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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

郑万和

暖流

◆哲理故事

舞文弄墨

再有就是不止一次为张伯驹先生
代笔了，有七律，有信札。记得郭沫若
贬《兰亭序》为伪迹时，张先生非常反
对，定要上书于周总理，命我代笔撰呈
函。我也作了，但心知这根本无用——
周总理如何能管得了这样的奇事？

至于不属代笔捉刀的自己为文之
例，也举二三，以存雪鸿爪迹，彩“豹”斑
痕——

我还在初中之时，年只有十六岁，
每逢星期日，二哥必来探看，因星期日
可以不请假而出校，故偶尔相伴到附近
走走。一次，在学校西侧隔马路不太
远，忽发现一处鹿苑，空场中养着不少
梅花鹿，有大有小，十分可爱。问知此
乃乐仁堂老药店乐家的地方，养鹿专为
取茸取角以为珍贵药材。二人观赏半
日，不忍离开。

随后，二哥忽萌一念，可以说是本
无可能的“妄想”。原来，我家一位老表
亲刘子登，在吉林经营木行，他有一年

慨赠爷叔（我父亲）一对鹿，养在我们小
院里的西北角上木栏里。那鹿是用巨
大木笼运来。因他只买到雄梅花鹿，配
了一个不相称的高大的母麋鹿，而且在
路上伤了后腿，成了瘸子——这不成
“对”的夫妻无法生养小鹿。二哥的奇
想是：向乐家主人洽商要一个小母鹿，
不知能成与否。反正不成也无妨，他就
让我写信去“撞”一回试试。

于是我得到了“弄文”的机会，依嘱
写好付邮。

这本来是“异想天开”的事，也未
敢真抱什么希望。谁知，乐家主人对
一名初中学生的如此一份不情之请，
竟然很快回信，慨然愿赠小鹿，嘱派人
前去领取。

二哥高兴极了，马上信函报告于父
亲。这一新闻性消息在敝乡传为罕闻
的盛事佳话。

幼年往事，尚非真正本领；等到升
高中，直到入大学，因家境不丰，难支费
用，皆是靠成绩及一份奖学金申请书来
办大事。

我的年级，不算小学的多次停课耽
误，单说中学，本应是1937年毕业生，
只因日寇侵扰，我到1939年方得投考
燕京大学，次年入学，文学院长是周学
章先生，批准了“全免”的奖学金数额。

抗战胜利后，1947年才又以“插班”身
份再次考入燕大。这次入学，则周院长
早已作古——我回燕大，先是向他夫人
联系寻求协助的。重到燕大时文学院
长是梅贻宝先生（巧极了，周、梅二公皆
津沽人也）。手续逐一办毕后，方见院
长，呈上各种单据、选修课表请审核签
字（方能交注册课，算是正式入学，否则
无效）。我见梅院长时，他问了我两句
话，用眼打量我，似有所思，然后签了
字，我致谢而退。

以后，有同学张光裕兄者，为梅先
生作助理工作，一见我，必然先说：“梅
院长夸你是个才子！”我问梅先生从未
看过我的文字呀！他说：“梅先生说你
的申请书写得最好，怎么说没见过你的
文笔？”

此言张兄特别津津乐道，仅是向我
重复讲说，就不止再三了。

那时的文字，仍很幼稚，但能获梅
先生的青鉴，却感很大光荣，至今难忘。
诗曰：
书生弄笔似寻常，奖学年年赖主张。
更有奇情兼盛事，梅花乞鹿乐仁堂。
读者朋友，编辑先生，乃至家属亲近

