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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乡情

香椿树
程咏□

天津人对于香椿树，可谓情有独
钟。现在春天食香椿，算是尝鲜，变变
口味。四五十年前，春风中刚刚钻出枝
头的香椿芽叶，可是老百姓餐桌上难能
可贵的美食。吃了一冬的炒白菜腌萝
卜，新鲜的蔬菜还没有到季，这嫩绿的
香椿，带着阳春的气息，春雨的芬芳，春
天的味道，怎么不令人大饱口福。

天津属于冀东平原，古来就有种
植香椿树的历史。大约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春天萌发最早，一个是能够权
当蔬菜食用。早春二月，香椿树便抢
在万木复苏之前，悄悄拱出津沽大地
的第一抹绿意。在和煦的春风吹佛
下，在清香的春雨滋润下，几乎是一天
一个模样。不经意之间，便是绿满枝
头。香椿树木不成材，只有这春天的
第一鲜，才是它价值的最闪亮之处。

香椿采了生，生了采，可以采摘
三、四次。最好是芽尖，其次是旗枪，
最后是嫩叶。嫩芽炒鸡蛋，是春天最
美的菜肴。一箸之下，满口芬芳，回味
无穷。香椿只在热锅里略微翻炒，立
刻便会满室生香，令人垂涎欲滴。香
椿拌豆腐，一定要用卤水点的豆腐，切
成寸块。香椿用开水焯过，逼出鲜香
的味道来。撒上一撮细盐，再点上几
滴香喷喷的芝麻油。虽然简单，却是
美味可口，百吃不厌。另外，香椿拌
面、香椿炒虾酱、都是天津人喜欢的美
味。一般最后一次采摘的香椿，最适
合腌制成咸菜。几日之后，便可随时
食用，无论是酌酒，还是下饭，都会让
人口齿留香。

椿树，也称它椿楝树，有香椿和臭
椿之分。椿树生命力顽强，无论是贫
瘠的山地，还是荒凉的盐碱地，都适宜
生长。香椿树可以食芽叶，有芳香，去
瘟气；臭椿树，枝繁叶茂，耐虫害，可以
遮阴乘凉。人们两厢种植，各取所需。

夏日的香椿树郁郁葱葱，像一把
张开的绿色大伞，遮阴蔽日，让人们尽

可享受树下的凉爽和舒适。鸟儿喜欢
躲藏在风凉的枝桠上，蹦蹦跳跳，叽叽
喳喳，营造出“空树不见鸟，但闻鸟语
声”的意境。不大招人待见的蝉，总是
不合时宜在午后躲在阴暗角落里引吭
高歌，越是暑热难耐，它越是嗓门嘹
亮。于是，也就有了在“蝉鸣人不寐，
摇扇自风凉。”的无奈。

香椿树就像柳树一样，插枝成树，
生长迅速。现在，高大的香椿树很少
见，因为人们为了采摘香椿的方面。
在它长到一人多高的时候，就给它闷
了顶，让他只能横斜里长。老人们喜
欢在香椿树枝上，挂蝈蝈笼，大概蝈蝈
闻了香椿树的馥郁，叫的会更加动听。

津沽重镇葛沽，有一棵百年以上
的香椿树，参天蔽日，生机盎然，相传
是民国时期的申宝亨将军少年亲手种
植。小时候，我经常在树下玩耍。树
干笔直雄劲，黑如锅铁一般，镂出如篆
如籀的皮纹，三人才能合抱。树冠舒
展平圆，宛然青伞翠盖，枝叶蓊郁茂
盛，层见叠出有序。远望婷婷玉立，姿
容柔美，宛若一茎荷叶，盈盈荡荡，好
似碧玉妆成。将军手植的这棵椿树距
海河岸不足百米左右，过去葛沽一带
出海归来的船民，拐过杨惠庄海河大
弯，就能看到这棵和慈云阁比肩的椿
树，宛如一朵碧云浮现在晴空中。船
民这时侯，往往就会喜形于色，甚至开
怀大笑。因为，看到了这棵将军椿，就
证明回到自己的家乡了。

