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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我入燕园，真是不易。
为什么我两次出入燕园？第一次选

定这座学府，因为它是当时沦陷中的一
处宝岛，敌伪恶势力难入。我进京报考
已是1939年之夏了——小学耽误的年
华（军阀混战）不再提了，单是中学毕业，
本应是天津南开高中1937级，却遭遇九
一八事变，历经曲折，故插校毕业已是
1939年。谁知当年又未能入学，1940年
之秋，这才跨入燕园（燕京大学的简称，
也是雅词）的大门。1941年之冬，又遭
日寇封校。从津海关出来就与母校联系
返校，而答复说：你超过返校时限已太久
了，若欲复学，须按插班生重考。
我这个不幸的学子，什么都“怕”，只

不怕考：我的考卷，入目者（阅卷者）竟是
我的老同学——他们早已成了教师。我
的重新“录取”当然就不是“问题”了。
记得1940年之秋初入这座名校，其

景色如同仙境，绿柳朱栏，湖波塔影，一
座座殿阁，一处处池台，真是名副其实的

“园”——是好几个明清旧园遗迹组成
的，而又加上新建的楼宇，金碧璀璨。满
校一片清新、自由、活泼、高尚的气息，真
像朝暾与晓霞那般美好。这是我平生从
未有过的感受。
但到1947年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

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
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有时甚至是
一种“消沉”或悲怀。

可是，我的潜藏已久的学术之力量
却获得了唤醒和焕发——我一头投入了
那座全国一流的大图书馆！

有人批我，说是“胡适派”，也许他还
真有点儿道理：因为我也许正是天生就有
“考据癖”。不然者，何以我这个西语系的
学生一返校就作起“考证”文章来了？
事情要从实而论，空言要调，搔不着

痒处，也于人于世无益。我的意兴消沉，
精神苦闷，而此时的燕大早已名师散尽，
我所听的课，实在打不动我的心灵了，我
自然要另寻自己的“境界”。于是我想找
一个“突破口”小试“牛刀”，看看我的“本
领”是否“了得”。又因这无非是消遣，只
以小题目来遣兴，就选中了一个砚铭的
考索，盲人瞎马地作起来。
此砚是我在津海关下班路上见一人

孤零零摆一地摊，只有几件东西，中有一

砚，其质奇重，面色黑，背有淡黄纹理。
砚池上雕一龙。池侧，刻有印章三方，
曰：“吴桢”、“周生”、“大雅”。而左上方
有小字甚精，铭曰：“雍正乙卯得于西小
市。”旧时北京有东西二小市——亦称
“晓市”，俗呼“鬼市”。其品格甚佳。然
背面又凿出一方凹处，刻有草书铭文，字
则不太入赏。心中疑闷，不知何故。
我就要考这个吴桢。初由同窗孙铮

（正刚）兄代觅线索，他以为此吴桢即《皇
明从信录》之撰者。我顺此线路下了很
大功夫，写成一篇《吴桢考》。后来弄清
了：那全无关涉，此位吴周生乃是明代与
陈继儒同世的书物收藏名家，故宫旧日
珂罗版影印的《兰亭》帖上早有他的收藏
印记。后于《图书集成》中也见到了他的
名字。

至于砚背之铭，乃是市贾所干的糟
糕事——从徐世昌的砚铭中摹来的，又
伪托另一名家之款记（记不清了）。这只
为吴桢之“知名度”不为当时常人所悉，
故另造“大名”——却把一方宝砚给毁
了，那伪铭俗刻，大煞风景，令人怅恨！
此砚，可珍也可惜。——不过，它早

被“抄没”，不知被哪位“革命派”饱入私
囊了。
这个小经验，也教训我，作考证不是

易为之事，必须博学多知，必须于“万象”
中辨审真伪是非的混杂之历史沉积，方
得真理。

举这个例，为的是说明我的“考据
癖”从一开始就喜欢考“人”，因为无论考
“文”考“物”，归根结柢（不是“底”，在他
处我一用柢字，必有人给“纠”成底字），
都是为了“人”耳。
我第一个考人失败了。紧接第二个