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总不写写自己的
“人生”——所谓爱情的经历和想法？

这问得有道理，有来由。每逢此

问，我想得不少，可是到底感到极难如
愿而行之——因为实在不易变成“文
字”，更不易成为“文章”。

在这方面，我就更觉得曹雪芹才是
真正的了不起，真正的伟大，真正的豪
杰英雄，常人是万难望其项背的。

这事之难，并非一端，实在太复杂，
太微妙，太超乎语言之外、文墨之表。

然而最困难的焦点是先得解决一大
前提：“爱情”究竟怎么理解与“界定”？

这个大前提定下来之后，才轮到了
随之而生的两问——

第一，我有过真正的“爱情”生活经
历与感受吗？
第二，我有资格写自己的“爱情”吗？
我这样说（推理逻辑式的思索与参

悟），怀之已久，总不曾触及它，原因是
什么？是不知道说出之后，人家能接受
否？会不会反生误解错认？今日既然
“狭路相逢”，逼我非讲不可了，我只好
斗胆说句老实话——如若冒犯了大家，
引起“众怒”，也就顾不得许多，无可奈
何了。

我的老实话是：文学“作品”，人生
理论，社会伦常，交际关系，演艺“文
娱”……朝朝暮暮，口口声声，只听见一
片声喧，“爱情这”、“爱情那”，好像“真
有此事”的一般。可我私下窃自怀疑：
这么多车载斗量的“爱情”，有几分之几
是真正够得上此词本义的？若核实，
“科学检验”一番，恐怕那“数据”就有点
儿并非全如人们口中“念念有词”的那
样子，满地都是“爱情”了。

(待续）

大学毕业后，我选择成为一名摄影
师，走遍有名之山无名之水，我的作品
也陆陆续续登上了小杂志和不知名网
站。尽管名不见经传，可在我眼里，这
些照片如同纪实组诗一般，记录着祖国
博大瑰奇的山川河流，也记录着我短暂
的艺术羁旅。

其中一组摄于甘肃甘南的照片，即
使时隔多年，还带着一股难以名状的怀
念萦绕在心头。

这组照片拍摄于2013年，那年的
我20出头，带着浑身的青涩和勇气，背
着相机一头闯进了甘肃。

泾水清，渭水黄，先秦时期，这里
绝不是什么丰草长林的宜居之地。
诸戎环伺，六国敌视。在这样严酷的
环境下，秦依旧东出天下，完成了统
一伟业。他们靠的是什么？我想靠
的是血气、坚韧和勇敢以及对富强安
居的渴望。

我敬重甘肃，在此游居了很久，在
素有“秦陇琐钥，巴蜀咽喉”之称的陇
南，我在镜头里描摹麦积山葱郁滴翠的
沉沉山岚；游走武威、酒泉、张掖、敦煌
——丝绸之路冲要之地的荣光与一带
一路的新策重合，在历史的叠影中我仿
佛嗅到了汉武帝赐给霍去病将军的美
酒芳香激荡，又有飞天起舞妙音奏乐相
合，悠悠驼铃声从大漠深处传来……鸣
沙山月牙泉的落日余晖，被我定格在取
景框里，祁连山起伏千里肃肃银霜，黄
河转弯处是华夏母亲的胸膛，包容着大
漠的苍凉。

走到甘肃秦安县的第十天，蹲在山
头的小土丘上，我拍到了第一张颇为得
意的照片，那是一处山谷，群山环抱着
一处广袤草滩，羊群如片片云朵粘连在
绿色的草地间。谁也不敢大声吆喝，原
始的宁静总是让人不忍心打破。彼时
日头初升，头戴紫金冠，风过草滩如大
傩吟唱，金辉折射在薄雾里，投下了一
片温柔圣洁的天光，我找好角度和光线
按下快门，将此定格。这张照片后来被
某知名杂志选用了，成为我摄影生涯中
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我爱极了这里，与人相合的地域总
是能激起更多灵感，于是我决定多在这
里逗留几天。

借住在当地的百姓家里，羲里娲乡
的秦安人好客，夜晚燃起篝火，老人支
起弦乐，喑哑的嗓音反倒应时应景，我
歪着头看着他们，心想我真奇怪，不爱
丝竹仙乐，却偏偏喜欢这喑哑嘲哳，混
着羊屎蛋味的山歌村笛。

