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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
甘肃省作协副主席、
甘
肃
“小说八骏”
之一的李学辉先生知我
要过天水，
专门给他天水的学生打电
话，
让他们届时接待我一下。于是，
我
到天水前脚才在宾馆办妥了入住手
续，
李学辉先生的三位学生后脚便寻
上了门来。他们都是天水当地小有名
气的作家，
有的已然在甘肃省内文学
圈颇有一些影响力了。我转天下午还
要上兰州，
时间上颇有点儿捉襟见肘，
于是
他们几个便凑到一起用当地话简单商量了
一番，
然后对我说：
“刚好晚上我们可以去看
南郭寺，
明天上午再去参观伏羲庙，
反正都
是在天水市区，
不远的。
”
我问：
“难道寺庙晚
上也会对外开放吗？
”
他们几个相互之间笑
着看了看后，
其中一位似故作神秘般地对
我说道：
“这个您就不用管了。
”
想一想，
也的确没有比南郭寺更好的
去处了。不单是因了其就在紧傍天水市区
的慧音山上，
而且论名气南郭寺也不算小，
不仅有
“陇东第一名刹”
之美誉，
更因了大诗
人杜甫曾于南郭寺盘留的缘故，
其在海内
外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都相当的高，
同时它
也是如今天水文人们最常去的地方。
天水城外绵延的山脉系陇山山脉的
余脉盘龙山，以龙王沟为界又析出了不
同走向的二山——一曰文峰山，一曰慧
音山。慧音山又名会应山，天水当地人
一般皆称其为南山。南山海拔最高处有
1389 米，山势颇为雄奇，大致呈半圆凹
的形状，凹间有一块开阔的平台，
形似一
只巨大的农家常用的簸箕，南郭寺便是
坐落于这只簸箕的平掌面的部分。
小轿车一路缓缓地向南山上盘旋。
行至半山腰处，
见有一块半亩见方的开阔
地像一个巨大的露台探出山外，
露台一侧
有一家悬有“天水特色菜”布招的餐馆，
因是夏天，餐桌都被摆到了餐馆外。我
们在此停下吃晚饭，要了几个天水当地
的特色菜、几瓶啤酒。山下狭长的天水
城区尽收眼底，说话间城市的灯火一盏
盏地次第亮起，一闪一闪的如同是在看
卡通片中的某个桥段，不知怎么竟带有
点儿魔幻的味道。而待我们吃罢喝好，
山
下早已是万家灯火汇成一片灯海了。
南郭寺门前有两棵古槐静谧无言地对
称矗立着，
其中一棵悬挂在树腰处的小牌子
上的文字证明它有 1300 多年的历史了。
而1300多年前恰好就是唐代啊，
想必当年
杜甫和李白都曾经在这两棵槐树下走过
吧！有人称天水是
“古树之城”
，
此言并不为
过，
天水城内随处可见蔽日参天的大树，
树
龄超过千年的古树据统计有230多株，
数量
仅次于江苏扬州，
在全国城市里名列第二。
缓步登上台阶，夜扣南郭寺山门的
门环，令我顿觉颇有古意。扣门的天水
朋友笑着对我说，这样美好的夜晚，
怕是
只有尊贵的客人，这千年古寺的静谧才

言，
写诗从来就不是他糊口的手段，
而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在清华大学教授 刊》又发表了陈寅恪先生在清华大学国学
他抒发内心丰沛情感的最好方式。南郭
吴宓主编的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曾 研究院的弟子、古典文学研究家刘盼遂
寺无疑令他流连忘返，
然而让杜甫始料不
先后发表了四位清华大学教授、学者的陶 （1896—1966）先生的《读陈寅恪师和平伯
及的是，
此次西行竟成为他颠沛流离、
穷
然亭题壁唱和诗，留下了一段颇具历史意 先生之作，枨然有感，勉赋五章，以见步趋
困潦倒生活的开始。从初秋到寒冬将至， 义的文坛往事。
之意云尔》。其一：
“若枝能蔽蒋山青，赖可
杜甫在天水的三个多月里过得其实并不
事情起因于俞平伯之父、近代知名学 寻芳问野亭。尽有伤时陈伯玉，铃铃狮吼
狄青
美好。最初的日子里他靠亲友接济度日， 者俞陛云（1868—1950）先生。话说光绪 少人听。”其二：
“十郡良家鬼焰青，天魔还
后来为了养家糊口，
