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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津南印记◆

周人骥

周人骥(1696—1763)字芷囊，号
莲峰，世居东泥沽村。雍正四年(1726)
举乡试。翌年，联捷进士，授礼部主
事。雍正七年(1729)加翰林院编修衔，
提督四川学政，补精善司主事，升仪制
司员外郎。乾隆元年(1736)充福建乡
试副考官。翌年，授贵州道监察御史，
后补广东道监察御史。

人骥历任监察御史多年，不畏权
贵，刚正不阿，遇事直陈。巡视淮安
漕务时，曾奏议：两广总督马尔泰条
陈剿办苗农造反情况，多有不实之
词，仅仅降旨告诫；闽浙总督郝玉麟
保举劣员，贪污受贿，仅仅削职降官，
都不足以表示惩戒。朝廷嘉赏他的
奏议，下令核议。乾隆六年(1741)上
书条陈：“凡有诬告者，按律加等治
罪，越诉者不得滥准。”朝廷御准，有

关 职 司 酌
定 新 的 条
颁行。
乾隆七年

(1742)授广
西省右江道
台，勘定省
界，平息了
苗民争执。

着重教化，振兴文教，使浔江、柳州地
区民风大变。乾隆十年(1745)升湖南
按察使，疏理滞狱，平反积冤，凡200
余案，编辑成《臬楚摘案》刊行。乾隆
十五年(1750)迁陕西布政使。乾隆十
六年(1751)调湖南布政使。

乾隆十九年(1754)调浙江布政
使，制定所属官员分巡章程，年终考
核功过，给予不同的劝勉和惩戒。是
年升浙江巡抚，奏：“海宁垦地一千余
顷，认户强令种户纳租，种户纷纷赴
控，今彻底察清，悉归种户报升，其认
户自种者仍许丈给”，此议得到皇上
嘉许。这一年，他还为杭州、嘉兴、湖
州、绍兴四府受灾奏请抚恤。

乾隆二十三年(1758)调署贵州巡
抚，贵州农民耕而不织，丝布价贵。
人骥劝说农民购种川楚棉麻，教以纺
织之法。乾隆二十六年(1761)奏：“黔
省种植棉苎已著成效，仁怀等处兼放
山蚕，可织茧绸”，此法被推广，得到
皇上嘉奖。为发展生产，便利交通，
决定开凿南明河。但因崖壑险绝，急
湍激石，一时难以完工。二十七年免
官。落职后，罚修完县城垣。二十八
年，工未半而病故。

著有《莲峰宦稿》《香远堂诗钞》8
卷，后由其外甥赵世杰编稿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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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那种理论家论的是西洋文学，人家
也许从来就那么看事情，我们何必多论；
至于我们中华，却专爱对“私生子”的来
由发生兴趣，特别下功夫为之寻找“父
母”，如红学中的遗民说、纳兰说、常州某
孝廉说、“石兄”说、“叔叔”说……最近还
续出的又有“曹渊”说、“墨香”说……实
可谓蔚为大观矣，难道唯独“胡适派”的
自传说就出奇地大逆不道吗？所以“曹
学”也只是“曹雪芹学”，而不是什么曹頫
学、曹硕学……鲁迅就是大声提出“曹雪
芹整个儿的进了小说”，“贾宝玉的模特
儿是曹雪芹”，这比胡适“明白”、“精确”
得多，堪称光明磊落，也是光风霁月。他
老人家没有反对“曹学”，也不认为“作品
是私生子”。

其实，不少人是从“曹学”得到了一
些知识，作为本钱，成为了“红学家”的
——不叫“曹学家”呢！更有些“家”们是
从“曹学”偷得了知识见解，写几篇文章，
装作内行，而反过来讥评“曹学”，吹求点

儿毛疵，显示自己的高明与正确。
——学风在这儿变成了歪风、恶风。
我的“曹学”之受到讥评，又不仅仅

是“脱离了文本（按，也叫‘作品本身’等
等）”，还在于我是研究雪芹的整个家族、
世系在明清两代的遭际与命运。因为不
这样也懂不了雪芹，也懂不了他的“文
本”“本身”。可是有学者早已笑话拙著
《红楼梦新证》是一部“曹寅年谱”。

可是，“文本本身”说的那些“独他家
接驾四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兆姓
赖保育之恩”、“续琵琶”、“祖父也极爱藏
书”……这些“怪话”，却都须从被讥的
“曹寅年谱”中获得了确解和真谛。