考人的“人”就是曹雪芹。
所以，我的红学实际是“曹学”。此

点海外有人讥评过。他很有识力，没说
错——只是他把“红”、“曹”二学有意地
人为割裂（甚至由“并列”引向“对立”），
这就识力太不够了，未免可惜。

说到这里，想起《北京大学学报》
主编龙协涛先生在对我的专访中提到
西方一种文学理论，说作品是“私生
子”，即不必究论其父母何人。这大约
是想表明“人类共性”吧？但那理论家
恐怕不知天地间还有个中华古国，与
“众”不同——你若把从屈原到鲁迅的
一切“作品”都当“私生子”而不知其父
母，那就连一句话的真义也读不出了，
更何况曹雪芹的“石头”自“记”或“情
僧”自“录”哉？

我考“人”考上了雪芹公子，认真地
说真已“上了瘾”，从1947年到今日今
时，一直没有丝毫的兴致“稍减”，倒是
有增无已。看不上“曹学”的人总觉得
研《红》是“作品本身”、“文学创作”的
事，而“曹学”太“多”了，“妨碍”了“作
品”云云。您看，这虽没提“私生子”，可
那“理论精神”不正是若即若离、仿佛依
稀吗？ (待续）

燕园梦

陈涴逸□

春天的微笑

季节的身体渐渐变软
蓦然间 我看见
一朵花开了
春天的第一朵花

它是什么时候开的
无关紧要
毕竟是开了
为了这一时刻
人们期待已久
娇柔的花 嫩嫩的
像新生儿的脸

娇小的瓣
怯怯的
洋溢乖巧甜甜的笑

这时候 你需要
沉静下来
仔细倾听 花开的声音
有关春的语言
弥散着淡淡花香
这种情绪
会一直
在我们心头蔓延

思念成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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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日子注定会有一场雨
清明的雨
飘洒成——心情
杏花雨打湿的节气
桃花含泪、梨花带雨
飘落成阳春三月
满地的情绪

清明里的墓碑
开始有了温度
人们虔诚地
向着一堆黄土
把无尽的思念
默默诉说

其实
这个日子并非阴郁
人们走向野外
尽情地放牧心情
心绪随纸鸢放飞
笑声铺满了草地

清明
一个美得令人心悸的日子
所有的心绪和思想
濡润在沾衣欲湿的杏花雨里

幼年的记忆中，我家住着三间土坯
房，而这三间土坯房的来历可是“不同
凡响”！

父母结婚三天，爷爷就把家给分
了。爸妈另起炉灶的全部财产就是一
包稻谷、一间低矮的小土房和 10 元
钱。对于现在的90后、00后来说简直
无法想象。爸爸说，这10元钱买了锅
碗瓢盆，又添置了两把椅子，就所剩无
几了。他当时每月的工资就是12元多
一点儿，但要把10钱都上交给爷爷。
可想而知，当时的生活有多难！妈妈每
天都是从早忙到黑地打稻草帘子，凑够
一定数量后，捆成一捆背着交到生产队
里。哥哥出生后，爸妈就萌生了自己盖
房的想法。去征求爷爷的意见，爷爷只
一句话：“分家了，不管，自己想办法。”

无奈之下，爸爸找几个同事借钱凑
够了买房檩的钱，再没有一分钱了。年
轻力壮的妈妈眉头都没皱一下，毅然决
定剩下自己能干的活儿全包了！

每天清晨爸爸去上班，妈妈就开始
了劳作，一个20多岁的农村妇女，先拉
着小推车到河边，用铁锨一锨一锨铲起
土装到小推车里，装满后，拉着小推车
走到10多米外的空地上，把土卸下，然
后再走回河边铲土，如此循环往复，拉
够了一定数量的土后，便去割草。然后
又是自己挑水、和泥、拌草，把泥和好，
用锨铲起放到一个四方形的木框子里，
这就是“脱坯”。一块一块整整够用盖
三间房的土坯，是妈妈用了整整两个多
月的时间，在炎热酷暑中，自己一锨一
锨真正是打拼出来的！晴天还好，要是
赶上阴天下雨，妈妈还得赶紧找来油
毡、塑料盖在土坯上。爸爸说他所能帮
忙干的就是在下班后，把一块块土坯立
起来晾晒风干。

盖房的材料准备齐全，选好地址，
就剩下砸地基了。妈妈爸爸几乎每天
都是后半夜才睡觉，三间土坯房的地基
竟是他们两个人用大木夯一下一下夯
出来的。

盖房是个技术活，不得不花钱请人
来帮忙了。爸爸找到了本村的盖房能
手刘大伯和自己的同事，三天时间，三
间结实漂亮的土坯房竣工了，村民们都
啧啧称赞。

房子盖好后，爸妈在每日依然节衣
缩食攒钱还账中，又计划建一座院子。
这座院子当然无法和现在相提并论，但
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规模了。