杜甫不得不上山采
十六年庚寅春，公元 1890 年，俞陛云与藏 舞玉亭亭。重光枉说风流子，辞庙骊歌未
药、
制药并以行医的方式维持生计，
甚至
书 家 宗 子 戴（1865—1933）、画 家 姜 颖 生 忍听。”其三：
“芳草依稀六代青，几人览涕
值得来打扰一次啊！
的匾额
“第一山”
系清代文人牛昊临峨眉山 曾经忍饥挨饿捡拾橡子果腹。三个月后，
贫病
（1847—1919）等同游陶然亭，见西墙有署 上新亭。南都艳逸凭谁会，取向桃花扇底
随着
“吱呀呀”
的一声，
厚重的红色山 米芾为万年寺所提的
“天下第一山”
字迹。 交加的杜甫告别了他曾经充满希冀、
优美的自
名雪珊女史题咏丁香花绝句云：
“柳色随山 听。”其四：
“武德沉舟厄汗青，宣和遗迹艮
门被从里面打开，
开门的是一位文雅的中 作为南郭寺的主院，
西山门内不仅包括山 然风光也给他的灵魂带来慰藉的天水，
再次踏
上鬓青，白丁香折玉亭亭。天涯写遍题墙 山亭。铜仙铅水为辞汉，昌谷哀歌君试
经陇南而下四川，
在成都结草
字，只怕流莺不解听。”
三十年后，
俞陛云先 听。”其五：
“侯家将士战袍青，眼见兴亡柳
年男子，天水的几位作者都唤他许老师。 门、
钟鼓楼、
天王殿、
大雄宝殿及东西二配 上了流亡之路，
据介绍，
许老师不仅是一位文学爱好者，
同 殿，
还包括东西二禅林院以及卧佛院。东禅 堂而居，
开始了他的又一段人生逆旅。
生重游陶然亭，发现“旧题已漫漶”，因此， 敬亭。南渡君臣轻社稷，渡河口号更谁
时还是有
“甘肃第一导游”
之称的周法天先 林院为
“杜少陵祠”
，
塑有诗圣杜甫及其二
而有关李白来到天水和南郭寺的时间历
填词《浣溪沙·重过陶然亭》，词云：
“山色林 听。”刘盼遂先生的“步趋”之作，用历史典
生的关门弟子。周法天先生原本是天水当 子宗文、
宗武像；
西禅林院现为南郭寺接待 史上却并没有准确记载，
李白在秦州的题咏只
光一碧收，小车穿苇宛行舟，
退
故，将陈寅恪先生比较隐晦的
地的文史专家，
65岁那年自愿上山成为了 处和办公室。卧佛院紧邻西禅林院，
建有 留下来一首《南山寺》的五言诗：
朝裙屐此淹留。衰柳有情还系
诗意予以发挥，表达得更明确
南郭寺的导游，
一直干到了85岁。都知道 卧佛殿一座，
内供缅甸玉卧佛一尊。中山
马，夕阳如梦独登楼，
题墙残字
更具象。不仅是对导师的“声
南郭寺有
“三绝”
（一绝是杜少陵祠和二妙轩 门内有前后院，
前院有东、
西看楼，
中院有关
藓花秋。
”
应景附”
“
，亦以见寇难日深，
一
碑，
二绝是历尽沧桑的春秋古柏与唐槐，
三 圣殿（也叫财神殿，
最早曾是南郭寺的藏经
到 了 1932 年 10 月 7 日 ，
时师友之处境与情怀”
（卞僧慧
绝是清澈甘甜的北流泉水），
楚辞大家文怀 楼，
毁于大火，
清代乾隆年间在其旧址上改
但关于这首诗是否系李白所作，
从清代
农历重阳节前夕，俞平伯与父
先生语）。
沙曾经来南郭寺游览，
与周法天先生相谈 建为关圣殿）、
月季园、
盆景园和花架通道。 开始便有争论。但这首诗既然以李白之名而
亲俞陛云同游陶然亭，再次谈
时 隔 一 年 ，1933 年 10 月
甚欢，
临行前称周法天为南郭寺
“第四绝”
。 而东山门内则有古今驰名的
“北流泉”
和新 广为流传，
至少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也是
及雪珊女史题壁诗，当日夜，
俞
16 日，
《大公报·文学副刊》发
周法天先生因病无法坚持讲解后，
许老师 建的
“二妙轩”
诗碑长廊以及梅园等。
南郭寺最重要的文化遗存之一，
历来被认为是
平伯赋诗《陶然亭追和雪珊女
表了清华大学政治系教授、俞
便接下了南郭寺
“首席导游”
的名号，
成为守
唐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
唐肃 吟咏南郭寺的一首佳作。其实李白的籍贯至
史题壁韵》三首，
他在诗序中写
平伯的诗词唱和好友萧公权
护南郭寺永不熄灭灯塔的又一人。
宗听信谗言，
将房琯罢相，
被认为系房琯同 今也是个谜，
他生前曾经反复强调
“本家陇西
道：
