贫支教的文章，
不少作者以观察家
的身份评判支教本身的意义。更有以救
世主的姿态，
用通过自身努力改变贫困
地区教学质量的说教，
给人有了一种平
淡无味的感受。
《又见花椒树》以青春的记忆和安
顿，
对
“扶与被扶”
的解读，
构成照耀秦安
叶堡乡小学的一束光，
这也许让我看到
散文的书写是一个未完成，
永远在路上，
不断否定和重建自我的过程。

◆手绘白描——小时候系列◆
作者：
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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