爸爸说，当时妈妈已经怀着我了，
却一刻也没歇息过。妈妈依然是拉着
小推车去河边取土和铡好的稻草搅拌
一起，挑水和好泥之后，用铁三齿叉子，
硬是象小燕垒窝似的一叉子一叉子地

垒起了一人多高的土院墙！与三间土
坯房搭配和谐，整齐美观。

我和弟弟相继在这里出生，这土坯
房、土院子，记载了父母十多年的忙碌、
操劳的身影，也承载了我们童年的几多
欢乐和烦忧！

童年的记忆中，天是蓝的，水是绿
的，风是冷的，地是裂的，人是穷的，心
却是纯朴善良的。

那时我与小伙伴儿们天一亮就背着
筐去捡稻榨当柴烧。当背着一筐稻榨回
到家里，看到疲惫不堪的母亲露出赞许
的笑意时，我内心无比欢畅。捡稻榨便
成为我童年生活里一项主要内容……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

开。”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春天播
下了种子，秋天的收获还会远吗？

当时，我们村村民都在种地的同时
开始在家打帘赚钱。打帘的材料是芦

苇，芦苇需到大港水库购买，我清楚地
记得一斤好芦苇要两毛钱，质量稍微差
一些的一毛五分钱。父亲托人找好拖
拉机车，直接开往水库。与父亲坐在拖
拉机车斗中，不知走了多长时间来到了
水库，放眼四望：那好似垒成高山的一
捆捆芦苇，还有没被收割的在秋风中如
起伏的波浪般律动的芦苇，给我留下了
深深的震撼、深深的敬畏，深深的感动
——这细细的芦苇，竟然有着如此神奇
的力量，去掉苇皮加工成出口的苇帘，
可以给老百姓们带来丰厚的回报。而
这些，又全都是生长于水中芦苇的恩
赐，大自然真的太神奇了！

芦苇拉回家都码放在院子里。母
亲早早起来做好早饭，等我们吃完饭，
父亲去上班，我们背起书包走向学校。
母亲开始了劳作：打帘这种加工活做工
要求非常细：先从成捆的苇子中筛选出
长短粗细适中的苇子，后用削出刃的铁
片将苇子去皮，露出白白的苇杆，苇杆
上不能有一点点苇皮，接下来在一根木
杠上拴上十二道绳子，然后将去皮的苇
子放在木杠上用12道绳子分别绕紧，
一根接一根，直到苇帘的长度达到2米，
一片帘子才算完成。想一想，一根苇子
需用12道绳子缠绕12次，一片苇帘要
绕多少个12次。可母亲一天中能打出
3片这样的帘子，再结实的手，也会被磨
砺出老茧，再坚硬的手，也会变得伤痕
累累。爸爸只能在下班后帮妈妈做一
些修剪帘子边的活，我们也只是在放暑
假时帮妈妈把苇子去掉皮，还经常去不

干净，需要妈妈自己再重新用铁片去掉
那些残留的苇皮。可想而知，妈妈每天
有多么忙碌劳累！

短短几年间，再不见父母忧愁的面
容，再不见家中的土坯房。村中老百姓的
手里都积攒下了钱，看吧：红砖灰瓦，高大
宽敞的房屋赫然矗立于乡间大地，家家周
围绿树红花相应相衬，景色怡人。

如今工作已30年的我，工作在温
暖舒适的环境中，回到家中依然是宽敞
明亮的楼房，生活真的是惬意无比。然
而夜深人静时，总有一股淡淡的情怀萦
绕心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至今割
舍不下的就是生我养我的故土，我挚爱
的家乡，我成长的港湾！而我的父母又
何尝不是呢？兄长早已为年事已高的
父母在城镇买好了居住楼房，可是任千
般说万般劝，父母依然头摇得如拨浪
鼓，这些房就是你们的乡间小别墅。你
们在城镇住腻了，就回村子里住几天，
多好啊！”
“乡间别墅”多好的称谓啊！真是

赶上好时代，父母也学会了时尚。喜
悦之余，我不禁陷入了沉思：难怪父母
不愿意离开这方热土，因为这里有他
们的根，有他们挚爱的情。抬头仰望，
蔚蓝的苍穹下，笼罩着碧绿的田野，冬
枣树上挂满了饱满的果实，环绕于房
屋前后左右，交织成一片绿色的海洋，
映衬着红砖青瓦。川流不息的车辆来
来往往，满载着人们的希望、幸福奔向
远方。