“ 家大人于庚寅年游陶然
（1897—1981）先生的《步雪珊
有关南郭寺的建造年份说法很多，
但 党的杜甫遂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这是个 人，
先为汉边将”
。意思是说，
我李白本是陇西
亭，见署名雪珊女史题壁诗：
女士陶然亭题壁韵》二首，诗
目前比较一致的认识是建造于距今 1600 连芝麻都算不上的小官，
俸禄根本无法维 人，
流落至楚汉之地。李白的叔父李阳冰在为 ‘……。’意旨微婉，丰神骀荡。
云：
“ 望里西山一抹青，残春愁
孙
多年前的北朝时期。甫一进入南郭寺的山 持杜甫一家温饱。于是在公元759年的七 李白所作的《草堂集序》里说
“李白字太白，
陇
皕年文藻，此留婪尾之芬；
一角
绪满江亭。丁香诗句因谁赋，
玉
门，
我便被院内一株分成三枝的古柏吸引 月，
杜甫弃官携家眷，
翻越陇山，
投奔远在秦 西成纪人。凉武昭王暠九世孙。
”
似乎也证明
荒城，谁问畸愁之字。今四十
却怪流莺不解听。”其二“鬓与
蓉
住了。这棵古柏被砖砌勾栏所围护，
听身 州（天水）的侄子杜佐和好友赞公。赞公原 了李白与陇西的关系，
所以李白到过天水和南
余年矣。壬申重九前一日，侍
春 山 一 样 青 ，影 随 新 柳 共 亭
与宰相房琯有深交， 郭寺并写下这首诗的可能性还是极大的。
旁的许老师介绍，
多年前北京园林科学研 是长安大云寺的主持，
家大人来游。蒹葭始苍，寒水
亭。应教化作流莺去，一曲花
关于这一争论，亦成为那晚我们几个
犹碧。城南岑寂，游屐二三。
间自己听。
”
究所曾经对这棵古柏进行过碳14测定，
证 房琯因谗罢相后，
赞公也受牵连，
谪天水安
明其生长年份应该在2300年至2500年之 置，而侄子杜佐的日子实际上也不宽裕。 人谈论的话题之一。我说，想一想，倘使
今之视昔，或惟此不见盛衰之
时 过 境 迁 ，事 过 情 迁 。
间。也就是说这棵古柏的初植年代至少是 杜甫一家先是住在天水郊外东柯谷的杜佐 李白和杜甫相会于南郭寺，那该是怎样的
迹，则其感岂独盛衰已耶。中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俞平伯
在春秋时期，因而它又被人们称为
“春秋 家中，
时间不长，
又搬到了天水城內居住，
侄 一番景象呢？字字珠玑的唐诗之路上会
宵失寐，即和前篇。”俞平伯诗
先生将旧作《陶然亭追和雪珊
柏”
，
而且早于南郭寺的建寺年代，
也就是说 子杜佐则是隔一段时间便送粮食和蔬菜给 不会又增添了几枚闪光的钻石？
云：
“ 纵有西山旧日青，也无车
女史题壁韵》三首收入《旧体
是先有古柏后有南郭寺的。我立马想到， 杜甫，
有时候送得不太及时，
杜甫还会写诗
我们穿过连接中山门院内与东山门院内
马过江亭。残阳不起凤城睡，
诗 钞》时 ，题 目 改 为《陶 然 亭
比如下面这首诗：
的茂密竹林掩映的小道，
终于看到了杜甫笔下
冷苇萧骚风里听。
”
在第二首诗
杂 咏》，副 题 为《咏 清 光 绪 年
无怪乎当年杜甫和李白都曾经在诗中将这 去催要，
“水号北流泉”
的北流泉，
看到了一代诗圣的塑
前，他也有小引曰：
“诗（指雪珊
雪珊题壁诗》，删去了原来的
株古柏称之为
“古树”
呢，
原来是比他们都老
像，
他的目光仿佛正望向我们。轻轻地在石椅
女史题壁诗）云白丁香，
今无一枝矣。地名 诗序，原作的第一首诗被编排在其二的
了一千多岁啊！
石凳上落座，
许老师特意去接了北流泉的水烧
野凫潭，澄波浴雪，
当于梦后想之。前作意 位置，诗句的文字也略有改动。当年创
在明亮的月光与寺内灯光的交相映衬
下，
古柏显得十分威武，
仿佛有一种生铁般
从这首
“《佐还山后寄三首》其二”
一诗 来为我们泡茶。事实上，
杜甫笔下
“清渠一邑
固不尽，再赋二绝。”诗曰：
“青鬓红颜异代 作唱和诗的缘起以及诗中蕴藏的故事均
的泉水已然不是1300多年前的模样，
它
妆，有谁人见玉丁香。眼前秋水为平陆，何 随之烟消云散。
的坚硬质地。其中南向一枝黛色霜皮，
干 中，
我们可知杜甫当年爱吃小米（黄粱）等。 传”
枯如紫，
直插云霄，
但顶端仍是青春焕发，