连载 (37)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结亲
“做书童”是很辛苦的事：我们条件

简陋，没有专用书斋、书案和定式定位
的文房四宝；一个吃饭用的折叠小圆桌
是“一切设备”了。摆桌、垫纸、裁幅、调
墨、泡笔、抻纸、晾放……忙个不停，而
且，这不是忙忙乱乱的忙，更要兢兢业
业，细心谨慎，因为不能扰乱写者的神
思。抻纸也得十分内行：什么时候需要
往上提抻或左右延展，提、展多少尺寸，
都是细致而利落的工作。不干这一行
的，只以为：你拿支笔，划拉划拉，有甚
了不起？

这一百零八幅书法诗作的一段经
历，至今如在目前，而淑仁已逝。女儿
们想起这一大卷，打开看看，方觉得真
是一项不可再得的艺术财富了——因
为到今只二年光景，我目已坏到写不成
字了。大家商量，应先将为一项印出来
作为第一册书法集，并配以照片、画幅
等，略见我平生的文化艺术之履印与范
围。因取名曰“红诗翠墨集”——是诗、

书、画、音乐、戏曲诸多方面痕迹，综合
展现一个概貌。也是为了纪念结发之
妻淑仁八十冥寿。

艺术的事最怕俗套。比如画红楼梦
人物，画家们好像离开“道具”就没了办
法——一支花锄成了林黛玉的“组成部
分”，扇子蝴蝶和薛宝钗划了“等号”；石
板凳和一个掉在地上的团扇，那叫史湘
云……剪子是鸳鸯，宝剑是尤三姐，雀金
裘是晴雯，如此等等。这也难怪画家，因
为那都是人物情节的“特征”，有代表性，
原无可议之嫌，问题是怎么推陈出新，务
期改变一下那种“千篇一律”。还该多动
脑筋，多创新意，未必就绝对束手无策，
因而想到用诗句来题咏这些人物，又该
如何？诗比画灵活性大多了，我看第一
要“抛弃道具”，第二是加深理解人物的
品格、才华、精神意义。需要领会，需要
知契。超越那些庸俗肤浅的“人物论”和
“社会学”滥调。第三才是诗的本身的高
下雅俗、神韵风华。

丁丑二月二十日是淑仁七十四寿
辰，我给她写了一首诗，其词云：

老妻淑仁七旬晋四寿词

与君结缡时，君才十六龄。君似花
初展，我亦鬓方青。五十八载过，相对
白发明。大病而能活，浩劫幸犹生。儿
女皆长大，花木皆欣荣。何须羡富贵，

即此庆昌兴。艰难与辛劳，助我著述
清。我本书生子，庸弱百无能。何心为
君寿，赋诗心内情。仲春二三月，万物
滋芳馨。愿君长安泰，年年寿酒倾。

在我八十寿辰时，她也赠了我一
首诗： 祝贺老伴八十寿辰

芳辰最好艳阳天，华诞八旬又一年。
文采风流似宝玉，精神不改意翩翩。
如今，淑仁已不在了。她是壬午

之秋辞世的。六十载糟糠夫妻，患难
伴侣，所历万言难述。她是一个善良
仁厚的慈悲为怀者，一生劳瘁，助我为
文写字，缝衣做饭。在危难中表现出
无畏的护我申冤的高尚精神。我平生
的这点儿学术成就，其中包涵着她的
辛勤甘苦，这种无形迹的贡献，是我难
以忘怀的。

