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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我，一直
以喜读书、博闻强记为荣。家里的书自
然是越来越多，书柜已由成家时的一个
增加到三个，不大的卧室里还放了个移
动书柜。尤其近几年，网上购书既简单
又便捷，便毫无悬念地买买买。去年，
妻给我买了一个鸡翅木的小书架,放在
床头，很是赏心悦目。对门的邻居说：
我家来的快递都是日用品，您家的快递
十有八九是书，真是书香门第啊。

原以为年龄大了些，阅历也丰富，
读书会收获更多，事实却是效果大不如
以前。记得儿时家里书籍很少，唯一的
一册厚厚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被
母亲用来夹鞋样子。还有几本小人书，
我只有一遍遍地翻看它们，或与小伙伴
儿借换着看。家里没有字典，不少字不
认识，就囫囵吞枣般放过去。我对书的
爱可谓废寝忘食，比如在读书时，会忘
掉一切，就连母亲叫我吃饭，也会“听而
不闻”。那时读过的每一本书，其中的
细节现在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如今条件好了，读书效果却大打折
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问题并不
复杂，根本就是心不静！说到底业余
时间不再纯粹属于自己：微信工作群，
随时有可能推出消息，且必须回复，即
使晚饭后躺在床上看书，如有第二天
某某时间开会的通知来到，也要“收
到”。其实这仅仅是“借口”之一，即便
没有工作群的“骚扰”，也会隔一会儿
就刷刷屏，唯恐落下朋友或同事们的
一点动态么。有时看到一位几年未联
系的所谓好友，在朋友圈里发了一组
聚会吃饭的照片，自己也会打开来看
上十几秒……不过，这些也仅为不能

静心读书的冰山一角，还存在着许多
别的因素影响，使自己的阅读不断分
神、走神，难以入神……

有时会安慰自己：年龄大了，记忆
力大不如前喽。这个说法连自己都不
信：若是喜欢的诗词，看上一遍就记个
八九不离十呢。于是痛下决心莫找客
观，决定读书时间就读书，把手机从身
边“请”走，设成静音。沏上一杯清茶，
身边放置一册字典，手上握着一支铅
笔，平心静气地阅读。手机也不是不
看，只在眼睛累了、需要倒水、想去卫生
间时，顺便瞅上一瞅。这样就把主次分
清楚了：阅读第一，其他次之。

一段时间以来，专注阅读不顾其
他，大大提高了读书效率，由记不住变
成了记得牢，就连前些年遇到不认识的
字，查字典后再遇到时还要查的“痼
疾”，变为了一次性解决问题！而且心
态越来越好，似重新回到儿时“我要读
书”的良性循环。这正是：心无旁骛即
认真，静心读书养身心。

静读养身心
刘荣昌□

2021年4月22日 星期四 编辑：吕志福 时讯副刊 ·28

通讯地址：天津市津南区融媒体中心（咸水沽镇津沽路35号） 邮政编码：300350

请 下 载 津 南 好

发
展
新
视
角

掌
上
﹃
津
南
好
﹄

传传
承承

赵大肚子“毒药”猪肉烧
麦制作工艺，是一种烫面、皮
儿薄、馅儿大的笼蒸食品。起
源于清道光年间，距今已有
170年历史。

据传，那日，葛沽人赵玉发
在回来的路上看见一位老者，
面色苍白、神情黯淡，瑟瑟发抖
正蜷缩于自家的墙角边。赵玉
发顿生恻隐之心，忙将此人背
回家中喂些流食给他，并请大
夫为老者诊治。

数日后老者痊愈。他趁
赵玉发离家的当空，留下一封信札隐遁而去，竟神秘消失，像
蒸发了一样不见踪迹。信封内有一张纸条，上写着烧麦的制
作工序。信中还希望他能将烧麦的手艺流传百世。

从此，赵玉发率家人开始制作经营烧麦并卖给乡邻、来
往的客商与码头工人。一时，赵氏烧麦于葛沽声名鹊起，其
制作的烧麦一直是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馔珍品，以皮薄馅多味
道鲜美而出名，观其形晶莹透明，皮薄如蝉翼，柔韧而不破。

烧麦第二代传人赵振德，自幼大舌头，说话吐字不清，外

带口吃。他吆喝叫卖烧麦时，把猪肉吆喝成“毒药”，给地方
留下笑柄。这一笑话的流传，反而成了赵家烧麦的口碑广
告。从此有了葛沽赵大肚子“毒药”烧麦特色小吃的特殊品
牌。天津电视台新闻频道曾专程来葛沽拍摄“赵大肚子（毒
药）”猪肉烧麦制作工艺。