枝 除却被亲朋周济之外，
杜甫寓居天水时主 已由泉而成井。据许老师介绍，
因历代扩建南
况风檐字几行。
”
其二
“原野空虚故国悲，稻
陈寅恪先生的两首诗收入他的《诗集》
叶茂盛；
西北向一枝则看上去已经枯死，
而 要还是以挖制草药、
悬壶行医为生。
郭寺寺院，
移土填渠，
增建亭阁殿宇，
遂成今日
粱虽好鸟飞迟。茫茫下上都无计，姑向芦 时，题目改为《和陶然亭壁间女子题句》，题
北向的一枝恰巧架于一株槐树的枝杈上。
杜甫与南郭寺结缘便是因为他来慧音 的这般模样，
但北流泉水一千多年来从未断
花问所之。”诗中描述了秋日陶然亭萧瑟、 下有小字提示：
“详见俞平伯和诗序”。殊
常留宿于南郭寺内。杜甫在 过，
至今仍是南郭寺的主要生活用水来源。
冷落的景色，既有对雪珊诗的回应，
又有异 不知，20 世纪 90 年代，俞先生身后出版的
更神奇的是，
古柏那已经劈开的枯干中竟 山一带采药，
在古老的南郭寺内，喝北流泉的水， 代沧桑之感。
《俞平伯诗全编》和《俞平伯全集》诗词卷
然寄生着一株胸围108厘米的朴树，
和春 天水期间一共写下过 117首诗，
好多都与
其中就包括那首 听许老师专业的讲解，与几位天水的文友
此诗写毕，
俞平伯即请同寓清华园南院 中，均以《俞平伯旧体诗钞》为依据，
未能收
秋古柏
“相依为命”
。许老师介绍说，
像这种 慧音山以及南郭寺相关，
的 近 邻 、学 术 上 的 知 音 陈 寅 恪（1890— 入他原作的“和诗序”。除了翻阅当年的
柏树
“心”
中生长一棵朴树的，
目前考证全国 脍炙人口的《秦州杂诗·山头南郭寺》“
：山 畅谈文学与人生，这样的夜晚于南郭寺而
1969）先生阅正。陈先生遂作《和平伯韵》： 《大公报》外，读者已无从看到俞先生的原
头南郭寺，
水号北流泉。老树空庭得，
清渠 言怕也只是倏忽一瞬间罢了，但于我而言
应该只此一树，
我不由得连连称奇。
南郭寺以三座山门组成东、
中、
西三院， 一邑传。秋花危石底，
晚景卧钟边。俯仰 却是人生中难得的回忆与风景。
“故国遥山入梦青，
江关客感到江亭（沈乙庵 作
“和诗序”
了。所幸陈先生的亲属在编辑
每年的
“四月八”
是著名的南郭庙会。那
诗：
‘江亭不关江，
偏感江关客’
）。不须更写 《诗集》时，特加了“编者注”，解释“陶然亭
一字排开，
这在国内寺庙建筑样式中并不多 悲身世，
溪风为飒然。
”
这里提到的
“老树”
见。寺内有古佛像多尊，
雕塑栩栩如生，
其 应该就是南郭寺内的春秋古柏，
而北流泉 一天的南郭寺内外人山人海，
鼓乐喧天。许多
丁香句，
转怕流莺隔世听。
”
陈先生还用此韵 壁间女子题句”
指雪珊女史题壁诗，
并将雪
中西山门内系南郭寺的主院，
我们一行便是 则就在如今南郭寺的东山门院内。
人是专程来朝拜杜少陵祠的，
拜杜甫，
拜一介
别赋一首：
“锺阜徒闻蒋骨青，
也无人对泣新 珊原诗录入注释中，这就使陈先生两首诗
从西山门进入南郭寺的，
春秋古柏便位于西
在天水的三个多月，
杜甫所创作的诗歌 清贫文人，
这是对千古诗圣发自内心的敬仰，
亭。南朝旧史真平话，
说与赵家庄里听。
”
他 的韵脚有了着落。此外，陈先生原作诗歌
们二人的诗作，
一同发表在1932年10月17 的注释也有所增补，如第一首诗第二句
“江
山门院内。西山门内正对的天王殿殿眉处 全部被收录于《秦州杂诗》中。对于杜甫而 也是对所有浪漫又苦难之灵魂的悲悯与慰藉。
日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
关客感到江亭”的注释，改为“沈乙庵先生
俞、陈二人的诗作于“九一八事变”一 海日楼集陶然亭诗云：
‘江亭不关江，偏感
’”
而第二首诗的第一句
“锺阜徒闻
收入《
〈红楼梦〉与史传文学》的文章，
多 《红楼梦》
‘真面目’
的一个重要方面。
”
作者对古代文论、
诗
周年之际，
“一·二八事变”发生数月之后， 江关客。
天津红学丛谈（十一）
对当时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的不满以 蒋骨青”，则增补了注释“蒋子文骨青事出
篇侧重于《红楼梦》与传统文化的研讨，如 论、