当地人同我讲，秦安穷，以前更
穷。尽管百姓努力耕地劳作，秦安的贫
困依然是当地人心里的阴霾。

秦安人不会一直穷下去的，他们
说，自从2013年开始，秦安来了一批天

津的扶贫干部，他们的普通话里夹杂
着海河水波一般的乡音。这些人很
好，他们走访秦安大大小小的乡村，家
家户户的情况被他们记录在册。

秦安人虽然说不清，却明白这些
来自天津的干部是响应国家号召，来
这里帮助他们的。他们说我和这些人
是老乡，所以我就是这里的贵客。我
看着他们质朴的笑脸，在想他们总有
一天会知道，这些人扎根在这里，将为
这里创造奇迹。

当地有个叫河云的小姑娘，十五
六岁，如同草原上绚丽的鲜花，明亮的
双眼包藏星辰，她是自云雾山上吹来
的清新泠冽的风，穿过山岚旷野，吹进
我的心里。同为女性，我热烈而真诚
地赞叹她未经雕琢璞玉一般的美丽。
我想起了多年前在老师的画室里，面

对一幅写实油画，我偷偷揭开盖着的云
纹锦绣的罗布，所窥见的是草原少女的
脸，那美丽跨越千里，满载憧憬与惊艳，
走到我的面前。

河云没有上学，每日帮父亲放马。
在广袤无垠的草滩上，她骑在马背上，
穿着一件红色的衣袍，长发编成细辫散
在脑后，迎面而来的风撩起她的鬓发，
露出饱满的额头。她挥动马鞭意气飞
扬，双腿夹紧马肚，俯下身子握紧缰绳，
在一处山坡上俯冲下来，群马随之奔
腾，数量不多却足以营势，马蹄飒沓激
起烟尘。

我在当地老乡的帮助下，将河云放
马的场景拍成了视频，这是我此行最大
的收获。临走前我问河云有什么梦想，
她摇摇头，天真地说，我有爸爸妈妈有
马，我想上学。

回到天津后，我将河云放马的视频
传到了网络上，我的本意是希望女性的
美——不只是都市丽人的美被人承认，
来自草原里美丽的河云，她在马背上的
英姿，也应该被大众看到。

没想到的是，视频在网络上小规模
“火了”，源源不断的私信和问询纷至沓
来。其中真心者有，私心者也有。有人
质疑作秀，也有人想利用河云的商业价
值获利。幸而当时是2013年，自媒体
时代还未到来，可这件事依然打破了河

云一家平静的生活。我为河云邮寄了
一些书本和衣服，还附了一封道歉信。

此后的几年，我不知河云的消息，
也没有能力做些什么，我亲手制造了麻
烦，却无法结束乱象。于是我自我惩罚
般的放弃了自己的摄影梦想，龟缩在格
子间里做着我最不喜欢的工作。

七年之后，一条甘肃秦安县摘掉
贫困县帽子的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
我想起那跨在马上的小姑娘河云，我
迫切的想知道这些年的山乡巨变中她
还好吗？

我当即订购了通往甘南的车票，犹
豫了一会儿还是翻出了当年的相机，一
如七年之前，重新拾起勇气，收拾了几
件衣服就跑出了家门。

登上火车，躺在卧铺上，车轮压过
铁轨的声音隆隆作响，我看着上层床板

斑驳的痕迹，思绪飘忽，秦安县现在怎
么样了？我见到河云该说什么，她生活
得咋样？这些年有没有怪我？

几天的跋涉后，我终于再见秦安。
那时我脑中有这样一个声音：秦安大不
相同，秦安一如从前。

这并非自相矛盾，秦安变了。从低
矮的小屋变成了一排排整洁坚固的民
居。在我的印象中，秦安街面上是没有
多少树木的，而如今的秦安，大小树木
排开在街道上，是村人宜居的上善之
选。矗立在老村里的时代记忆馆将秦
安人七年间脱贫致富的奋斗历程镌刻
在此，我游览了此处，我看到这里盘桓
着秦安人的梦与乡愁，是无数秦安人挣
扎在泥泞田垄上的呐喊，要富强，要小
康。党和人民心系秦安，他们听到了，
于是来了。在这片并不避风的山梁上，
播撒了希望的种子，脱贫干部一户一户
走访落实，精准扶贫，授之以渔，让秦安
人终于富了起来。

