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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谈情说爱

所以，我说，在我们古国遗风上
讲，西方定义的“爱情”观念与事实并
不多见（个别例外极稀罕）。我无法做

“社会调查统计”，只能看书。《西厢》的
文笔才调，堪称第一，我最佩服倾倒，
但看其内容，一个行旅的书呆子，偶然
在庙里见了人家小姐生得美，就迷上
人家了，丢下事业，赁房相近，想入非
非。结局目的是为了何事？不客气，
就是“软玉温香抱满怀”、“露滴牡丹
开”……这儿谁也不“了解”谁，哪来的

“爱情”？这叫淫乱。
然而，人们说这就是“反封建”的

“爱情”的伟大作品！
我怎么也想不通。我们不应睁着

大眼说瞎话，滥加美名。
《红楼梦》如何？恰恰是两个表妹

（黛玉、湘云）和一个姨姐（宝钗）的三部
曲——正是我说的少男少女当时无社
交，只在近亲中发生机缘，这是铁证。

至于贾蔷与龄官，可谓真情了，或
许够得上“爱情”的真品格了吧，可那也

只是机缘而已——贾蔷是派了去管理
梨香院小戏班的，才得接触了解的机
会。其次贾芸与小红一段喜剧姻缘，尤
三姐与柳湘莲的悲剧结局，怎么发生
的？不必絮絮了，那也更是一种极大的
偶然性与巧合性所促成的，与现代意义
的“爱情”也不是一回事，强拉硬扯就不
实事求是了。

一部《红楼梦》，正是开始思索、寻
求、困惑、悲悯、解悟的“情书”，古今独
一无二。

欧风美雨吹进华夏以来，小说才升
格提位，随之的“爱情小说”就铺天盖地
了，只要写出一男一女相逢相会，就“爱
情”了，云云。

我们还是多想想的好，不宜随人家
脚跟之后，寻求时尚，博取廉价庸俗的
欢迎与赞赏。我们亟需出现一部真能
吸取雪芹的精神、智慧、灵性、人才、诗
境的、东方的、民族的、优长而新创的真
正的爱情小说伟大作品，继他之后深切
而痛切地探讨这个巨大主题。
诗曰：
沦陷何心议美人，邻坊有女好成亲。
姻缘伦理家常旧，难比西洋“恋爱”新。

结亲
我少时,生得不难看,虽够不上“美

少年”,却蒙亲友邻坊都宠以好语，说生
得文雅秀气，面如春雪，发似缎漆。很
多攀亲之家，所遇戚友相识之闺门少
女，也都表示出善意的好感。如此，我
可以有充裕的“选择”余地。但最后成
亲结缡的却是萍水相逢的隔村的女孩，
名唤毛淑仁，表字芝仙，曾号岫眉。只
因我的出生地咸水沽在当时是绑匪横
行中的唯一安全地，故四乡多迁居来
此。她家即是移来的一户。我们住了
邻近房舍，朝夕可以看得见，后来遂由
乐于成事的介绍者约定婚姻大事。

我结婚时年当二十三，淑仁小我六
岁，我属马，她属鼠，“算命”的说犯“六
冲”（即子午相冲）。我也不顾这一不利
之说，就“拜了天地”。那年代是黑暗的
华北沦陷于日寇侵华的苦难岁月。

在我一生的写作中多得贤妻淑仁
之助，因条件不佳，辛苦备至，其功不可
泯没。我平生得以饱食安坐，静心专神
地做点学问，全是她照顾协作之力。

贤妻素喜书法。我每写字幅，她皆
能评定，得出优劣，不失毫厘。

她不仅内助辛苦，病时还为我抄录
资料，以解我目坏难读小字之困。

中华古历岁壬午，我行年八十五
龄，视力仅右目有三分之一的微光，仍

不服老，逐日写作，有时精力好，灯下还
要拾起毛笔，不愿将平生喜爱的书法抛
得太荒，写不成字。于是，每到晚间，与
老妻淑仁商量，请她帮我“做书童”，并
询问她写些什么词句好。