画论和小说理论具有极为丰富的知识，
且能在《红楼梦》
‘青’
字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学与〈红楼梦〉》一文， 艺术理论的探讨时做到融会贯通。如《
〈红楼梦〉对曲艺的
及家国兴亡哀痛之感，已蕴含在诗中。国 干宝《搜神记》。传世干书通行本
难当头，抵御外侮才是当务之急。如果说 误作
‘清’
或
‘轻’。
”
作者认为：
“《红楼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 融会贯通》一文，
作者在论述《红楼梦》与曲艺之间的艺术联
萧公权先生的诗收入他的《小桐阴馆
陈先生的第一首诗主要是回应雪珊题壁诗
土壤中产生的，
而《红楼梦》的产生又把中国 系时认为：
“由于文体的不同，
它们的艺术表现手法，
也是各
传统文化推向一个新阶段。别的方面不说， 不相同的，
各种文体有各自的艺术特征，
这是毫无疑问的。 的，那么，他的第二首诗就是借古喻今，用 诗词》卷时，也作了较大改动。题目改为
宋健
隐词曲笔表达忧国之思。他在 1954 年 2 《次韵雪珊女士陶然亭题壁》，增加了诗
仅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情学来看，
《红楼梦》 但艺术又是相互沟通、
相互影响的。特别是从美学原理上
天津红学专家汪道伦 2006 年去世，屈指算来已有 的成就即是空前的。当然，没有中国情学的发生发展， 看，
它们是同源而异流的。如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虚实相生， 月完稿的《论〈再生缘〉》文末，就再次谈及 序：
“ 俞平伯教授尊人斐盦先生三十年前
15 年。赵建忠教授主编《天津红楼梦与古典文学论 以及情与礼的长期冲撞，
也就没有《红楼梦》；
但是，
没有 正反相成，
情景交融，
此物与彼物的相通，
人与人之间的相
此二诗，并点明诗中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 见 陶 然 亭 壁 上 有 署 名 雪 珊 女 士 者 题 句
丛》，将其著作《〈红楼梦〉与史传文学》列入，并希望由 《红楼梦》对情的领域的开拓，就没有传统情学的新发 需相生……”
情。他说：
“二十余年前，
‘九一八事变’
起， 云：……平伯先有和作，余亦次韵二首”，
我这个汪先生的私淑弟子整理，于公于私当然义不容 展。
”
作者分别从
“节情与任情”
以及
“情与礼”
的长期冲撞
此外，
作者对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的关系问题也
寅恪时寓燕郊清华园，曾和陶然亭壁间清 说明了唱和诗的缘起。诗序中把斐盦（俞
辞。天津红学圈没忘记汪先生，我感到很欣慰。
文化视角切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分析。再如《
〈红楼梦〉 进行了探讨，
收入本丛书的文章还包括《从踵事增华到虚实
光绪时女子题咏丁香花绝句云：……诗成 陛云的别号）先生初见陶然亭题壁诗的时
改革开放之初，
《红楼梦学刊》在天津的百花文艺出 风格浅论》一文认为：
“离开了中国传统文化渊源，
是得不 相生——中国古典小说与史传文学艺术渊源发微》
《记言
数年后，果有卢沟桥之变。流转西南，
致丧 间少算了十年，这种小误当然可以不计。
版社出版，每到新刊在报刊亭出现，我一定会买来逐篇 出正确结论的。
《红楼梦》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艺术，
那是 与写心——谈经史与小说的渊源关系》等。我希望学界对
两目，……又所至感者，则衰病流离，撰文 此外，萧公权先生的第一首诗几乎是重写
阅读。从 1980 年《红楼梦学刊》第四辑的第一篇红学论 和传统的思想和艺术相比较而言的。
”
作者指出：
“要研究 汪道伦先生的红学成就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总结。