2018年“赵大肚子（毒药）”猪肉烧麦制作工艺传承人赵
国权被评为区级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

赵国权：

匠心制作

“毒药烧麦”
赵国权制作烧麦

摄影：唐文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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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老王的肩上
多了一个包儿——半新
不旧的、款式和色彩都
很普通的包儿，只因为
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许多
年，他总是空着手来上
班，连塑料袋都极少提
过。经不住十多位工友
们联合“逼供”，老王总
算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讲出了原因。

那天，不知为何，老
王定的闹钟没有闹，把
他急的“呸！呸！呸！”
啐了手机几口，脸也没
洗、饭也没吃，便风风火
火地扑到了楼下。还好，当他气喘吁
吁地赶到了车站，恰巧一辆公交车停
在了跟前。

“师傅，请把口罩戴上！”司机在给
他测体温的时候，和和气气地提醒。

“呀！”老王的手瞬间触到软软的物
件明显觉着不是口罩。慌慌张张的他
又掏遍了所有的口袋，却仍然没有找
到，可他清晰地记着，昨天晚上，老婆明
明在自己裤子右边的口袋里放了两只
蓝色的口罩，他的汗噌噌地从额头上涌
了出来。“兄弟，我的口罩丢了，我用卫
生纸捂住鼻子好不好”

“这……您还是下去买一只吧，”
司机皱起了眉头，“师傅，我们公司有
规定……”

“倒霉！老王暗暗叫苦，”“迟到了，
不光挨顿呲儿，一季度的奖金也得打水

飘。”但是，瞅着司机为难
的表情，他也无法再说什
么。恰在这时，有位女士
从她的小包里捏出了一
个鲜红的证书，里面夹着
两只洁白的口罩。

“谢谢！谢谢！”老王
的“谢”不是虚的，尽管他
并不大方，仍然死乞白赖
地把二十块钱往人家的手
里塞。女士优雅地拒绝
着，轻盈地飘到了车下。

“她是优秀党员，我
在电视里见过。”一位乘
客告诉老王。

“说了这么多，和你
这挎包不沾边儿呀！”

没等我把话说完，老李一把将老王
的包儿薅到了手里，笑嚷道：“我明白
了，你是想若是再碰见她，就把东西加
倍地还了，好跟人家套近乎......”

“胡嘞嘞啥！上哪再碰见人家，你
以为是看电视剧啦！”老王在他的屁股
上踢了一脚。

“你让大伙来评评，是我冤枉你
吗?”老李从包里拿出了一只透明的包装
袋，里面鼓鼓囊囊装满了黑的、白的、蓝
的等多种颜色的口罩，他又抄冷子在老
王的肩上捣了两拳，赶紧跑出老远，紧接
着又抽出几只粉色的一次性口罩，旗似
的摇晃着，“瞧瞧！瞧瞧！咱们大老爷们
其他，谁戴这个色儿的（口罩）？”

“若是有人把口罩丢了，咱就不能
救救急吗？”老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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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我“自介”了。
不瞒你说：我的英语在燕园小有名

气；英语训练中有辩论课，一次我与同
班黄再兴结成对手——他当过G.I.（美
国大兵），英语也非次等可比，可是那次
我赢了他（当场口辩，没有“备妥”的词

“照本宣科”！）提这，是为了“证明”我的
口语能力。

但是，当我该向司徒校长“自我介
绍”了，我却嗫嚅而不能成言了！很觉惭
愧，从来没有这样过呀！

什么原因呢？很简单：自己的曲折
坎坷的奇特的“学程”，可谓“史无前例”；
一提这些，加上强烈的爱国情绪，就十二
分激烈起来；加上我连“我是个（四零级
的）老学生”这个“名词”以及“1947年又
重考‘插班生’……”这种“沧桑”怪异的
词语，也不知如何用“洋文”说了！一句
话，我在校长面前，一无“表现”——平生
仅有的一次“失败”。

司徒先生宽广的大脑门儿，含光
闪亮的眼睛，望着我——当然茫然不
解。培章在旁，见此情景，才替我“表”
了几句。这时，我才安静下来，用英语
和他说了几句。没想到，他朝我点点
头，说“excellent”！这句话让我至今
记忆犹新。