秦安又没变，这里的村民还是那么
淳朴敦厚。一如从前的篝火明亮，异乡
老人的山歌依然撩动我的心弦。在村
干部的带领下，我终于找到了河云，不
是在马背上，不是在草坡上，也不在田
埂上。我俩会面的地方，是秦安县当地
一所中学的接待室里。

河云站在我的面前，她长高了，音

容未改，烂漫如前，她跑过来开心拥住
了我，她流着泪告诉我，她上学了，她的
弟弟上学了，隔壁姐姐妹妹也上学，她
们村的孩子都上学了。

在当年河云放马的那处草滩上，我
掏出相机为河云播放了当年给她带来
困扰的放马视频。这句迟来的抱歉终
于在七年后我对河云说出。

她摇摇头：“我感谢姐姐还来不及，
怎么会怪你呢？”

河云对我说了这件事的后续，那些
关于深沉的远虑与善意的故事。

当年河云一家面对网络的关注，的
确手足无措，却从未怪我，他们只是不
知道该如何应对当下的困境。这时，当
地的扶贫干部找到了河云一家，他们帮
河云一家谢绝了外界的过度关注，帮河
云摆脱了困境。在了解到河云没有上
学后，尽快为河云办理当地学校的入学
手续，让河云和河云的伙伴们如愿以偿
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并且告诉河云，
如果她愿意，可以参加当地的旅游宣传
片拍摄。

从此，河云终于从马背上走到了课
堂里，和无数孩子一起享受着义务教育
带来的红利。

听完河云的话，我转过身背对着
她。我知道我为何流泪，却难以解释为
何眼泪来势汹汹。可以想象，扶贫干部
们扎根贫困县都做了些什么，他们在这
条艰难的道路上提灯探索，这绝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他们想方设法帮助当地百
姓找到致富的道路，他们设想了无数种
可能，然后一种一种将可能变为现实。

河云还是那么美丽，她从马背上翻
身下来，穿好校服和我一起仰面躺在草
滩上。
我问她：“你还骑马吗？”
“当然骑啊，我要好好上学，也要好

好骑马。将来，等我完成学业以后，我
要做好秦安的旅游宣传，将脱贫干部们
留给我们的东西，一直流传下去？”
“东西？什么东西？”
河云笑笑说，“自强不息的精神和

希望啊，老师说，这才是他们留给我们
的永恒的财富。”
我又看向她的眼睛，那里星光熠熠。
在甘南大地上，秦人东出函谷成就

一统伟业；汉唐商旅在丝绸之路上求富
求强，尽管乡关何处的筚篥声咽，可丝
绸之路的富庶名垂青史。如今扶贫干
部帮助河云这样的秦安人民在求富强
的路上不息奋进，终于摘掉了贫困县的
帽子。

太阳慢慢地从远处的地平线落下，
夕阳的余晖将辽阔的黄土高原染成红
色，闭上眼睛，我眼前出现黄土高原百
姓脱贫致富微笑的模样……真的是，脱
贫摘帽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走马山河

童
年
趣
事

徐笑然

秦老汉一大早起来，走到当院，深
情地看着这片宅院。独门独院，正房
三间，东西房各三间。这是他亲手一
砖一瓦盖起来的，一住就是十年。如
今却不得不把它卖了，他用颤抖的
手，抚摸着墙壁，鼻子一酸，泪水淌了
下来。