授学，身虽同于赵庄负鼓之盲翁，
事则等于 了，而且将其排在其二的位置。诗云：
“何
文《〈红楼梦〉
“注彼而写此”的艺术手法管见》，直到他 《红楼梦》的风格，
首先要研究《红楼梦》从思想和艺术上
广州弹弦之瞽女。”艰苦漫长的抗日战争， 处天涯草不青，又题怨句上孤亭。丁香无
2006 年去世，
陆续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的文章还有《以 打破了哪些旧传统，
从而又进一步创造了什么样的新传
让衰病缠身的陈先生及所有中国人民都遭 限相思结，转怕流莺着意听。”细细读来，
虚出实，
以幻出真——谈〈红楼 统。
”
而《
〈红楼梦〉彼岸世界中的文化雏形》文中，
作者指
受了巨大的苦难与屈辱。正如从事陈寅恪 诗意与原作是互补的，完全可以并存。如
梦〉中的虚幻手法》
《试说
“说不 出《红楼梦》对未来文化的开拓与创新是独特的：
“《红楼
研究成绩卓著的张求会先生所说：
“陈寅恪 果能将原作第一首诗也收入集子中，那就
之诗，则是史家之诗。史家之诗，
……原本 更好了。而原作第二首诗的第一句和第
沽上 得”的贾宝玉》等十余篇。文章 梦》是在中华民族文化沃土中产生的。它在民族文化的
能在权威红学期刊频繁发表，
确 发展过程中有其传承的一面，
也有其创新的一面。但传
不以胸襟气度见长，也不以诗情文采取胜， 四句也都有文字改动。总之，原始的样貌
丛话 立了汪道伦在红学界的地位，他
承并非是保留故有文化形态，
而是在开拓创新中赋予民
诗人自己和后来人更为看重的都是隐藏在 均不复存在。
也因此成为新时期以来天津最 族文化以未来的面貌，
也就是说《红楼梦》已经具有了彼
文字背后的内容。
”
唯有刘盼遂先生的五首诗则未见收入
第四八六三期
有成就的红学家之一。
岸世界中的文化雏形，而探讨这种文化雏形，正是探讨
1932 年 12 月 5 日，
《大公报·文学副 他的文集中，成了集外佚诗，
不无遗憾。

南郭寺的夜晚

自此风尘远，山高月夜寒。东泉澄澈底，
西塔顶连天。佛座灯常灿，禅房香半燃。老僧
三五众，古柏几千年。

文
坛
往
事
尚
留
痕

白露黄粱熟，分张素有期。已应舂得
细，颇觉寄来迟。味岂同金菊，香宜配绿
葵。老人他日爱，正想滑流匙。

汪道伦的红学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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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深刻转变

赵祥庆找焦裕禄谈话时，首先
通报了河南省委对他新的职务任
命。焦裕禄听后爽快地说：
“我坚决
服从组织决定。我从小生活在农
村，也熟悉农村工作，非常愿意到党
需要的农业战线去！”
焦裕禄的坚强党性令赵祥庆欣
慰。但看到他晦暗的脸色，又不无担
心：
“尉氏也是灾区，
那里的工作生活条
件可比洛矿艰苦啊！
“
”困难肯定有。
”
焦
裕禄说，
“离开农村九年了，
情况有不少
新变化，
需要重新学习。但只要依靠组
织和群众，一定能克服困难。”
“胜任工
作肯定没问题。”赵祥庆迟疑地望着焦
裕禄瘦削而干涩的面庞，
脸上现出一丝
忧虑：
“ 我主要是担心你的身体……”
“请领导放心，我的身体我知道。”一向
达观的焦裕禄不等赵祥庆说完，
便回应
说，
“肝病最欺软怕硬了，
你硬它就瓤！
”
入门吃得千般苦，一纸调令又要
舍弃得心应手的岗位，焦裕禄的内心，
何尝不充满依恋！
走下出生入死的战场，开始为建
立和巩固新中国而斗争，是焦裕禄经
历的第一次深刻转变。历经南下土
改、淮海支前、剿匪除霸、农村基层和
青年团岗位锤炼，焦裕禄由机智勇敢
的战士，成长为理想坚定、务实为民、
能独立自主创造性践行党的路线宗旨
的领导干部。
从乡村到城市，从熟悉农业、农村
和农民，到通晓现代工业生产管理规
律，是焦裕禄在复合任职中经历的第
二次深刻转变。走过鸡鸣犬吠的村

大河初心
高建国