有一回，想“词儿”想不出合意的了，
忽然她提议说：“还是你的本行本业，就
写题红楼的诗，岂不比别的更有意思？”
这话触动了我的情怀，一时兴起，就答言
说：“好，你念一个红楼人名，我就题一首
七言绝句，即席即兴，口占信笔，不打草，
不停顿，不苦思冥索，不敷衍凑句，不引
用自己原来的诗句……试试才思还能如
昔时的‘倚马立成’否？”

就这样，我们就开始了这个小小的
“作业”计划。

似乎也没有过太久，断断续续，或
多或少就积累了百余幅新诗新字。因
为我喜欢一百零八符合雪芹原书“九级
十二钗”的构局，便选了一百零八幅作
为定本。这些幅当中，大体还算完整，
只一二个别处有误笔或脱字，未伤全部
精神。

这并非是说，每幅都写得自己满
意，有些就是目力难达，行款欠匀。但
对我来说，行款毕竟是次要的事情，还
是以行笔使转和精气意态为主要鉴赏
标准。淑仁对每一幅都有品评褒贬，
她的艺术眼光十分准确，“排榜”的等
次，都说到中肯处，令人信服。写字与
作画很不一样，画可以“打磨”、“收
拾”，甚至“补救”；字则一丝无可藏拙
掩败，因为全凭“神行意到”，真如“兔
起鹘落”，稍纵即逝——容不得半点犹
豫、做作、修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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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津南区志》记述，1964年6月28
日，葛沽镇刘庄村出现了华北地区第一
例副霍乱病倒。其后，在小站、咸水沽
相继发现。7月22日全镇区封锁，实行
交通、人员、物资卫生检疫，8月中旬逐
步解除封锁。

那时，我正值小学毕业，对有些事
情的记忆还是比较深刻的。

疫情来临，咸水沽镇区被封锁起来，
出入的路口都有人把守，人们先后都接
种了疫苗。人员出入卡口得有证明和疫
苗接种卡片，进出的车辆和物资都要消
毒。咸水沽医院斜对过的养护队内设了
一个点，有民警值班负责开证明。

我见到有的人患病，便被送去隔离
点，家中其他人员不得出入居所，屋内

外喷药消毒，住房周围用白灰撒划的白
线圈起来，外人不得靠近。

咸水沽二小一分校是个隔离点，我
家就在附近。白天能经常看到有患者
从学校教室后窗中探头招手，与外面的
人打招呼。

一位同学住在二道桥东。听他讲，
那时生产队每天都要对环境进行消
毒。房前屋后、犄角旮旯、垃圾堆、小河
沟都喷了药。隔两三天就到各户检查
一次卫生。他常到二道桥头去玩耍，桥
也封了，有民警和民兵值守。

镇西头的西大桥是通往城区的必
经之路，设了卡口，把守挺严。一位老
师的爱人在市中心妇产科医院生了小
孩，要回家时，咸水沽已经封锁，公共汽
车也停运了。老师开好证明，骑自行车
到了市里，只好去雇一辆带罩篷的三轮
车，有的一听是到咸水沽疫区，不愿
来。最后，老师出到3块钱的车费才有
人愿意拉。3块钱可不算少了，他一个
月工资才37块钱。当时一斤玉米面是
一毛一分，一斤白面是一毛八分五。

咸水沽二小组织了防疫宣传小分
队，由薄官著、梁乃珍、薛春松老师和几
个高年级同学组成，我也参加了。我们
推着小车，装着锣鼓、手风琴、宣传材料
等，到街头和居民区宣讲防疫知识、宣
扬好人好事、表演节目，我记的老师把
新兴里田大娘的事迹编入快板，由我们

说唱。建国大街上的新华书店有一个二
层阁楼，老师带我们上去，在房顶上装上
喇叭，我们在阁楼内进行广播宣传。

前些日子，和薄老师通了电话，
提起这些事情，他记忆犹新。尽管已
经 84 岁高龄，仍可以在电话中给我
说唱起他编写的快板词：竹板这么一
打，诸位听我说，现在天气热呀，病菌
特别多，你要是不讲卫生，那准得把
病得……

九月初，西大桥的卡口还未撤，公
共汽车还未恢复运营，这时，我哥收到
了市内一所技校的报到通知书。9月3
日，哥花两毛钱坐“二等”到了灰堆，才
坐上公交汽车。“二等”现在早已不见
了。年轻人可能都没听说过。当时，蹬