今她已逝，将照片附印书中，感我
伤悼之怀，并赋诗纪念。

诗曰：
慧眼能分汉晋唐，一枝湘管悟锋芒。
新书不及亲开卷，梦里犹同砚墨香。

我的“格言”：红楼非梦。这句话也
代表我的人生观。红楼很真实，梦幻乃
假语也。人生亦真实，痕迹斑斑，扪之
尚能触手，怎说梦幻？

连雪芹的红楼都非梦幻，何况燕园
乎？红楼今虽难觅，燕园历历在目，光
景常新——那么如何又题曰“燕园梦”？

我是在纪念老校友程曦兄。他在
校时就写了一本《燕园梦》，自费铅印
小册，赠我一本。此乃元杂剧体的戏
曲自寓之作，我颇击节赏之。我两次
到美国，晤此故人。1980年夏国际红
学大会的“余兴”是中国书画当场“表
演”，程兄画石，我题诗句，在场者“排
队”纷纷索取。那回他的论文是“《红
楼》与禅”。

1986秋我重游威斯康辛州陌地生
（此周策纵兄译Madison之妙语。旧
译则为“麦迪逊”，索然无味矣），程兄嫂
伉俪驾车数百里专程来会。1987年4
月1日值我七旬生日，程兄又以梅花诗
书扇赠我为寿，程嫂则手制中国点心麻
饼为我解故国之乡思，皆难忘记。（至于
程兄女弟子表演英语《葬花》舞，已在
《域外红情》中粗记，今不复述。）

前岁策纵兄见告：程兄已作古人，
不胜山阳笛韵之感。

我曾向程兄说及《燕园梦》，他说：
我自己却早已没有这本书了。他为人
豪迈，有英气，能唱昆曲，曾为陈寅恪先
生助手。在海外执教，授中国戏曲。

燕园非梦，事事可稽。
感谢那个津海关和“劫收”办事

处，它们把我从歧路上送回了正途。
燕园才是我的“学术人生”的起

步和成长的美好家园故土，也是我的
“精神乐园”。 (待续）

燕园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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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绘白描——小时候系列◆

作
者
：
沽
舟
张
程

史话葛沽之三◆

葛沽法鼓

法鼓溯其历史，源远流长。法鼓是
禅林之法器，僧侣诵经礼仪之用。以鼓
声喻传法之说，可谓诫众进善。法鼓琅
以震响，众香馥以扬烟。法鼓何时流向
民间，因年代久远，已无从考证。但天
津葛沽法鼓传承确有渊源，葛沽民间花
会伴随着葛沽几百年的历史沧桑走到
今天，葛沽法鼓也是随着葛沽民间花会
的沿革而得到传承。她早已深深植根
在这块沃土上，以她强大的生命力和广
泛的群众基础，繁衍生息，薪火相传。
虽说法鼓不是葛沽独有，但从其数量，
规模、演奏技法和传承生存状态，葛沽
法鼓在各地罕见，她承载着民间民俗文
化的深厚积淀和内涵。

葛沽的文武法鼓
葛沽法鼓始于明朝，纵观葛沽因渔

盐、漕运的水陆中转而兴盛的发展史可
知，葛沽兴盛于明朝，繁荣于清代。渔
盐源于大海，养船户大都祀奉海神娘
娘，在明代万历年间，已经有了宝辇和
东茶棚凤辇。葛沽宝辇在接驾盛会期
间，接出大驾巡游与民同乐，法鼓则做
前场，引导辇驾而用。

天津市内“八大家”均有法鼓，在葛
沽商家胥氏、柴氏等大家族也都有法
鼓，平时用于庆丰收，节日庆典，各大商
贾开业庆典等盛事所用。但在春节期
间宝辇花会接驾时作为各辇前的前场
陪驾。花会活动期间，法鼓是辇的前
场，意味着随时起到伴驾和随驾之用。
所以平时辇在各自茶棚设摆，以供游人
顶礼膜拜时，法鼓则在茶棚前演奏，鼓
乐齐鸣，香烟缭绕，以烘托节日气氛，使
人们心灵更加虔诚笃信。