我与司徒先生之缘，全在于此，本不
能成“文”的。不想1949年以后培章到
香港去了，忽一日有同学送来一封信，是
培章的，函内附来了一纸英文短柬，书写
流利，阅之，却是司徒的手迹。上款是给
培章的，并无什么可述的明显内容。揣
度培章的意思，是让我知道他与老校长
又接上线了。

但是，这张手柬却成了我的“负
担”——不忍毁弃，也不敢示人，那会招
来麻烦。

最近，校友林孟熹兄从加拿大寄回
他纪念司徒的新著，触动了我的旧情怀，
不能自已，为之题了诗句，这才将上述琐
事告之于他。司徒先生出生于杭州。听
说新中国成立后，他是第一个建议美国
政府正式承认的人。他临终的遗愿是希
望骨灰返葬于燕园未名湖畔。

听老校友说，昔年中美建交后，将司
徒先生的骨灰还葬于燕园的事，已得到中
央领导的同意，只是等待时机实现而已。
历史的篇章，不会遗忘或缺而不录的。

诗曰：
风物西湖童稚年，未名湖亦水澄鲜。
两湖说尽平生事，楼阁燕园一慨然。
陆志韦先生是我重返燕园之后期的

校长，学子们对他很是敬重，敬重他的人
品学问。他高个子大身材，衣装简素，广
额须颜，不是“美男”类型，也无“官相”。
他不大在校园散走，偶一见之，稳健寡
言，面上神情严肃，虽不比“包公”的“笑
比黄河清”，可也确实不是爱笑的人——
但若是粲齿一笑时，是笑得那么天真而
可爱。他是位执著的古音韵学家。

我只到陆校长家一次，见他小厅地
上铺着一方地毯，毯上散放着书册。当
时也未对此多作思索。后来有中文系同
学对我说：“你知道陆先生怎么做学问？
他不是坐着工作！”我说：“不坐着，难道
躺着？”他答道：“你想不出——他爬着！”
他我大笑！

然后他解释说：陆先生治古音韵，必
须同时摊开无数的书，同时对看互看合

看，世上找不到这么大书桌。他就只好
想出一妙计：把书摊在地上，每本书都掀
到那需要的一页之处，然后把它们围成
一个大圈儿——他就在“圈”中爬来爬
去，左顾一本，右盼一处……那情景可真
是令人动容！大概世上这样工作的学
者，不会太多吧。

我们二人方才的“大笑”，变成了深
长的感叹。

陆先生留给我的最深刻的印象是那
一次日本军撞死了一位燕大同学。

大约是1941年秋天的事。那时陆
先生是代校长，召开了一个全校大会。
第一排中间坐着一个日本军官挎着军
刀，静听台上的陆校长的讲话。那全场
的气氛是非比寻常的。陆先生的讲话并
非三言五句，时间长得很。他面上表情
严肃而沉痛，凛然不可犯之正气令台下
人为之起敬。

这种讲话不是很简单容易的，可惜
我已无能追忆，略记于此。听说母校校
史已编刊问世了，这一事件和讲话想必
有所记载。

不幸殒命的那同学，当时殓以极厚
大的木棺，在海淀一处空地下葬。我到
场唁别，遇上亡者的未婚妻从远处号哭
着走起来——棺在深坑中，只等她来，然
后掩封……

你可知道，那是什么年代？敌伪的报
纸上天天“大东亚共荣圈”（骗人的口号）
喊得震天价响，新闻消息里凡是提到英、
美两国之处，都用“特殊铅字”： ！

（待续）

燕园老校长——
司徒雷登、陆志韦

今晚不知不觉早早地沉沉睡去，颠
倒了顺序，待一觉醒来，已是深夜，四周
安静，像一切都是自己的。记起今天大
家在朋友圈里推送的主题多围绕的是

“世界读书日”，为这一天、这件事冠以
这样的名头，足见重视程度，今天也因
增加了更多书卷之气而显得灵动可爱。

白天在手机备忘录一千多条信息
中试着搜索“读书”两个字，出现的结果
让自己回忆起很多读书的心境和感受，
这是当时随手的摘录和瞬间的随感，因
为拖延没有及时转存，却真实呈现出生
活中的回忆。

读书是大事、重要的事，却着实是
自己的事儿。

《庄子�养生主》中说：“吾生也有
涯，而知也无涯。”世上路千万条，我们
没走过的，有人先走过。我们未见识
的，有人先看到了。尚未品出的滋味有
人与我们分享。捧读一本书，就像打开
一扇窗，凭栏远眺，看芸芸众生，看大千
世界，于是世界就在字里行间，视线纵
横千古八荒，多有意思。守着一排各种
机缘到手的书，岂不是也能生几分“谈
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感觉。这样，
哪里还有什么孤独寂寞之愁？