这却涉及了史学，尤其是清史学、满
学、八旗学、清代的“百科知识”、文化学、
氏族学、谱牒学……这些，如果不是那个
津海关与“劫收处”使我重返燕园，对我
这个不学之人来说都等于零。

为了“曹学”，在那无与伦比的燕大
图书馆不但发现了敦敏的诗集与六首明
题雪芹的诗，也还检读了一千多部图书，
采入《新证》的约有七百余种。

这些，至今被那些看不上“曹学”的
专家们仍在不断地“引用”——其实不是

光明的引用，只是稗贩而已。
《红楼梦新证》仍然“健在”。燕京大

学虽已并入了北大，燕园之名却依然日
益响亮。
然则，燕园梦者，非梦也。岂不信哉？
诗曰：
柳影中涵绿鬓姿，湖波如旧认涟漪。
红楼一证何云梦，天地长留大话题。

燕园，尤其是原先未遭变故的燕
园，你见过吗？那真美极了——我从未
再见可与伦比的校园我学术环境。

日寇侵华，平津沦陷，家破国亡之
学子，就把燕园和故国联在一起，几乎
是一个梦想的标的。这种情怀，他人何
从体会领略？

我1939年考入燕京大学，故乡大
水泛滥，家（土房子，门口外半尺就是大
水……）在旦夕就会化为一片泥堆，无
法入学，保留学籍，于1940年之秋得入
燕园，如在仙境（彼时华北唯一不在日
军控制下的一个“孤岛”、“桃源”）。刚
读了一年半，日寇便也不能容她的生

存，竟于1941年之冬，将她强行封闭解
散。抗战胜利后，1947年之秋，复以
“插班生”之名义重新“投考”，再返燕园
——这个经过，我不厌其烦地写了多少
遍，总也写之不尽！

初入燕园，听说老校长曾是吴雷
川，校歌的歌词也出自他之笔。那时校
长就是司徒雷登了，在交中人人皆称
Dr.Stulart。那一年半中，记得没有机
会见过他。
“重考”再来之后，当年的圣诞节，

燕园风俗，凡外籍师长，都要华灯敞户，
招待同学，难度佳节吉日。那夜，满园
裙钗，笑语相闻，芳影络绎，弦歌不绝。
这时，同窗的周培章兄，便约我：咱们去
看看Dr.Stulart。我欣然从命，随之直
奔“临湖轩”（司徒校长的住所）。

记得我二人进入客室，他站在正当
中，接待同学来客。也许是学生不敢轻
率来拜谒——因为他们熟识的只是教
课的老师们，可以随随便便地谈笑（也
享受一些待客的小食品，都是自制，花
样各别，无“市售”气）。

培章兄和我都是四零级的，学程经
历恰同，也是和我一同重返校的特例
生。但他与我又极不相同：他抗战时从
军了，胜利后一个时期国、共都不曾接
管，美军（彼时称盟军）从大沽口入境，
飞机运兵，接收了天津市，而培章已是
联络官 liaisonofficer的身份，他已与
司徒先生在南方会过，早已相识。所以
他略如故人重逢，轻便地说明了自己如
何弃官复学的诚意。 (待续）

燕园梦

燕园老校长——
司徒雷登、陆志韦

“天津劝业场”五个擘窠大字，让到
过天津的人们记住了华世奎。华世奎
字璧臣，是晚清到民国间的历史文化名
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华世奎写的条
幅对联，沽上文墨人家都曾悬挂于壁
间。我家老辈人收藏的华世奎墨宝一
幅，我至今记得是：“鱼游墨砚苹风暖；
燕入书林杏雨浓”。那是一幅写春景的
对联。说春天了，文人的洗砚池解冻开
化了。又可以洗涤墨砚了，又能看到鱼
在池中游动了。洗涤墨砚之际，起于青
苹之末的春风，暖暖的。杏花盛开时的
小雨，下的浓密，燕子避雨而飞入房间，
房间却是满箧满架的书屋。既有春象，
又有文气，塑造了一处读书人的环境，
很美的。华世奎1864年生人，清光绪
十九年（1893）中举人，翰林院编修。曾
担任内阁中书，军机章京，皇族内阁阁
丞。袁世凯入内阁时，还兼过政治官报
局局长。清帝退位的退位诏书，这一重
大的历史文献，就是由华世奎誊录抄写
问世的。此后他遁隐津门，以书法、吟
咏遣性。有《思闇诗集》行世。1942年
去世，距今不足八十年。