“二等”是一种职业，就是用自行车带人
到不通公共汽车的地方，相当于现在的
出租。所骑用的自行车俗称“大铁驴”，
是用水管焊成车架的自行车，非常结
实，在后依架安装一个侧坐的座椅，人
在上面比较安稳。至于为什么叫“二
等”，我理解是，当时当地仅次于汽车的
第二等级的地面交通工具。

在党和政府的坚强领导和精心组
织下，在全国十一个省市的大力驰援
下，全市人民齐动员，医务人员齐上阵，
很快控制了疫情。据统计，全市累计发
生副霍乱病人800多例，病死率只有
1%，其余全部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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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万梅

董山虎 摄

乡情·津南印记◆

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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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

陈其昌 (？——1855)字星辅，
号杏圃，世居双桥河四里沽村。16

岁应童子
试 ，补 诸
生 ，后 为
廪生。道
光 二 年
(1822) 中
举人。道

光十五年 (1835) 选大挑一等，分
发广东历权、阳春、新宁等县知
县，德庆州知州，补仁化知州。咸
丰五年 (1855)再补澄迈知州，未
到任就故去了。在官清苦自励，
多惠政，长于听断，高级官员常请
他判定案件。为官近20载，死后
家境清贫，灵柩几乎无法回乡归
葬，时称廉吏。

(本栏长期征集“津南印记”篆
刻 ，投 稿 邮 箱 ：jnqrmt03@tj.
gov.cn)

手绘白描——小时候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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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葛沽长乐老高跷法国之行已近两
年，人们每每谈起依然自豪满满。

那年正月初四，葛沽长乐老高跷的
“八大金刚”带着沉重的行李奔赴北京
飞机场，随天津代表团一起参加世界第
三大狂欢节——法国尼斯狂欢节。

尼斯市位于法国东南部，是法国第
五大城市。尼斯狂欢节是迄今世界上
历史悠久、规模空前的著名三大狂欢节
之一，每年二月中旬至三月初举行。

外国人会喜欢我们的高跷吗？他
们能看懂吗？这可是葛沽高跷开天辟
地第一次走出国门呀！长乐老高跷的
队员没底。经北京直飞巴黎机场，等候
5个小时后他们才转机到达尼斯机场。

当轰鸣的机身穿过重重云雾，缓缓
降落尼斯跑道时，长乐老高跷的八位演
员早已腹内空空，饥肠辘辘了。中国餐
馆服务生端来一盆米饭，只听叮叮当当
一阵碗筷响，不大功夫一盆米饭风卷残
云般一扫而光……

菜足饭饱后，他们返回宾馆，为迎
接明天的狂欢节，八人没有休息，呆在
房间整整排练一天。

明天演出会顺利吗？长乐老高跷
会头胡亚培翻来覆去睡不着,心里有些
担心。

懂行的都知晓,长乐老高跷应为12
位角色，会情表演《水浒传》“三打祝家
庄”的故事。以武松为头棒的十二位演
员表演各具特色,分别为大头衔武松、
青杆、白杆、渔翁、老座子、公子、樵夫、
二哥、锣鼓四件。为何这次去八位？

原来组织方为减员，把重复角色全
部裁下，只选大头衔、二哥、文扇（老座
子）、青杆、渔翁、武扇（公子）和一对锣
鼓。这八人除锣、鼓伴奏外，其余六人
全部上场表演。

当所有道具准备停当，未曾想出现
了小意外。马上要演出了，高跷腿子的
胶皮套出现故障。一绑腿，三位演员的
胶皮套全脱落了，备用的高跷腿子离表
演场地足有三里远，想取根本来不及。

胶皮套是用来防滑的,那天尼斯大
街正好下过一场小雨，霏霏细雨让路面
有些湿滑。咋办呢？会头胡亚培和队友
们都非常紧张，汗滋地渗出他们的额头。

胡亚培当即召集大家，他说：“咱们
表演动作一定要小，尽量不做弹跳蹦的
大动作，以免在剧烈蹦跳中胶皮套弹出

碰到观众，造成安全隐患，尤其像大头
衔蹦起打棒这种高难动作，须将动作幅
度减小，这样虽未达到预期效果，但表
演安全系数高了。”不过，咱们扭也要扭
出水平，队员们点头采纳了他的意见。

