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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雪
林歌

雨水时节
飞雪翩然
那些诗意的花朵
洁白的蒲公英
依依不舍
又迫不及待
唱着祝福的轻歌
亲近三月
惺忪的泥土
无意中濡染了
我心中的绿色

用笔蘸满雪色
写下
痴恋田野的宁静
寻觅
故园的温暖
满天飞雪
疏疏密密
拉时光入怀
把生命融入
缠绕的紫藤
缤纷的野花
滋养诗歌清纯的骨骼

雪落无声
浸透
你我曾经的海誓山盟
孕育
种子破土而出的向往
我听见
春暖花开的声音

杨月春

争持妙笔咏风
光，乡情万里长，乡
音未改诉衷肠，心萦
是故乡。
沽 水 绿 ，稻田

黄，花开两岸香，喜将
思绪理成行，真情
续锦章。

瑞雪兆丰年
倪成柏

多情风物叩窗纱，
一夜玉妆素万家。
破晓痴迷元月雪，
凭高缱绻满城花。

杨学敏

咏元月雪

阮郎归
（赞乡音乡情征文）

当年苦难
铸辉煌，浴血
绽荣光。今朝
鼎立寰宇，正
跨越图强。华
夏梦，党旗扬，
众激昂。远征
接力，致富脱
贫，大道康庄。

诉衷情·颂党

彩墨津南

李庆华 书/文

连载 (35)

红楼无限情
周汝昌

谈情说爱

我是举实例来向今天的人说明，那
时男女是没有接触的机缘条件的。而
正因此故，一旦少男少女能得一点接触
时，便极易发生“一见钟情”的事态。这
应理解，只说说过后的风凉话，且加讥
议，那是不明历史——更不近人情了。

我和一位表妹的“恋爱”故事正是
这种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例子多有相
似的，并非稀奇的新闻。

表妹是舅舅的女儿。小时候原不
常见，是妾生的（古谓之“庶出”者），毫
无出色之处，不折不扣是个小毛丫头。

后来她家迁到了敝镇，见面往来，
逐渐亲密。这就发生了相悦之情。在
我，恐怕还是一种感情。在她，如何感
觉，我无法代拟，如果妄猜，也许真的是
有爱情的成分，因为我那时的家庭“门
第”，本人的相貌才情，在一方是相当出
名的，她心里看中了我，应非无故，实为
诚情真意。

她并不“好看”，但为人聪明伶俐，

也富有风趣。文化不甚高，也只小学程
度。但我本无狂心妄想，妄欲攀一绝代
美人，或名闺才女……毫无此类奢望。
加上时值沦陷，精神痛苦之至，心想此
生不知何日能得翻天覆地的环境巨变，
年龄已大了，彼此尚能相投，做个终身
伴侣，也就蛮好了。

我说这，似乎自高身份，对表妹是
“屈就”了。其实当时也无心计较，也无
“挑选”的杂念。

双方的事，两家皆已明白，家庭不
干涉，颇可“自主”。日月不居，感情积
厚，各无他想。

但我今日“客观”地想，老实地说：
这就叫“爱情”吗？

请勿误会，以为我本无诚意，是在
随缘行事……并非如彼。我无假心。

谁知，一场非人所能想象的祸变来
临了——即我父子二人相继被绑、命悬
人手的那一件事。

及至我从匪巢幸庆更生，不知何
故，心情上发生了一种极大的变化，只
觉得是两番生命，以前的种种已如隔
世！我异常的“幻灭”感，压倒了一切。

表妹在此事故中，伤心忧心，可想
而知。她闻我出来，藏身津市，就连接
来信慰问。可我那时竟不知这回信如

何写法……
后来，有一天父亲忽然对我说：“你

们的事，也该办了——都（年龄）不小
了。”意思是要娶亲成家吧，省得总悬着。

我当时立即回答父亲：“我还有志
气，想求学。现时不想这件事。”

我的回答让父亲很感意外——记
得很清楚：他倒微露喜色。我知他觉察
我还想前进，并未把男女之事摆在心头
首位。

谁知，我这只想推推期的话，一下
子传到了表妹家，舅舅舅母们，还有主
过婚的姨母，都听成了我已“背盟”、“不
要她了”！登时都翻了！

这使我很难堪，也很反感。我觉得
人们如此不理解不原谅我。

后又传闻：表妹十分恨我，骂我“缺
德”。当姨母（表妹的姑母）问她：你们有
过了那种事吗（指男女性关系）？表妹
答：“没有。若有那个，我就不能饶他！”