华世奎的父亲华承彦 (1840-
1916)，也是天津的大文化人。精书法，
富收藏，还精通易学。家以业盐为生，
开有发行售盐的门市，还有两处在晒盐
池边收购海盐的引岸。1860年二十一
岁时成婚，他的夫人田氏，即华世奎之
母，（1842-1919），是今津南区咸水沽
镇田家嘴村人。田氏之父，华世奎的姥
爷田峰泉，是清道光己酉年（1849）的抜
贡，二品刑部郎中。晚年谢职养亲，回
归故里田家嘴。田氏十八岁嫁到天津
华家。华世奎幼时住姥家，得在海河坐
船，“摇摇摇，摇到外婆桥”。田家嘴村

村西，被海河故道环抱，构成湾嘴码头，
老田家于明代燕王扫北落户此地，因此
得村名田家嘴。现今的田家嘴，于
2009年海河教育园建设工程中，全村
拆迁整合，村民都住进了楼房。2010
年，733 户，1748 人，年人均纯收入
11407元。

华世奎有《先妣田太夫人行述》一
文，专门记述他的母亲。说他母亲是独
生女，父母非常钟爱，田家较富有，一切
依从女儿，女红该做的，父母从不要求
她做。即所谓娇生惯养吧。但女儿极
勤奋，女孩子该做的，她无所不能，而且
做得极好。侍奉乃父，细致周到，诸事
都能替母亲分担。父亲在外应酬时，她
“篝灯坐母旁，刺绣以待，父不归不先
寝。”每用餐，母亲不动筷子，她绝不先
食。父母千挑万选才把她嫁给了华承
彦。华家以为她是骄纵惯了的，不比贫
家女勤快。结果一行事，人人觉得贤
惠。家务事专拣难做的承担，易作的，
让给妯娌。华承彦的大哥去世早，她对
待寡嫂礼敬有加。她更是尊崇婆婆，家
务之余，还陪伴婆婆说话，给婆婆解闷
儿。婆婆有所需，她及时加倍满足，婆
婆没好气，她赔笑脸逆来顺受。两个小
叔子丧偶，她收养教育他们的女儿如己
出。家里生意用钱，她甘心卖掉自己的
嫁妆，不料卖嫁妆被盗遭难，仆人重伤，
小叔华漱石又捐官用钱，她替夫分忧，
卖掉两箱嫁衣解困。为婆母预置棺木，
她又卖掉自己的两件珠钿。后来华家
败落，她一手担起治理穷困之家，“举凡
供祭、祀奉、潃瀡（一种烹调方法）、敬礼
宾师、馈问亲党、门户扃固、庭宇洁除、
米、盐、醯、酱、膏、薪、庖、炭，零杂之务，
不时之需”悉亲手经营。“事无违宜，物

无妄费”。忙了，顾不上吃饭，残羹冷
饭，也甘之如饴。还亲手制作夏日汗
巾，冬日的暖炉。仆人有需求，不敢告
诉她夫君华承彦的，都肯对她述说。一
家诚信，从无嫌怨，用人用事，善者成
之，能者进之，令人敬服。年节团聚，雍
睦祥和。大伯再娶再丧，年迈不能自
理，她视为己任，衣食洗涮，侍奉得一切
周备。内外宗亲，孤寡老病的，缺吃少
穿无住处的，她时有辅助。庚子八国联
军入侵，数十家亲戚来投靠，她让他们
得以安饱，善待了三四个月。家中有患
病者，问状调护，胜于亲人。婆婆有病，
她自己也已经七十多岁的人了，侍奉婆
婆，五十多天不脱衣服陪护。……如此
等等，都被华世奎记在心里，载入文
章。别以为华世奎只是说他的母亲，这
其实是说出了我们津南老一辈妇女真
善美的品质啊！

我写此文，感谢天津社会科学院罗
海燕博士，他惠赠我他整理出版的《华
世奎集、华承彦集》使我得悉此段往事，
用以馈报我们津南的父老乡亲。

华世奎与津南
刘景周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之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
年奋斗，成就辉煌。为庆祝中国共产
党百年华诞，天津市作家协会创联
部、津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单位
举办“‘津南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诗歌朗诵会”，现面向全市文
学爱好者进行文稿征集。
具体安排如下：
一、活动名称
“津南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诗歌朗诵会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天津市作家协会创联

部、津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承办单位：津南区融媒体中心、

津南区文化馆、津南区作家协会

三、作品主题
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主题，深情回顾党的奋斗历史，热
情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及其所取得的
伟大成就，激励广大人民为建设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不懈奋斗。
四、征稿时间
自即日起至 5月20日
五、展示形式
1.举办现场诗歌朗诵会。
2.进行线上展示。
六、具体要求
1.征稿要求：本次征文活动体裁要