作家出版社

落，穿过春种秋收的田野，来到车水马龙
的城市，进入天车游走的工厂，焦裕禄进
城前从事农村工作数年，又经历了跨越农
业 文 明 和 工 业 文 明 鸿 沟 的 新 一 次“ 进
城”。与首次进城截然不同的第二次“进
城”
，
使他整个变了模样。
奋战工业战线九年，焦裕禄自身素质
发生了质的飞跃：坚持不懈向科学文化进
军和攻克技术难关，使焦裕禄把决胜战场
的勇气，转化为锲而不舍求知进取的毅力
和认知自由王国的自觉；从理论与实践结
合上不断改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使焦
裕禄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能力有了显著提
升；组织协调现代大工业生产崭新平台的
历练与培塑，使焦裕禄开始形成了严谨求
实、调查研究、精于筹划、试验先行、探求
规律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
焦裕禄在洛矿实现的第二次转变，正
值他自身全面素质日臻完善，并开始形成
魅力四射的焦裕禄精神的关键时期。
不过，
重返尉氏工作，
焦裕禄思想上是
顺茬的。他的心中，原本就有浓得化不开
的尉氏情结。焦裕禄为建立新中国舍生忘
死剿匪除霸在尉氏，焦裕禄领军挺进淮海
支前参战建立功勋始于尉氏，焦裕禄风雨
兼程收获爱情喜结良缘在尉氏，
焦裕禄解放
战争中化险为夷劫后余生也在尉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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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迷太后

慈禧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继武
则 天 之 后 权 势 最 大 、名 声 最 恶 的
“女皇”，抛开她在治国理政方面种
种罪过不谈，单说有一点算是她的
功劳——客观上她为推动京剧的发
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她狂热地喜爱京剧，在她长达
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除了垂帘
听政几乎就是看戏了。宫廷里一年之
中除先皇忌日按例不能欢乐外，几乎
每天都唱戏。每到夏天她必到颐和园
避暑，也是每天看戏。除在乐寿堂搭
戏台外，有时在昆明湖船上搭戏台演
戏。她绕弯儿乘坐肩舆，指定到某处，
某处当时就得开戏。如果耽误了，许
多太监都要受到杖刑的处罚。
宫中供着这么一位戏迷太后，
春夏
秋冬几乎天天得演戏，
那是多么大的演
出量啊！演员、
乐队、
舞台美术人员的来
源大致有两条途径：
一是传外面的戏班
入宫供奉唱戏；
二是办好
“大内戏班”
。
乾隆年间，
清宫专门设立了掌管演戏的
机构
“南府”
，
后来更名
“昇平署”
，
宫里人
还是习惯性称作
“南府戏班”
。慈禧太后
掌权以后，
又创办了直属于她的
“普天同
庆班”
，
挑选眉清目秀、
嗓音悦耳、
身材又
好的小太监组成戏班专攻
“皮黄”
。如果
发现了好演员苗子，
还让他拜京剧名角
儿为师。经过严格挑选、淘汰
和
“魔鬼训练”
，
南府戏班和普天
同庆班能够演出三百多出文武
剧目，演出水平毫不逊于当时
宫外著名的专业剧社。
慈禧太后很懂戏，看戏特

清宫的门缝儿
航鹰 刘悦
文化艺术出版社

别认真，
一边听一边拿着剧本对词儿，
一句唱
错了，
或唱腔
“不达标”
，
轻则撤赏，
重则棍棒。
戏迷慈禧的专横跋扈，客观上推动了
当时京剧艺术的提升。每一次外面戏班
奉旨进宫都面临一把双刃剑，演好了不仅
赏银丰厚还捧红了演员，名扬京城，身价
倍增。然而，一旦出了差错，演员瞬间毁
了前程。宫内戏班则有一条更为残酷的
家规——演出时一人出错全班挨打，用野
蛮的方式逼出了不少优秀演员。
慈禧还喜欢把外面戏班与南府戏班
