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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蜃气为楼阁，蛙声作管弦”。宋朝大文
人苏东坡的诗“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
邻。”这青蛙小子各个都是大嗓门，大明
湖的青蛙为何不叫呢？
有一种传说，
那一年，
乾隆皇帝下江
□ 郭娟
南，
途经济南城，
下榻在大明湖南岸的巡
抚衙门里。一场雨后，大明湖中的青蛙
小子和蛇仙们，
可是高兴坏了，
一片鸣歌
载舞，
热闹非凡。一路之隔的乾隆爷，
被
学生时代，对老舍先生的散文《济
建筑的特点，最典型的要数景点的山
吵得一宿都没有睡好，
辗转反侧，
只好秉
南的冬天》印象深刻，济南冬天的山和
门，没有以往的门墙围列。因为自从明
烛夜读，
聊以趣味。第二天，
侍从们知道
水、阳光与白雪，以及浸透在如诗如画
清时，大明湖就属于城市花园。一个亭
这件事，便说，皇上您是金口玉言，下道
美景中的那份浓情。后来看了刘鹗的
亭玉立的五门通透牌坊，便是景区便捷
谕旨，让大明湖的蛙不叫，蛇不行，不就
《老残游记》，济南城的大明湖如此别
的入口。迎面一湖碧波，湖堤烟柳，无
行了吗？果然这乾隆爷的口谕，被侍从
致，那种淡雅神韵和悠长味道，在心头
限风光，尽收眼底。
太监们骑着马在大明湖转着圈的一宣
洋溢。
沿着鸟语花香的湖堤款款而行，风
布，
大明湖里的青蛙便哑口无言了，
蛇也
记住了济南城，也难忘大明湖。大
光旖旎的大明湖象一幅美丽画卷徐徐
不敢在大明湖行走了。
明湖，就像泉城一百零八个泉眼构成的
呈现眼前。偶然瞥见湖中荷叶上的青
还有另外一个版本：真龙天子来到
珍珠项链中那棵最大的坠，光华夺目，
蛙，一下子闪亮了我的心。我想到了大
大明湖，自然惊动了湖中的各路神仙，
熠熠生辉。
明湖那些轶事趣话，其中就有这个古灵
所有的生灵都想目睹天子的圣颜，纷纷
每次来济南，必看大明湖。看过
精怪的小家伙。蓦然想起明末山东著
跑出来。尤其是青蛙，不分白天黑夜，
大明湖的一城烟柳半湖荷花；看过她
名的诗人王象春，总结出了大明湖的
呱呱叫个不停，乾隆根本睡不好觉。乾
的建筑，曲径回廊，中国古典园林的那 “四大怪”：恒雨不涨，久旱不涸，蛇不
隆一怒，下圣旨道：蛇归洞，蛙不鸣。金
份典雅。看过辛弃疾的烽烟，李清照
见，蛙不鸣。不如我就跟着轶事趣话，
口一开，诸蛙皆退，众蛇无影。从此在
的别情，铁铉的忠贞不屈。这一次要
再一次走进大明湖的情怀里去。
济南城内再也听不到青蛙的喊叫声，也
看什么呢？
天下之大，物种之繁，青蛙粗声大
见不到蛇了。
大明湖区别于中国传统古典园林
嗓，可谓“吵闹之星”。唐代贾弇的诗
其实，这只不过是有趣的民间传