求为现代诗，50行以内。每位作者限投
一首，多投无效。要求原创，文责自
负。作品后附150字左右作者简介。

2.投稿方式：本次征文活动只收
电子稿件。来稿请寄电子邮箱：jin-
nanzuoxie@126.com。邮件标题注明
征文活动字样,注明作者姓名、身份证
号码、联系方式等。

3、评选办法：本次征文活动设一
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6名，优
秀奖若干。颁发证书及奖品。优秀
作品将在天津作家网、《天津日报�
津南时讯》等媒体及平台刊登。
4、联系人：段宗颉 周长庚
5、联系电话：022-28511857
天津市作家协会创联部
津南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津南区融媒体中心
津南区文化馆
津南区作家协会

2021年4月12日

“津南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诗歌朗诵会征稿启事

◆海下风情

□

两个月后，那拉提草原花草繁盛的
季节，娜其布来了。

她好像和她相识很久的样子，拉着
她的手呵呵笑着，满口的白牙颗粒饱
满，雪白坚硬，在阳光下像白色砗磲一
样闪闪发光，一看就是蒙古女人钙质充
盈的牙齿，是肥厚的牛羊肉和喷香的马
奶造就的。一张典型的蒙古族女人的
脸——又高又红的颧骨，细长明亮的眼
睛，让人看着那么舒服。

她说：“乌很度（小妹），跟我走，到
我们敖包盛会做客。”

她牵过了那头驴说：“这头驴和我
形影不离，我得带上它。”
“你得了吧，你是不是要给我讲，乌

龟和兔子赛跑的故事？下次吧。”
马背上，她紧紧抱住娜其布浑圆的

腰，再次感到了属于女性的雄阔温暖。
牧民们从那拉提草原深处聚集而来，
手里提着“伊力特”老白干、面果子、奶
干儿、大白兔糖块，登上草原边缘的一
座山顶，为敖包堆拉上经幡，撒下祭祀
品，许下祝福和心愿。张目四望，大大
小小的蒙古包，沿着巩乃斯河逶迤而
居；旗幡林立，马匹嘶鸣；悠扬的马头
琴声，带着远古的苍凉，拂过绿草向着
雪峰飘漫。

娜其布说，乌很度！快看，赛马开
始了。

大人孩子们朝着一个方向跑去，刺
绣表演的绣娘们，跑向彩条布的帐篷，
更换服装。隔着门帘，她听到了姑娘们
在嬉笑打闹。娜其布掀开门帘儿，甩了
个响指，冲她们喊：“姑娘们，今年可不
要错过，抓住那个带着最漂亮的佩刀的
汉子。”“去你的，不要胡说嘛……”随
后，帐篷里的姑娘们冲了出来，笑闹着
佯装追打娜其布，又像树上欢闹的雀儿
以一样“叽叽喳喳”地”飞”向赛马场。

马蹄声在草原响起，以惊雷气势，比
万钧之力，震撼着每个人的魂魄。头扎
红丝带，身穿蒙袍的小伙子，手里的马鞭
在空中如彩练飞舞；匹匹骏马像一支支
响箭，呼啸而去；娜其布手握话筒，随即，
嘹亮的歌声响彻整个草原：“啊,我蓝色
的蒙古草原,你给了我希望,从远古走到
今天,你就是不灭的信念……”

边唱边舞的娜其布把嘴凑到她耳

边说：“你看那个骑红马的那个，看到了
没有？年年他都是喝第一杯酒的人。”

她看到了——高大红马背上的骑
手，穿着略显古旧的藏青色长袍，仿佛中
世纪的骑士；一柄精致的蒙古刀悬在腰
间，随遇而安地左右跳动；脚上穿着古典
的雕花长靴，像两只小船随浪颠簸。

尽管来这里时间不长，但是蒙古牧
民她是熟悉的。只有长者注重蒙古长袍
和马靴的固守，年轻人大多不再守旧，任
性地追赶城市人的时髦，西服、夹克早已
不鲜见。可那个骑手为什么如此着装？
她问娜布其，娜其布说，他是我的、也是
我们蒙古人的啊哈度（兄弟）。