老伴儿得了脑瘤，做手术需要很
多钱。秦老汉无儿无女，本来是村里
的低保户，老伴儿这一病更是雪上加
霜，思来想去，决定卖房给老伴儿治
病，无论如何也要把老伴儿的病治好。

他找到邻村的“房虫子”李铁锚，
李铁锚出价十万。

秦老汉说：“太少了，加些。”
李铁锚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一副

为难的样：“秦大叔，生意难做呀！十
万到顶了。要不是你遇到难事，我才
不买哩！”
“十万！这不是宰人么！？ 房子

俺不卖了！”秦老汉悻悻地走了.
老婆埋怨李铁锚:“ 你杀价太狠

了! 一桩好生意，让你搅黄了。”
李铁锚嘿嘿一笑说：“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等着瞧吧，他一准回来。”
没一顿饭工夫，秦老汉果真回来了。
秦老汉咬咬牙说：“给老伴治病要

紧，十万就十万，卖了！”
转天，李铁锚来了，他把装有十万

块钱的兜子放在当院的石桌上，让秦
老汉过数收好。
“钱我给你拿来了，房子啥时能给

我腾出来？”李铁锚步步紧逼。
“三天吧。”秦老汉估摸着三天之

内能租到房子，不管啥样的房子，能住
人就行。
“老秦在家吗？”老支书在门外问。
“在呢。”秦老汉答应着开了院门。
呼啦涌进二三十口人。老支书

对秦老汉说：“老伙计，你的事我们都
知道了。昨晚开了支部扩大会，专门
商量你的事。大伙都表示有多大力就
出多大力，帮你渡过难关。老伙计，别
发愁，有组织在，有乡亲们在，就没有
过不了的火焰山！”

李铁锚冷眼瞥了瞥他们，心说，光动
嘴皮子有啥用？那得拿真金白银说话。

王大伯手拿一沓钞票，走到秦老
汉跟前说：“老秦，你摊上难事儿了，乡
里乡亲的，咋能袖手旁观，这一万，你
拿着。”
“我也拿一万！”
“我拿五千！”
“我拿一千！”“……”
老支书拿出一张银行卡塞到秦老

汉手上：“里面有五万，密码是……。”
秦老汉热泪盈眶，双唇不住地颤

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李铁锚被这场面感动了，他感到

自己很卑鄙，乘人之危，想赚上一笔，
这是人干得事吗？

李铁锚愧疚地说：“秦大叔，我看
咱也别来回拉抽屉了，房子我买了，但
你住，要住多久住多久。”

冬天的早晨是寒冷的，而秦老汉
的心里却暖流奔涌。

童年，像一条小溪在
心底缓缓地流淌，小溪溅
起的浪花是欢乐的笑声，
也是童年最深刻的记忆，
对于我来说，要属逮野兔
那件事了。

那时候，我家住在咸
水沽老街里，穿过“大红
门”旁边的一条胡同，就
是一大片空地，我们叫它
“大河底”。这里是原料
场，原料都是稻草，十多
米见方，五六米高的草垛
有十几个。

可以说，“大河底”就
是我童年的“百草园”。

当时我还只有七八
岁，和小伙伴们在那里扑
蜻蜓、捉蟋蟀、逮蚱蜢，要
么摔四角、翻瓶子盖、骑马
打仗、推轱辘圈、躺在半高的草垛上数
星星……常常玩得不亦乐乎。

逮野兔是在一个秋日的午后，我
们十几个伙伴，又来到“大河底”，为首
的是个十四五岁的大孩子。刚踏上野
草丛，不知道怎么的，前面几个人跑了
起来，有人说看见野兔了。“真的？”我
还从没抓过野兔子，甚至连野兔子长
什么样都没见过，当时的心情既惊喜
又紧张。