人生的路，有时有人陪着走，有时
只能自己走，而更多的还是要自己走。
这一路上，有志得意满春风得意时，有
心灰意冷消沉低落时，有百转纠结一筹
莫展时，这时，所有的人事物都可能给
我们昭示，书中所言也在其列，如能及
时领悟得到，那便是我们自己的福份
了。如果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也只能
把这份愚钝算在自己账上了。

读书不是件值得拿来炫耀的事儿，
因为这从来都不应该是读书的用途之
一。读书是增长见识、涵养心性的，是
让自己能多品出点生活的滋味，增长些
为人处事的智慧。读书有没有用，还是

要事儿上见，管用了，就对了，不管用，
可就是闹笑话了，所以还是悄悄地当自
己的事儿干，就像小口喝参汤，一点一
点滋润着，让自己身子骨尽早强起来才
是正事儿，否则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也
许终会落得个外强中干、名实不符了。

有人说：“总有一个瞬间，会让你
觉得读书有用。”很有道理，这个瞬间
或早或晚，迟早会来;读书，是在慢慢
地、慢慢地优化着我们的基因。在某
一时刻，会改变人的命运。即使改变
不了某些客观现实，但是能够优化我
们对客观现实的看法和态度！这其实
很重要，幸运的人，不是没有遇到过困
难，而是对困难的看法、态度与不读书
的人有所区别。

书海浩淼，我们读与不读，书都已
在那里，也许它等待我们的时间远比我
们想象的还要久远，所以从这个角度而
言，所有的读书都仅仅是自己在补课而
已。一名“补课的学生”，如果标榜自己
读的书越多那岂不是“不打自招”在说
自己落下的“功课”越多吗？最好的选

择还是努力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尽力
找出其中的乐趣为上。

读书是要用去些时间的，天天忙忙
碌碌，有那么多时间吗？这还是要看我
们自己是不是把读书当做自己的事儿，
是不是发现了读书的妙处。是自己的
事儿，若跟别人抱怨没有时间，是一件
挺奇怪的事儿；如果真的懂了读书的滋
味妙趣，就像我们面前摆着美味珍馐，
或者我们自己吃着顺口得味的，岂不是
会走着撂着都要顺手拿一些塞在嘴里，
先满足一下自己的“口腹之欲”呢。而
要知道滋味必须要先尝一尝，所以随时
随地读起来也就顺理成章了。

我们总是有着“不谋而合”的表现：
一是后悔自己没更多的读书，二是说自
己当下确实很忙。三是后悔之后仍然
重复着不读书的习惯。时间就是这样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的流走。其实只要
在“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做起来，收获
的就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拥有的就是一
个更丰富的世界。

读书是和自己成长有关的事儿。也

许有人会说：“看过的书扭头就忘，忘了
还会有什么用？”但是就像我们吃了美味
大餐，经过体内的“去粗取精”之后，不是
长了筋骨、强健了身体吗？正像比我们
更早慧的人所说“在你的思想、你的为人
处事、你对世界的认知、你的思维方式当
中，都隐含着你读过的书。”

也许还会有人说：“我已经过了读
书的年龄。”读书可不是只有学生要做
的事情，终生学习，一生都在成长;也
许更有人会说：“我一看书就困……”
只要研究，就能寻找到其中的乐趣，能
看到自己每天都在阅读中变化。能充
满期待地看着自己时时刻刻的变化，
这是多么让人兴奋的事情。社会每天
都在发生着变化，而且这变化越来越
快，让人始料不及，通过读书，尽力不
要让自己被落得太远，放弃读书，放弃
学习，也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成长，不
仅在网购、交友、晒朋友圈有可能遭遇
尴尬，而且剩下的可能就是逐渐被社
会和生活边缘化，完全是一个“坐以待
毙”的节奏了。

读书归根到底是和自己的生活相
关的事儿。杨绛先生说：“读书的意义
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
的所得去生活吧。”在很多时候，读书就
是带着对生活的感悟去寻找自己。高
兴了，看那字里行间也会有阳光；闲适
时，或举杯，或品茗，学学丰子恺先生的
情趣，书友三面坐，一面留与书；疲惫
时，用阅读为自己造一个“世外桃源”，
调养身心，休养生息，再满血复活。

生活需要我们去感知，也需要在读
书中学会表达，去描摹生活。当自己能
静下来读上几页，偶尔会心一笑时，时
光是暖的，空气是甜的，这便是生活中
的一种好滋味，也因此获得了属于自己
的生活，自己的时光，也更懂得读书确
是自己的事儿。