葛沽法鼓有文武之分，武法鼓以武
术，舞蹈动作编排，由一人或多人表演，
随着有节律的武法鼓曲谱，做各种套路
和队形变换表演。时而柔缓轻盈，时而
快速激烈，刚柔相济，大开大合。当年
葛沽营房茶棚就是武法鼓。葛沽花会
在历史上就是全民活动，规模庞大，游
人众多。新中国成立前夕出于安全考
虑，镇内“武法鼓”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
人，仅有极少数前辈，应大伙的邀请，简
单表演一下，如：“二郎担山”“苏秦背
剑”“张飞蹁马”“卧鱼”等。总会博得观
众阵阵喝彩，现属挖掘项目。

文法鼓以演奏曲牌为主，一直沿用
老一辈传承方式，言传身教，演奏开始
后由“头钹”“头铙”为主导即兴开曲谱，
演奏时随机而定，随意性相当强。演奏
人员少则几人，多则十几人或更多。这
就需要演奏人员对四十几个曲牌烂熟
于心，灵活运用，而且精神必须高度集
中，因为有些曲牌变化多端，稍一疏忽
则容易造成演奏失败。

民间法鼓不是葛沽独有，但却不同
于其他地区。以演奏曲牌为主，激昂奔
放的曲牌居多。如狮子滚绣球、喜报三
元、连珠炮、八仙过海等，演奏使人愉
悦。又如节节高、九狮图、五凤楼等，也
使人激昂奔放，热情向上。

演奏乐器为我国民族打击乐器，
钹，铙，鼓，领子，镲歌。还有与其相
关的配置道具，如座图、灯图、门旗大
旗等。加之演奏和谐，充分体现了葛
沽的民间特色，成为我国民间鼓乐的
奇葩。

葛沽法鼓的表演内容与表演形式，
一直依靠传统的言传身教传承，从而在
民俗文化中体现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
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对法鼓艺术风
格和生存状况研究，将会推动地区社会
文化、民俗文化及民间艺术生态与相关
领域社会课题研究，能够进一步保护民
俗文化，更好的服务于百姓文化生活。

出会时法鼓的表演
法鼓演奏共有五种乐器，其演奏特

点全靠鼓、钹、铙领奏，领子、镲歌以板
眼打节拍，完成全部演奏。

各茶棚法鼓均有座图，其呈长方形
立幡，用白色或杏黄色缎子做面，环周
镶青色绒边，贴绣云字图，沿边缀络子
穗，横额写“**茶棚”，竖款写“*音法
鼓”，字体均用青色绒布缝于立幡上。
夜晚将座图换为灯图，其呈三角形支
架，上置角质灯泡，并烫有本茶棚名
称。旧时演奏人员身着兰布大褂，上
套青色马褂，头戴毛疙瘩帽头，天冷时
外置恭喜帽，近年把帽头改为礼帽，胸
前怀表链子外露，演奏人员大多为文
人雅士。

辇巡游时，法鼓和仪仗执事在前开
路，只许领子、镲歌（小镲），边走边演奏
常行点，抬辇者脚步正好踩点而行。钹
铙演员怀抱各自乐器随鼓而行。当辇
行进表演或落座时，领子、镲歌又分立
法鼓四角，钹铙列队相向，站立或坐在
长凳上，继续演奏曲牌，不冷场。

葛沽座乐会有八辇二亭及天一灯
棚（现又增加二亭），共有法鼓八面。
东茶棚称其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
称其为驾前法鼓、北茶棚称其为五音
法鼓，营房茶棚称其为驾前法鼓，西茶
棚称其为五音法鼓，阁前茶棚称其为
京音法鼓，香斗茶棚称其为雅音法鼓，
天一灯棚称其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
后，葛沽民间花会复兴，个别茶棚法鼓
名称略有改动。宝辇为两面大筛锣开
道，而后有昇平民乐（笙、管、笛、箫，奏
乐队）演奏伴驾。