看他们在围墙底下的草丛中搜
索，我和三四个小一点儿的玩伴就在
周围迂回寻找。这时一声喝喊，“你们
几个过来。”我们几个麻溜地跑了过
去。其中一个大孩子一边拎着我的脖
子，一边把我拽到围墙下一个洞穴跟
前，对我说：“给我盯住这个窟窿，听见
了吗？”

那个大孩子把三个小孩儿安排在
距离我10多米的一个洞口，自己跑向
远处人多的地方去了。

转过头来，我仔细看身边的这个
洞穴，洞口比我肩宽，紧靠围墙底下，

看样子，这个洞穴穿过围墙
那边去了，洞口前面有一堆
土，越看越害怕，根本不敢
蹲下来往洞口里看。

在远处，大孩子们点着
了火，把燃烧着的稻草往洞
口里塞。有的用嘴吹，有的
拿稻草往洞穴里赶烟，还有
个大孩子拿着一大把点燃
的稻草，往另外一个洞口飞
快地跑去。

我蹲下来看着那个黑
黢黢的洞口，心里渴望、担
忧着，说不出来滋味。

秋阳像个温暖的大手
按在我的后脑勺上，脖颈里
一滴滴的汗水流淌下来。
我蹲不住了，便坐在了地
上，周围除了大孩子的喊闹
声，还可以听见不远处老海

河苇塘里的鸟鸣。大概他们发现类似
的洞口有四五个，有的在墙根下，有的
在野草丛中。

我找了根木棍儿，扒拉着洞口前
面的土堆，时不时地瞧瞧那个黑洞口
心想，真要出来了，怎么办？

正想着，突然打了个激灵，洞口里
好像有动静，吓得我赶紧站了起来，不
知所措时，一个黄色的影子从洞口里
蹿了出来，当时我发出了一声尖叫，连
是野兔还是黄鼬都没看清楚，那道黄
影就飞快地消失在了草丛中，那个飞
速奔跑的影子自此就烙印在我童年的
记忆中。

现在的孩子们是幸福的，有各式
各样的高科技玩具相伴，而我们在
大自然宽阔多彩的怀抱里玩耍嬉戏，
一样是快乐幸福的，甚至有过之而无
不及。

尽管捉野兔的趣事已经离我远去
几十年了，在我的记忆里它不仅是童
趣，且具有时代的特征，如今，每每忆
起都醉透身心。

于
雪
松

希腊有一位大学者，名叫苏格拉
底。一天，他带领几个弟子来到一块
麦地边。那正是成熟的季节，地里满
是沉甸甸的麦穗。苏格拉底对弟子们
说：“你们去麦地里摘一个最大的麦
穗，只许进不许退。我在麦地的尽头
等你们。”

弟子们听懂了老师的要求后，就
陆续走进了麦地。

地里到处都是大麦穗，哪一个才
是最大的呢？弟子们埋头向前走。看
看这一株，摇了摇头；看看那一株，又
摇了摇头。他们总以为最大的麦穗还
在前面呢。虽然弟子们也试着摘了几
穗，但并不满意，便随手扔掉了。他们
总以为机会还很多，完全没有必要过
早地定夺。

弟子们一边低着头往前走，一边用

心地挑挑拣拣，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
突然，大家听到苏格拉底苍老

的、如同洪钟一般的声音：“你们已经
到头了。”这时两手空空的弟子们才
如梦初醒。

苏格拉底对弟子们说：“这块麦地
里肯定有一穗是最大的，但你们未必能
碰见它 ；即使碰见了，也未必能作出准
确的判断。因此最大的一穗就是你们
刚刚摘下的。”

苏格拉底的弟子们听了老师的话，
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人的一生仿佛也
是在麦地中行走，也在寻找那最大的一
穗。有的人见了那颗粒饱满的“麦穗”，
就不失时机地摘下它；有的人则东张西
望，一再错失良机。当然，追求应该是
最大的，但把眼前的麦穗拿在手中，才
是实实在在的。

最大的麦穗

◆手绘白描——小时候系列◆
作者：张程 沽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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