于是，阴错阳差，这段姻缘就这么
断绝了。

我也没想再剖白我本意不是“退
婚”。因为我那时确实很不正常，听了
那些“反响”异常地反感，认为人情不过
如此而已，实在没有多大趣味。

过了些时，听说表妹受了某君的引

诱，随他私奔津市，不明不白地成了夫
妇……

舅家当时只有此女，出了这种事，
自觉不光彩，竟与女儿断绝了关系。

我知悉以后，十分难过。我这才醒
悟，自责：追究事故的责任根源，还是在
我。我无可推卸，是负罪的。因为是我
害了她。

她后来命运如何，已无从得知，一
个人传说她病了，而另一个人说不是病
了，是此人最后失踪了，谁也说不清她
的去向——再也不见了。

我平生自信不曾做过坏事，坑害何
人——连念头也不可能萌生的。唯独此
事，我感内疚。如有人加我以负义背盟
的罪名，我也无颜驳辩，只有承当认过。

假若真像佛家说的，人有来生，或
在另一“世界”，还会得见平生亲故，那
时见了表妹，我愿向她伏身请罪。
“爱情”这个主题，无论我们的古代

还是现代，都是不太好谈的复杂事情。
我在这儿“现身说法”，也有示例之意。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个原则，
天经地义，哪儿是为了什么“爱情”？生
理的，伦理的，社会结构秩序的，生活分
工互助的，氏族传宗接代的……多种多
层的需要，才是古老中国的真正“男女
关系”的基石。

我小时候还不时兴什么“结婚”这
种“洋话”，都只说“成家”。“大了，该成
家了”，这大约即是今日的“组合小家
庭”之意义，绝不会是“到了该谈恋爱的
时候了”的语义甚明。这还不足以耐人
深思吗？ (待续）

◆作家摇篮

浅谈阅读
周琪

初识余秋雨，是由老师推荐的经
典。因着“听话”，因着“有益”买了回
来，我一直爱不释手，一本经典的《文化
苦旅》，而后我与它的故事开始了……

翻开那本书，第一页便是一幅黑白
照片，背后戈壁风沙中一位青年——余
秋雨，那是他苦旅的第一年，隔着纸张，
隔着时空，我仿佛置身大漠，脚踩黄沙，
也走上了苦旅之路。

都江堰——高中语文课本选篇，许
是因为课本呆板的固化印象，老师课上
的“句句品读”，让我本来可以更早些寻
得余秋雨的时光错过了。课堂上我记
住的无非是那两张绚丽的都江堰照
片。谁知，一个午后惬意的暖阳下，我
终于又看到它，一样的文章，截然不同
的体会。时空的重叠中，我仿佛在余秋
雨的文字中，看到了那个伫立在滔滔江
边的郡守，手握长锸，以田间老农的思
维，进入了最清澈的人类学思考。那个
时代是一个可以将渊博学者磨灭成一
个无所事事官僚的时代，而李冰却因官
位成为一名实践科学家。

而后我仿佛跟随余秋雨开始了一
场文化之旅，走过道士塔看见苍茫夜色
中载满经书离去的掠夺者的背影和淌
血的民族伤口；走进莫高窟看见曼妙翩
姿的飞天，看慈眉善目的菩萨，看活了
一千年的生命；走过风雨天一阁，仿佛
立于余秋雨身侧看见他那思考文化典
籍保存时蹙起的眉头……

诸如许多，一本书读罢，我没有惫
累，而是灵台清明，合上书时，回想起小
序中余秋雨谈及自己此书重大意义之
一——众多版本的《文化苦旅》不仅仅
是一本书，而是许多华人家庭三代灯光
下的共同话题，是我们这个民族传承文
化的一种方式。

是啊！“时光和文字在一个个老
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
的方式。”泛黄的纸张中，我仿佛亲历
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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沽上春雪

妈祖娘娘与东茶棚凤辇
葛沽大户张少泉（清末民初人）的

先祖居住于葛沽东大桥以西的四合大
院内，家有船运队，经营商号为“玉厚
堂”。在葛沽东大桥一带很有名气，每
年来往于天津、福建之间漕运货物。
据前人传说，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
年）张氏船队在运送货物至福建的途
中，遇到暴风天气，危难之时全船人员
跪求神灵，祈祷神灵护佑平安渡过灾
难。待风暴平息后，脱险的众人无不
感谢神灵相救。张氏船队返航时，全
船人员到福建眉州岛上的庙里去还
愿，在敬香后与庙里的老住持商定，将
庙中一尊妈祖娘娘神像请回葛沽。起
航前选定吉日，由老住持开光后，张氏
家族人员将神像背至船上，自此将妈
祖娘娘的泥塑像迁驾于葛沽。

回到张氏家中后，妈祖娘娘被供
奉在“玉厚堂”二道门东厢房内的佛
龛中。因为妈祖娘娘是未嫁女身，为
尊重妈祖娘娘，故而当初张家是背娘
娘下船的，从此葛沽东茶棚流传下了
背娘娘的传统。逢年过节，海河沿镇
船运商户都来张家敬香，香火鼎盛。
因屋内容不下太多的香客，只好把八
仙桌放在院中，摆上佛龛，将妈祖娘
娘供奉佛龛中，善男信女叩拜上香。
后来前往张家上香客越来越多，家里
已经容纳不下，张氏家族就在对面的