年长的族人，端着一杯酒，走向骑
手的时候，人们喊着“布日古德（雄鹰）”
围拢过去，男人谦让着女人，女人谦让
着姑娘。她没有过去，远远地望着热烈
而欢快的人们。

还是娜其布挤出人群，笑着和她学
说那场景——往日野狼嚎叫般的啊哈
度，今天很另类，刮了胡子，那张略显病
态的脸，显得太委婉了。我们年长的族
人捧起哈达，戴在他脖子上，长调悠然
响起：啊呵嘿——依吔——依呦——依
呦吔——，雄鹰的背后是苍穹，苍茫脚
下是家乡，篝火点燃草原的锅庄，马头
琴声辽远悠扬，同一片草原，同一片蓝
天，愿你自由飞翔……

你想不到他是个啥样子。面对长
者的歌声，他虔诚地俯下身，把左手抚
在胸膛；对大家的赞美和提问，端着酒
杯微笑不语，只是抿着嘴唇一笑。“啊哈
度（兄弟），今天哑巴了！”有人喊。只见
他仰起了脖子，喊了一声：“白衣日啦（谢
谢）！我是草原的孩子。”他这一开口不
要紧，临近的人们捂起了耳朵，震得蜜蜂
嗡嗡乱飞，草原颤抖。人们不尽兴，追着
他，要他说出获奖感言。他挑了挑浓眉，
抖动起鼻孔，猛地一声“啊恰——”打了
一个震天动地的喷嚏，气流冲开刨根问
底的人群。

哈哈！哈哈！
娜其布愣了一瞬，随即笑得前仰后合。

她看到餐桌上，长者做了个请的手势
说：“我为你满一碗‘伊力特’酒，请你做
我们永远的朋友。”似曾相似的话语，牵
动着她的心——“当你为我满一杯‘柔

雅’酒，我知道你愿意做肖尔布拉克的
新娘”。她多么希望此时此刻，他像长
者一样，追问自己。这样想着，她觉得
耳根发热，不由暗笑自己：我这是扯哪
去了？

他大概是听长者说“一碗”，索性抄
起木制奶茶大碗，把酒杯里二两半的
酒，“咕嘟”倒进碗里，倒酒的人见了，忙
斟满，他举起碗一仰脖一饮而尽。接下
来，他解下挂在腰间的佩刀。娜其布告
诉她，刀鞘用鹿角精雕而成，刀把应该
是一块犴腿骨，这样别致的蒙古刀，她
从未见过。

他伸手割肉了，在烤羊胸口上割了
三条肥瘦相间的肉，抛向远处的草地。
娜其布说，这是蒙古人敬天敬地的规
矩，他是晓得蒙族礼节的人，我为他骄
傲。我是晚生了几年，假如年龄和他仿
佛，二十五岁左右，我一定嫁给他。

看着眼前的场景，听着娜其布的诉
说，她突然对于爱人有了新的注解。

花前月下的偎依，大男孩儿清俏的
脸庞，奶油味的怀抱，她感受过，她以为
那就是爱。他腼腆，但一行一动充满诗
意；他爱哭，对他而言眼泪从不是奢侈
品，她给他的定义是，多愁善感，有着被
怜爱的基因。她喜欢他，爱看他流泪的
样子，看他面对她时的矜持和不安。

她曾问他，你能陪我一辈子吗？
他说，会的。
可他，早已经散在未知之处。
消失是真理，她信。
可走进那拉提草原几个月了，看见

飞驰的骏马，坚韧跋涉的驼队，当然，更
有眼下远望着的，豪爽饮酒，大块吃肉
的他，心绪突发反转。娜其布说他“像
一头公牛”，她喜欢。她在想，后躬的牛
与奔跑的牛，不可同日而语，蓄势，有巨
大的力量，好像能冲破一切阻力，对未
来有不尽的希望，是我始终赞许的人
生。她感到了，爱真的莫名其妙……

不知为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心在
反复轻唱：当你为我满一杯“柔雅”酒，我
知道你愿意做肖尔布拉克的新娘。

绣娘们在窃窃私语，捂着脸窃笑。
“哦，他好高大呀！”

娜其布说，如果谁嫁给他，我就给
她用上好的丝绸做嫁妆。
“嗳！他这是要去哪儿？”一个姑娘

挥着手绢在喊。
“等等！带上乌很度，替我把他送

回家。嗳，等等！”娜其布的呼喊声，被
马蹄声淹没。

夕阳下，一匹马四蹄生风，以泛着
血光的汗水折射着霞光。风在轰响，骏
马的一声声嘶鸣，由近而远，连绵不断，
足以叫醒即将昏睡的夕阳……

牧马在那拉提
徐笑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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