尼斯大街，花车滚动、人声喧沸、
锣鼓震天、如海似潮。观众被一圈护
栏围挡着，无数双热切的眼睛企盼
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表演团队依次穿
过行进表演：现代舞、爵士鼓、马戏、真
人化妆秀……

演员们奔放洒脱，各显其能，将特
色节目一一呈现。从世界各地赶来的
观众，笑逐颜开，手舞足蹈；人群欢呼雀
跃着，享受着视觉与听觉的冲击。

长乐老高跷的八位演员一点都不
含糊，使出浑身解数，该搞怪搞怪，该搞
笑搞笑，与观众互动频繁。观众热情不
减，他们张大嘴巴尖叫着，指手画脚品
评着，扬起手臂挥舞着。对这伙勾化脸
谱、脚踩高跷、威风凛凛的东方小伙子

们表现出极高地热情。他们肩扛相机、
掌托手机不停地来回拍照。笑容像姿
态万方的花朵，荡漾在每个人的脸上，
盛开成花的海洋。

虽胶皮套给小伙子们带来诸多困
扰，表演照比常规动作稍小，值得庆幸
的是未影响整体表演效果。

晚上，他们奔到超市买来钳子、钉
子等物件,重新将其固定好。

休整三天，直奔法国第三大城市马
赛。来到马赛表演场地，大家一看全乐
了，那场面仿佛回到家乡葛沽宝辇会那
样热闹。道两旁未设围栏，人头攒动、
接踵比肩。按顺序长乐老高跷第二个
出场表演。

扮作大头衔的亚培一亮相就打了
一套高超的棒法，这套棒变化莫测，火
爆热烈，堪称一套绝活儿。随后二哥
打了一套利落干净的双飞燕，左右旋
转、上下翻飞、变幻奇妙的棒法技艺，
引来观众一阵叫好声。长乐老高跷棒

法是极其讲究的，祖上传下来共有七
十二套“行者棒”和三十六套“燕青
棒”，共一百零八套棒法。由一百零八
个式子组成，每套棒法都有不同的锣
鼓点伴奏。棒法讲究手、眼、身、法、
步协调并用，方能达到淋漓尽致的表
演程度。尤其号称有声棒、无声棒、双
飞燕的“三绝棒”，更是出其不意，万
端变化。

两套美妙绝伦的棒法展示，观众呼
啦就围上去了，“Bravo ！ Bravo ！”
叫好声此起彼伏。队员们虽听不懂法
语，但观众的热情感染着每个人，他们
顿时精神一振，要给观众亮出集体场表
演最吸睛的“大马驼象”。以人的身躯
意向，塑造神象样貌。理应12个角色
搭配，而八人别出心裁，临时起意，就地
搭了个象形架。只见“二哥”手摇小马
鞭坐到“神象”背上悠然唱道：“怎么怎
么巧啊，怎么怎么妙啊。木头底儿呀踩
折了啊，哎，我吆喝一声甜桑葚呀啊，碰
樱桃啊哎……”

“Bravo ！Bravo ！”呵呵，闹半
天，外国人和家乡人一样爱听唱曲爱凑
热闹。胡亚培定睛一瞧，会场主道被黑
压压人群堵死了没法过，便扯开嗓子大
声吆喝：“腻（您）老受累边上挪挪……”
观众不动，以为他在表演什么独门绝
技，仍饶有兴致注目观看。亚培一想，
对呀，人家是外国人哪听得懂咱中国话
呀。他急中生智，和队员们连耍带蹦，
这才“杀”开一条“血路”。他站在高跷
上，看到观众眉开眼笑，将高跷表演作
为背景，手机一阵闪拍。就这样，一路
走来一路演，足足耍了三个小时，汗水
洇湿了他们光鲜亮丽的服装。

表演正酣,挤进一位年近花甲的中
老年人。他拨开欢呼的人群站到亚培
跟前问:”你们是天津来的吧?”亚培
说:”是呀，我们是天津津南葛沽人。”
我也是天津津南人啊，我是来法国探亲
的，听说有天津高跷，就赶来了，遇见你
们真是太好了！”。他操着一口纯正的
津南口音显得尤为激动。异邦闻乡音，
两双手紧紧相握，传递着温暖。