东沟河上，用船运商户的木板、芦席、
船桅等搭建成一座席棚，用木杠抬着
八仙桌、佛龛为一体，将妈祖娘娘神
像请入龛中，供奉在席棚内。张氏族
人及其佣人，在席棚摆放茶桌、茶具，
沏茶招待香客，自此搭建的席棚被称
为“茶棚”，因坐落在东大桥范围内，
故名“东茶棚”。

凤辇的演变
东茶棚建成后第二年（明万历十

四年），张少泉先祖请木匠师傅，将八
仙桌和佛龛组合做成直腿凤辇，此为
葛沽第一驾凤辇，也是东茶棚第一代
凤辇。明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以
张少泉先祖为主和木匠共同进一步修
造凤辇，将凤辇的直腿改造为弓腿，并
将花草、飞禽走兽、葫芦万代、万字不
到头等吉祥图案雕刻于辇身，同时增
加各种灯火、彩绘（毛银罩漆）等装饰，
制成东茶棚第二代凤辇。随着妈祖娘
娘名望越来越高，东茶棚在二代凤辇
的基础上于道光七年（1827年）又改进
重制了第三代凤辇。同治十年（1871
年）又由“广记”等富贾和东大桥船民
共同筹资重修东茶棚第四代凤辇。同
年经张大荣和张亚轩祖上等人介绍将
第三代凤辇卖给葛沽对河苏庄子（苏
庄子系葛沽“五大家”之一的苏氏家族
的村庄，村上张姓系葛沽张姓族人迁
至）。苏庄子人多系船民信奉妈祖娘

娘，购辇后也塑娘娘供奉，依葛沽仪式
成立辇会。因历史原因，葛沽东茶棚
第四代凤辇遭毁坏。1986年秋，东茶
棚会众恢复修造了第五代凤辇。后因
此辇庞大过重，于2001年春，另制作了
一驾凤辇。

圣母海亭的来历
解放前，东茶棚请天津工艺师傅

为辇毛银罩漆，交谈中得知天津“三岔
口”有一驾海亭待售，会头马文明等人
知道后想为妈祖娘娘增添一驾“驾前
亭”。在天津工艺师傅的介绍下，当时
由马文明等四位老人乘坐许家木船，
去天津三岔口置办。由于海亭的顶灯
原因，双方没有商议成功，后天津工艺
师傅表示愿尽义务和东茶棚人员合
作，制作一驾海亭。因“七七事变”后，
日军侵入葛沽，所以未能如愿。2001
年春，由朱氏家族赞助，东茶棚众位会
头操办，增制了为天后妈祖娘娘出巡
引驾的圣母海亭，完成了东茶棚花会
人多年的心愿。2013年经会头们精心
研究、细心绘图，由信众戴氏家族全部
出资，为妈祖娘娘又添制了“驾前灯
亭”，亭内供有两位开路大仙（千里眼
和顺风耳），亭上共有108盏灯火和风
铃，至此东茶棚妈祖娘娘拥有了两驾
凤辇和两驾亭子。

东茶棚的特色
明万历年间开始，东茶棚搭设在

东沟河上（东大桥南侧），成为葛沽第
一座水榭灯棚。茶棚内悬挂楹联词句
文雅，品味出群，棚前鼓乐齐奏，星月交
辉，神人共悦元宵夜。茶棚奇灯异彩
接为三道花门：门口上方呈一高二低，
张灯结彩饰为一道花门；二道花门装饰
着二龙戏珠；三道花门雕刻着牡丹花、
葫芦万代等灯饰。三重花门灯花争辉，
映衬的东茶棚凤辇更显得雍容华贵。
东茶棚和环绕四周的关帝、白衣、玉皇、
土地四庙，晨钟暮鼓，香烟缭绕。辇前
摆杏黄色“清音法鼓”座图督旗，草绿色
皱穗上书小字“东茶棚”。火獠牙子大
旗两面，上书“东茶棚”三个大字，插立
东大桥两廊迎风招展。阴阳执事銮驾
两套摆设在茶棚两旁，海八宝灯上落着
各种草虫摆于辇前两侧。直径一米的
四大宫灯和四大紫色荸荠灯，流光溢彩
汇成茶棚一景。凤辇上八角顶灯，梯形
倒立格外透亮。“撇檐”造型角度适当，
透雕着牡丹花枝梢带叶玲珑剔透，杏黄
色喀喇尼辇帷子底色鲜艳，上绣喜图、
万寿无疆。篷牙上雕二龙戏珠、九龙闹
海、九桥十八庙，图案独树一帜。缯口
为西天取经和山水人物的绢画，游人百
观不厌。辇后设摆围屏中的群仙和扇
屏中的天后妈祖娘娘救海图，造型工艺
考究，字画描制装裱精湛，名扬海内
外。 《葛沽宝辇会系列文稿》编委
会供稿 蔡畅达 摄影

唐文博 蓝溪摄

雨雪应节来，
融墒压疫灾。
金牛行好运，
繁盛牡丹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