的确是乡间别墅，景色怡人，空气
清新，冬枣林的空地上，种满了绿色的
蔬菜、瓜果。是啊！我白发苍苍的父
母，怎会舍得离开这美丽的乡间别墅
呢？怎舍得离开这温暖的港湾呢？
“想想过去，谁能想到咱会住上这

样的好房子，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呢？
我呀，哪儿也不去，还要在这种果树种
绿色蔬菜呢！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老父竟然还会跩文词，我一边笑着，一
边快步赶上父亲，奔向冬枣林……

别人不知道，反正在肖克峰的心里
春天真的来了，而且肖克峰好像突然间
明白了一件事情：春天的概念其实在许
多时候与天气好坏关系不大。

肖克峰从小就喜欢看书，后来还迷
上了写诗，单位里的人一看见他中午吃
完饭一动不动的坐在那，都知道肖克峰
在写诗了。有一次，下班的时候赶上突
然下大雨，大家都在避雨，就肖克峰骑
着自行车往雨里走，同一个工段的老大
哥逗趣他：要不人家肖克峰是诗人呢，
这大雨天都不怕，可真是大湿人！从
此，肖克峰就有了“大湿人”这个绰号。
还有的嘎小子看见肖克峰就说：“峰哥，
晚上多喝点水啊，这样湿可以多做会
儿，湿做的大小，取决于水喝的多少。”
肖克峰也不在意这些，但他在意的是和
他一起进厂的几个哥们儿都已经成家
了，就他自己还没有女朋友。

肖克峰的父母也觉得自己的儿子
不一般。他那在工厂开了大半辈子叉
车的爹逢人便说：“乖乖，我儿子这不成
贾平凹了嘛”。

尽管编辑选了肖克峰的诗收入诗
集，不但不给稿费，还要交200块钱出
版费，当然出版后，免费送给每位作者5
本书。尽管这样，在肖克峰看起来，还
是振奋人心的。毕竟也不是谁写了十
句八句，都能发表的，说明还是够了发
表的水平。

还有一件事儿，让肖克峰彻夜难眠
了，简直不敢想象啊！这太光荣了！他
写的作品竟然成了刺向拜金主义和不
良风气的匕首和红缨枪。事情是这样
的，出版社在出版这本诗集时，请了一
个比较著名的评论家为诗集写了篇序
言。这个评论家在写序的时候，选了几
首诗当例子，其中肖克峰的这首《今天
北风五级》被评论家着重提了出来。

他甚至开始设想自己有可能在不
久的将来会成为像北岛、顾城那样的
诗人或者是成为余秀华那样的也行
啊，对，成为余秀华也行！如果是那
样，不定多少姑娘惦记着穿过大半个
中国来睡我，想到这，肖克峰“扑哧”一

声，笑出了声。
肖克峰翻开这本诗集，找到自己写

的那首《今天北风五级》轻声的读着：
“昨晚听了天气预报，今天会有北风呼
啸，穿上最厚的衣装，再戴上高高的皮
帽，衣服束缚了腿脚，扔了难缠的膏药，
是什么武装了你的内心？是什么抵挡
了你的骄傲？抵达的是目标，凝滞的是
心跳。北风，吹乱了你的鬓梢，吹不乱
我的娇娆，仰望天空的北斗星，找寻新
时代的正方向。”然后又郑重的翻回到
书的第二页，评论家在序言里是这样评
论肖克峰的：这首诗由“昨晚听了天气
预报”想到了“衣服束缚了腿脚”；由“抵
达的是目标”想到了自己“凝滞的是心
跳”，诗人在此用“呼啸的北风”暗喻了
歪风邪气和那些拜金主义，结尾句“北
风，吹乱了你的鬓梢，吹不乱我的娇娆，
仰望天空的北斗星，找寻新时代的正方
向”寄托了诗人要为清明正气振臂高呼
的决心和勇气。全诗虽然只有十五行，
但抒发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和焦虑以及
对新时代的讴歌和赞美。这正如古人
云：“我心悲伤，莫知我哀”，失意和彷徨
萦绕在诗人心头，带来的痛苦挥之不
去，字里行间流露出诗人热爱自己的生
命现实……