春华秋实，暑往寒来。长乐老高跷
法国之行意义非凡，影响深远。这支古
老的高跷和所有祖国优秀传统文化一
道在新时代春风化雨中，摇曳生姿，芳
香清幽，焕发出蓬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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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其昌

长乐老高跷在尼斯街头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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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鹏物业招聘卫生监
管员，工资和福利待遇都很
不错，我决定去应聘。前几
天我把报名表和履历表交
上，今天物业公司通知我去
面试。母亲说卫生监管员
可是得罪人的活呀！

去物业公司要穿过一
片住宅小区，途中遇到多
年未见的老同学胡小妹，
她就在这家物业公司供
职。我俩聊得正欢呢，只
见一位衣冠楚楚中年人
从楼道急匆匆走出，顺手
将没分类的垃圾扔进垃
圾筒。

我上前说：“同志，你怎
么把没分类的垃圾一块丢
进筒里？”

胡小妹拽下我的胳膊，
阻止我说下去。我甩开她的手，继续
说：“实行垃圾分类利国利民，每个人都
应该遵守。看你的样子大小也是个干
部，更应该起模范带头作用。知道不知
道，你这样做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中年人脸上一红，解释说：“今儿忙，
忘记了。”说着要伸手取回垃圾袋分类，
我拦住他，掏出一个塑料袋儿套在手上，
把垃圾分类，装进不同的垃圾筒。

中年人问我：“你是这个小区的业
主吗？”

我说：“不是，我是来应聘的。”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余胜男。”
“哦，我记住了。”说完走进物业公

司的办公楼。
我问胡小妹：“那人是谁呀？是你

的同事？”
胡小妹说：“那是我们的老总，主

管这次面试工作。叫你少说话你偏
不听！”

什么！他就是公司老总！瞧我这
张臭嘴，得罪谁不好，为啥偏偏得罪
他！完了，完了，这次应聘一准泡汤了！
我不想面试了，可是胡小妹生拉硬拽把
我拖进物业公司办公楼内。楼道有二
十多人等待面试，二十多人竞争一个工
作岗位，我的心彻底凉了。等人们都面
试完了，我最后一个走进办公室。办
公室坐着四个人，公司老总，两个副总

和一个人事部长，我心里
暗笑，招一个小卫生监管
员摆这么大阵势是不是太
夸张了！我想起胡小妹告
诉过我，别看卫生监管员
官不大，责任却很重，负责
十个小区环境卫生的监督
管理工作，公司是按中层
来聘用的，难怪他们兴师
动众。

“你就是余胜男？”人
事部长问。

“是的。余胜男，女，现
年二十九岁，已婚，有一女
儿，五岁，上幼儿园。”我答。

人们呵呵笑起来。老
总却没笑，表情严肃。

“不用问了，刚才我
们已经打过交道了。”老
总说。

我避开他的目兴，下意识地低下
头，一只手摆弄着衣角。

“怎么啦？刚才的冲劲哪去啦？是
不是知道我的身份后悔了？”

反正是没戏了，怕他干啥！我抬起
头直视着老总说：“不后悔，如果再遇到
这事我还是要管！”

老总把笔记本一合，冷冷地说：“你
回吧，听通知。”

我神情沮丧地回到家中，母亲见了
我的样子，就猜到结果了。她打趣道：

“丫头，瞧你那嘴噘得都能拴头
驴了。”

“妈，人家都烦死了，您还取乐儿。”
“丫头，不烦，这儿不行还有别处

呢！干嘛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妈，您就别唠叨了！”我冲进

卧室，一头栽到床上，撩起被子蒙
上头。

傍晚，胡小妹打来电话，她说：
“胜男，恭喜你！你被录取了！就是
因为你这张嘴，四个面试官三个不同
意，也是因为你这张嘴，老总力排众
异坚持录用你，说你敢说敢管，有责
任心，有担当，把全公司的卫生监管
工作交给你他放心。哎，别忘了明天
上午来报到！”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喜讯惊到了，好
一会儿才缓过神儿。我嚯地跳下床，单
脚着地美美地转了一圈儿。

灼灼小桃满春色

◆海下风情

长乐老高跷
法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