葛沽法鼓演奏歌子（曲牌）现挖掘
有五十余首。其中“十三钹”用于每次
演奏开始，另外还有过渡歌子“常行
点”、“来会收点”和“摇七点”。

葛沽法鼓艺术的传承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老百姓业余文化
生活更需丰富多彩。本着民俗文化服
务于大众的精神，葛沽镇大力弘扬优秀
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古老的葛沽民俗文
化焕发青春。源于庙宇文化的葛沽法
鼓，在葛沽地区历经几百年的传承，其
自身承载着本地区民俗文化、漕运文
化、渔盐业文化和民间信仰习俗，崇尚
礼仪文化的发展演变史。

2007年8月，由镇政府出资，由镇
花会协会副会长段如何、张贺年（已故）
牵头，王玉华任主教，魏树发、王少洪协
助，在全镇范围内招收学员，凡是爱好
者无论年龄大小，均可参加培训。培养
出年龄最大70岁、最小16岁一批学员。

在镇文体部门积极协助下，花会协
会将法鼓艺术作为民俗文化的一部分，
推向校园，薪火相传。
《葛沽宝辇会系列文稿》编委会供

稿 蔡畅达 摄影

刘国华先生给我讲过一件事：
2012年5月30日，95岁高龄的周汝昌
老先生，忽地心血来潮，灵光一闪，兴奋
地呼唤儿女，快拿纸笔来我要写诗。纸
笔备好他口占一绝：“九五光阴九五春，
容光焕彩玉灵魂；寻真考证《红楼梦》，只
为中华一雪芹。”吟罢他意兴甚浓地感慨
说：“好啊，今天总算没有白过！”挚爱文
化事业，为学术研究珍惜分分秒秒的心
情溢于言表。谁都没想到，5月31日凌
晨1时许，汝昌老便无疾而终、溘然长
逝，真格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感慨
唏嘘的同时，不由想到我结识汝昌老以
来，亲见的一些往事，对这位生长于咸水
沽镇，靠着不懈奋斗，取得世人敬仰的学
者，愈加钦敬和感佩……

我比汝昌老整整小了20岁；他在

首都，我在天津；他是名满天下大学者，
我是默默无闻的碌碌庸人。怎么会相
识并交往呢？说来也算一有缘分，二是
赶寸了。我参加工作，从市区分配到郊
区，恰与汝昌老的胞兄周祜昌先生同在
供销社业校供职，这岂不是条能与汝昌
老搭上关系的终南捷径？遗憾的是，由
于那种原因，希望成为了泡影！
“特殊时期”结束，我调到区文化馆

工作。干嘛吆喝嘛，对知名文化人士的
渴求交往，再不仅仅是个人意愿，更是
工作的迫切需要。经领导同意，1984
年4月，我们终于请周汝昌先生回到他
阔别已久的故乡天津南郊咸水沽。

到了家乡，先生可就闲不住了。下
车伊始，乡亲们就把他围住，嘘寒问暖
之外，求字者不少，把屋子挤满了。先
生挥毫泼墨大半天，统共写了多少条
幅，也不知晓。转过天，又在电影公司
礼堂以《红楼梦与中华文化》为题，又给
各界群众做了普及性讲解。又被葛沽
请去参观八驾“宝辇”、两个“灯亭”。老

先生满怀浓浓兴致，传授了有关妈祖文
化来源和发展状况的有关知识。中餐
后乘车赶往小站，参观刚刚维修过的周
公祠。先生看了气势恢宏的三个大殿，
不仅对家乡重视文物保护很赞赏，也对
家乡拥有军旅、漕运、农耕、花会等源远
流长的多种文化格局而自豪！