读书是自己的事
杨连妹□

我酷爱读书，从小到大从未改
变。读书是一种享受，是一种乐趣，是
一种与智者的心灵交流。

小时候，家中课外读物很少，几本
旧黄的书籍被我读了好几遍，依旧舍不
得扔掉。和小伙伴疯玩过后，躲在一个
角落里，细细阅读。因为看书，炉子上
的水壶被熬干，却浑然不知。那时读过
的书名现在大都忘记了，给我印象较深
的是一本关于春秋战国成语故事的书
籍，其中包括老马识途、围魏救赵、一鸣
惊人、管鲍之交等典故，那时候，知识的
种子在我的心中开始萌芽。

进入少年，小学课本、小人书、小学
生课外读物之类刊物已经不能满足我阅
读的需求，所读刊物越来越厚，包括中国
青年、新华文摘等等，虽然很多东西看不
太懂，但感觉很充实，很解渴。那个年代
家中没有钱买书，就想办法去借。一次
看见我一位表哥准备把一摞书当废品卖
掉，我便用一本新书的代价，换得30多
本旧书，简直如获至宝。在完成学习任
务、家务活儿后，细细品读，重点摘取其
中的小说或历史论述阅读。

上小学四五年级时，大哥准备参
加高考，让我陪他学习，他随手扔给我
一本高中语文书。我一下子就被吸引
住了，文言文读不懂，我就摘取其中的
现代文来读，特别是小说跌宕起伏的

情节一下子牢牢把我抓住了，虽然很
多字词不明白，但文章大意能读懂，其
中高中课文《项链》给我的印象刻骨铭
心，女主人公马蒂尔德被虚荣心捉弄，
被命运捉弄，一副假项链让她从一个
追求富贵生活的平民跌入无底深渊，
从一个迷人的少妇变成一脸沧桑的老
妇人。读着课文，我的心一直被紧紧
揪着，恨不得走进课文，大声述说真
相，解救这个可怜的女主人公。

进入成年，阅读有了一定的选择性，
并注重精深阅读。重点阅读古今中外的
名著，特别喜欢阅读历史人文地理以及
关于人生感悟的书籍。其中《红楼梦》每
读一次，皆有收获。越读越感觉这部书
信息量太大了，构思寓意深不可测，作者
曹雪芹实在太了不起，那个年代能储存
着这么多的知识，不可思议；谋篇布局丝
丝入扣，对官宦之家的勾心斗角刻画得
细腻、深刻，令人折服。在《白鹿原》中，
作者陈忠实对小娥、白嘉轩、黑娃、白孝
文等人物的心理、语言、外貌、性格刻画
得非常鲜明、生动，读着读着，仿佛可以
把人带入真实的场景中。

书籍的魅力真是无穷，每次阅读，
都感受到心灵的洗礼和慰藉，每次都
有新的感悟。读书，如同品味一杯杯
香浓的茶，回味幽香；如同欣赏一集集
引人入胜的电视，感悟精彩；如同聆听
一首首优美的歌曲，享受精妙。平心
而论，读书能让人提高修养和品位。
阅读一本好书，就如同与一位贤哲谈
话，让你就走出自己的心灵，进入另外
一个人的心灵中，倾听另一个人的心
声。书的语言中无不闪烁着智慧的火
花，无不传达着高尚的修养。从一本
书中学到的修养、提高的品格，远比在
生活磨砺中体会的深刻，体会地彻底。

外物之味，久则可厌；读书之乐，愈久
愈深。书读得越多，越会体味其精妙。

读书的乐趣
徐建国□

编者按

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好时节。
4月23日是第26个世界读书日。自1995

年始，这个特殊的日子陪伴全世界的爱书之人已
经走过了26个春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投身于阅
读之中。读书已成为了现代人的一种享受；阅读，
让我们得到了隽永的乐趣，收获了恒久的动力；读
书，为我们带来了心灵的平和与宁静。

有人说：当才华撑不起梦想时，就去读书，去
书里寻找勇气。你的修养和品质,藏着读过的书
籍。读书的力量是在源源不断地潜移默化中，给
予你学习、工作、生活的能力与勇气。书是知识之
源，也是涵养精神气质的摇篮。

书中有人，人在书里。这“人”，是作者，更是
阅读者。读书妙处无穷，书香熏染人生。

那么，今天你读书了吗?

犭英犭美

（
中
国
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