同台对比，她点的剧目外来的戏班唱不了
而宫里戏班能唱，她就洋洋得意。她还经
常叫外请的名角儿和宫里演员搭档共
演。这些都无形中激发了京剧界的竞争，
有利于国剧的繁荣。
清宫唱戏的风气上行下效，王侯名门
也都办起私家戏班，
《红楼梦》中对此种风
气做了生动描写。再后来清末民初，很多
遗老遗少、军阀富贾到了天津当寓公，天
津变成了“懂戏码头”，到了马连良那一代
的京剧名角儿须先到天津经受
“懂戏观众”
的考验。
戏曲剧团受邀进入大宅门
“唱
堂会”
之风气，
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末，
如今想来，
那也不失为
一种助推艺术繁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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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麻秆儿与儿子告别

王麻秆儿缝的针脚很密。针脚
一密，
线就勒进肉里。这样缝了一圈
儿，
脑袋就又在脖子上了，
看上去，
像
脖子上有一道很长的疤。衣裳是王
麻秆儿亲自从北门里的“蚨记寿衣
店”
选的，
是一套青色的立领学生装，
外边套的是一件灰色的卡其布大衣。
来子问，老例儿，都不要了？王
麻秆儿说，他是新派，
不喜欢这个。
这时门外有动静。
来子出来看看，是“唐记棺材铺”
的唐掌柜打发伙计把棺材送来了。伙
计见来子出来，比划个手势，意思是棺
材就别卸了。来子立刻明白了。回到
屋里，又给王茂细细地打整了一下，就
和王麻秆儿一起抬出来，小心地装进
棺材，把盖子盖上了。
大车是唐掌柜给雇的，事先已跟
赶车的讲好，给送到坟地。伙计看看
没事了，又托付了一下赶车的把式，就
回去了。赶车的把式拉着棺材朝西门
外这边来。西门外再往西，是刑场，往
南是一片乱葬岗子。王麻秆儿和来子
跟在大车的后面来到这里，借着月色
一看，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坟。大车
来到一块稍高的地处，停下来。车把
式回头问，就这儿？
王麻秆儿点头说，就这儿吧。
把 式 勒 好 车 ，帮 着 把 棺 材 抬 下
来。王麻秆儿掏出事先准备的椽钉和
锤子，冲棺材里说了一句，儿子，咱爷
儿俩下世再见吧。就钉上棺材盖，和
来子一块儿挖个坑埋了。
这年冬天，老瘪出事了。起先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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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老瘪，是傻四儿。
这时街上已经又乱起来。天津各学
校的大中学生开始罢课，学生和老师手
挽着手上街游行，联合北平、南京和全国
各地的学生向政府请愿，要求停止内战，
一致对外，抗日救国发动自卫战争。这
也就是史称的“一二·九运动”。傻四儿
有个亲叔伯大爷，在铁路上混事儿。铁
路混事儿不光体面，挣钱也多，平时家里
的日子就挺好过。傻四儿本来连自己的
爹妈都不知在哪儿。但他爸当年把他抱
到天后宫，后来就把这事儿告诉了他这
个叔伯大爷。这叔伯大爷也来过天后
宫，还真见着了傻四儿。后来傻四儿从
天后宫出来，先在“八方来水铺”当伙计，
再后来自己又开了这个“吉祥水铺”，这
叔伯大爷都知道，也就把这些事都告诉
了傻四儿的爹妈。
可傻四儿他爸当年是这么把傻四儿
扔的，现在看着儿子已长大成人，也就没
脸再来见儿子。但这个大爷毕竟是亲叔
伯的，心疼侄子，又来看过傻四儿几次。
可傻四儿也有穷脾气，自己开自己的水
铺儿，挣多多吃，挣少少吃，虽然这叔伯
大爷的日子好过，也不沾人家。这时街
上突然乱起来，傻四儿本来不知又出了
嘛事儿，一天在街上碰见这大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