这些活动甫一结束，他与胞兄周祜
昌便隐入上刘庄下头儿、祜昌先生大儿
子周祥临的家中，投入《石头记会真》书
稿的校阅。这工作可说投入了他们老
哥俩毕生心血，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恢
复曹雪芹作品的原貌，把后40回中被
篡改部分还其庐山真面。老哥俩从早
到晚一个念一个听，集中精力，不敢稍
有松懈，很是劳累。偏偏遇到我这么个
没心没肺不长眼的，在他们激战犹酣的
关头，却提出个不情之请：在老哥俩一
天工作告一段落时，能不能给我挤出一
点时间，做些采访。说实话，提出这个
请求时，我心里还是满纠结的：遇到这
么位文学大家，却吃不到偏饭，太亏！
要求提多了，耽误人家正事，是蠢！所
以话一说完，心咚咚的忐忑极了。没想
到，汝昌先生答应得很痛快、挺干脆、没
有半点犹豫！我赶紧补上一句：请您放
心，每次20分钟，绝不突破！我信守了
自己的诺言，自始至终一个星期左右
吧，我对汝昌老的采访绝对保持在20
分钟以内。一天劳累之后，先生对我不
厌倦，不轻视，更不懈怠，讲得既认真又
耐心，使我收获颇丰……

出乎意外的是，这期间的一个晚
上，汝昌先生的老伴儿毛夫人，由祥临
的女儿领着，竟然来我家（那时我也住
上刘庄，与祥临家相距较远），说是认认
门儿，我当然明白，她是代表汝昌先生
来的，答谢之意存焉。从中透露的信息
是：汝昌先生从来把自己当平民，从没

高高在上的以大人物自居，其内心之高
尚善良，不言自明。

先生回北京后，我利用采访的材
料，写了篇纪实文章，大约有一万来字
吧，修改、誊清后，寄给了先生，目的是
请他核对事实有无讹误，内心既有希冀
又很忐忑。希冀的是终于能得到大师
亲传了；忐忑的是，汝昌老名满海内外，
我那篇小学生式的作文能入其法眼
吗？再者，先生不仅忙且有严重眼疾，
能很用心地审阅我那篇烂文吗？完全
没想到，汝昌老不仅不嫌累赘，反以诲
人不倦的专注，对稿子逐句推敲、不惮
修改，原稿上一旦写不开，便另纸誊清，
贴到原稿上，当起“裱糊匠”！我异常不
安，自忖竖子何德何能值得先生如此厚
爱？同时又倍感温暖，这对后学者是多
大的激励和鼓舞啊！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汝昌老为这篇
稿，竟然前后接连给我写来三封信。字
都很大（眼疾闹的，无法写小），竖行排
列，末尾所属日期分别是：89、11、18；
己巳祭灶日；庚午初七立春前二日。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赘述写信的日
期，是因信与信之间挨得实在太近，真
可谓短短三封信，一颗滚烫心！头一封
告我“24页稿并札，妥收请勿念。”我捧
读良久，难以平静。先生忙，接到稿子
无暇看，怕我着急，立马写信安抚，这是
多深的情谊！唯恐我不理解他忙的程
度，到了“祭灶”那天，又来信说：“我最
近半个月，即偿文债十五六篇之多，每
篇内容相去十万八千里，可知其‘分散
性’……怕你惦记，先此报闻。”短短几
句话，先生焦头烂额忙碌的情景，跃然
纸上。当时，我愧悔极了，真不该用这
种无足轻重的小事，给他添那么大的麻
烦。同时也感悟到，何为长者气度，怎
样才配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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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给作者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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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大纶
周大纶(1735—1786) 字理夫，

世居东泥沽村。周人龙之子。乾隆
二十年(1755) 授州同知，改捐盐课
大使，发往福建，补漳浦场大使，历

任兴化
府 经
历 、莆
田 县
丞 ，调
彰化县
(今台湾

彰化县丞。
大纶为官耿介清苦。乾隆五

十一年（1786）台湾农民起义首领
林爽文，率众攻克彰化，相继又攻
克诸罗(今台湾嘉义市) ，时周大纶
任期刚满，正要调内地做官，因有
事滞留诸罗友人叶友伯家，结果被
林俘获。林爽文素敬大纶之贤明，
不肯杀而劝降，大纶不从。林又令
部将何北海劝降，仍不从，被杀
害。皇帝下诏，赐祭、赐葬，封予他
家世代为云骑尉。

(本栏长期征集“津南印记”篆刻，
投稿邮箱：jnqrmt03@tj.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