肖克峰读着读着，眼泪不由自主
地流下来了，这评论也写得太好了！
本来写的什么自己当时也没想这么
多，可看评论家竟然从诗中悟出这么
深刻的含义，肖克峰自己都崇拜自己
了。这些天肖克峰已经不再拿钳工看
待自己了，他觉得自己应该在各方面
为自己将来成为像北岛那样的大诗人
而做好相应的准备，也就是说，从现在
开始，肖克峰看世界的眼光再不能满
足于只是一个钳工的眼光了，要放眼
未来，放眼世界。

单位工会知道了肖克峰的诗歌编
进诗集的事情，让他在全体工人大会上
说说创作心得。肖克峰准备了一晚上，
搜了一个小时的百度，复制粘贴了一些
内容，又自己改动了一点，加上自己的
体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了几次。心里
寻思，是昂着头走上台，显示一下气宇
轩昂，还是稍微弓着腰彰显自己的谦虚
谨慎呢。心里暗暗发誓，这次一定抓住
机会不鸣则已，一鸣惊人。

第二天下午两点，全体工人大会
准时召开，肖克峰含着眼泪对着话筒
说：王夫之说过：“无论诗歌与长行文
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无帅之兵，
谓之乌合。”苏轼也说：“诗者，不可以言
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这是强调
意的重要性，实际上意不光重要，还应
该新颖，应该写出“人人心中有，人人笔
下无”的新意来，应该有独特新奇的发
现和感受。工人们哪听过这么艰涩难
懂的发言啊，一时掌声雷动。

回到家，肖克峰翻来倒去地摆弄那
本还散发着浓浓墨香的《2021年度区
县作者优秀诗选》，心里不断地对自己
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肖克峰的春天似乎真的来了。

港湾
杨学敏□

梨雪漫天

郭记标 摄

仿佛是从意蕴悠长的唐诗中走来，
还沐浴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润如酥的天
街小雨。

于是，停下匆忙的脚步，顺着牧童
手指的方向，隐隐看过去，清明，俨然一
幅淡淡的水墨画，简约而绵长，悄悄地
印在眼眸，印在心上。

春天的小精灵们，还没有恣意地飞
出来。也许，它们还沉浸在冬日那长长
的梦中，不愿醒来；也许，它们已经醒
了，只是，眼角还有几分睡意，连思绪也
是懒懒的。万物的格调以一种缓慢的
方式慢慢呈现。浅浅的雾气，朦胧的树
影，就连从身边而过的风也带有几丝清
爽的气息，倘若再仔细一点，还能嗅到
几分泥土的味道。

春雨过后，并没有望见太阳的影
子。但是，宅了一冬的心境，随着春天
的悄悄开始也已经渐渐地变得明媚了

起来。没有忧郁，也没有急促，走出门
去，也只是为了赶赴一场春之约定。

我几乎醉在这样明快的春天里了！
恬静的乡村，悠长的小巷，窄窄的

小径，都能勾起心中的遐想。一髻儿浅
绿的小草，悠悠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
抱；一绦鹅黄的柳条，宛如美人的眉，苗
条、柔软；一湾湾轻轻流淌着的溪水，哼
唱起了悠悠的乡村小调，从西边远远的
村落，一路欢快地奔向了东边低洼的小
谷里。近处，手挽手的篱笆还在塑造着
一个甜甜的梦，土里的小菜苗，正在静
静地生长。老牛、白羊，摇晃着身子的
鹅、趴在木板凳上的猫，显得悠闲十足。

我几乎醉在这样明媚的季节里了！
清明，这两个字多么美。清，如同

一汪汪流淌着的清水，如同小家里熟悉
而亲切的菜肴味道，如同一树花草一路
香，如同邻家玩伴儿那灿烂的脸庞，没
有一丝忧伤；明，是一轮明亮的月，是一
缕柔美的光晕，是明媚的书卷温馨的
香，是斜月倚小窗，身心俱明朗。

我几乎醉在这样鲜活的时间里了！
天空，是广阔无垠的，还能望见雁群

拍打着翅膀悠然飞过的身影；屋檐角，是
一方小小的燕窝，欢快的燕鸣从巢中飘
了出来，像是一支清丽的曲子，为这样的
节气，为这样的春天锦上添彩。

清明，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
春天，也渐渐苏醒过来。就让我们，在
这个季节，在这样的时间里，种下一个
美好的愿望，努力着，也幸福着。

水墨清明
管淑平□

◆手绘白描——小时候系列◆

诗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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