大明湖游趣

狼的故事
□ 唐哲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名叫唐豆豆。
有一天，唐豆豆给在地里割麦子的爸爸
妈妈送完饭，
一边啃手中的馒头，
一边雀
跃着往回走。这时候，她和一头母狼相
遇在金黄的一望无际的麦田。那头母狼
突然间出现在她面前，
它安静地坐着，
前
腿直立，
支撑着脑袋和高耸的双肩。
唐豆豆好奇地一步步走近，伸手摸
了摸它的额头。它竟侧过脑袋伸出舌
头舔了舔唐豆豆的小手，唐豆豆把一块
馒头塞进它嘴里。
“再见，大狼狗。你是
我见过的最威武的大狼狗。
”
唐豆豆走几步，回头，母狼还伫立
在那里。唐豆豆冲它招招手，同时丢一
块馒头在地上。母狼迟疑片刻，跟过
来，很准确地叼起那块馒头咽下去。
唐豆豆很高兴，又走几步，又丢下
一块。它果真跟上来了。唐豆豆暗喜，
她真的开始喜欢这个动物并决心把它
引到家养起来。
村口三棵枣树下有一帮人，有的捧
着碗大口大口吃凉面条，有的一边喝凉
水，一边大声讲着粗鲁的笑话。
唐豆豆从金黄色的麦田里钻出来，
有人看到了，但没有人更多注意这个瘦
小的小姑娘。紧接着母狼出现了，它立
即引起村口人们一片惊慌。
“狼，快看狼！”首先一人大呼。人
们呼啦散开，很快拿着棍子、铁锹、砖头
冲过来，让过唐豆豆，
逼向母狼。
母狼收住脚，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转身遁进麦田深处。唐豆豆伤心地抽
泣着说：
“你们赔我的大狼狗！”
爷爷正在擦猎枪，他是有名的猎
人，更是方圆百里闻名的赤脚医生。唐
豆豆抹着眼泪把事情的经过告诉爷爷。
“别哭，爷爷信你，不是狼，是大狼
狗！”
爷爷安慰她。
第二天，唐豆豆在同一个地方，又
遇见那头母狼。唐豆豆欢快地冲母狼
招招手。她走几步扔一块馒头，母狼便
一步步跟过来。来到麦田地边，母狼止
住脚步，任唐豆豆怎样招呼，它都不走，
只是那目光里充满了慈祥和忧郁。
“你等着，我去叫爷爷。”爷爷来时，
已不见了老狼，只有一眼望不到边的麦
浪，一波一波地滚来滚去。
“它是一匹好狼狗哩！”
唐豆豆说。
爷爷望着麦田若有所思地说：
“爷
爷知道它是！”唐豆豆不晓得，敏感的猎
人已经发现藏身于麦田中正在偷窥的
母狼。
第三天，同一个地方，唐豆豆又见
到母狼。让唐豆豆吃惊的是，母狼的一

条前腿鲜血淋淋。
“你受伤了！谁把你伤成这样的？”
唐豆豆心疼得差点儿掉泪，她摩挲着母
狼的脖子说，
“跟我走吧，回家让爷爷给
你治伤。
”
这次母狼跟着唐豆豆走出了麦
田。爷爷正站在村口，背个小包，手里
提着一杆锃亮的猎枪。
“它受伤了！”
唐豆豆说。
爷爷放下猎枪，蹲下身子，仔细审
看那个伤处，然后从背包中取出一包紫
色药粉，给它敷上，
又用蓝布包扎好。
母狼侧过头舔一舔唐豆豆的小手，
转身消失在麦浪中。
“它不是狗，
是一匹母狼！”
爷爷说。
“它真的是一匹狼吗？可是，它看
上去一点儿也不凶！”
“它是一只有心事的老母狼，它腿
上的伤不是别人打的，而是它自己用牙
咬的！”
爷爷一边说，一边皱着眉。
“它为什么要咬伤自己呢？”唐豆豆
大惑不解。
两个人往村里走了十几米，爷爷停
下来说：
“豆豆啊，咱们现在可以拐回去
看个究竟了。
”
“为什么刚才不跟在它后面呢？”
“那样它很快会发现我们，它就不
会去它真正想要去的地方了。
”
唐豆豆随着爷爷走出村，
钻进麦田，
两人东钻西钻将近半个小时，来到山坡
上，
爷爷屏住呼吸，
指着前方说：
“瞧！
”
唐豆豆睁大眼，她几乎不相信自己
看到的一切。母狼在一个小山窝里，它
身边还有一只狼崽儿，一条前腿没了，
血已结成块儿，糊在胸腹处。母狼正在
用尖锐的牙齿把那刚包扎过的腿布撕
开，用舌头舔那腿上的紫色药粉，然后
一口口吐在狼崽儿的胸腹上。
爷爷说：
“我明白了，为给小狼崽治
伤，这条母狼费尽心机，它先和你亲近，
然后把自己的腿咬伤，好从我们这里搞
到治伤的药，再回来给它的崽儿医治。”
“它是一匹善良的狼妈妈！为了孩
子，不惜伤害自己。”
唐豆豆说。
爷爷已经端起枪，瞄准。爷爷的枪
法很准，很少放空过。
“不，
别打它。
”
唐豆豆大声阻止。
那头母狼闻声抬头望过来，眼含凶
光。当它看到站在那里的唐豆豆，目光
又瞬间慈祥，低下头，叼起自己的狼崽，
缓缓走向田野深处。
爷爷的枪没有响。爷孙俩看着母
狼和小狼崽一步步走远，消失在山坳的
那边。

如果你喜欢看绿色，还是请到华北
平原上来吧，
正当盛夏，
请你在任何一道
河堤，任何一条阡陌，任何一片田野立
定，
四望，
你会立刻涌现一种被淹没的感
觉。绿，
绿的水滴，
绿的浪花，
绿的涟漪，
绿的汪洋！那是稻秧缓过苗来，扎根舒
叶；玉米高粱昼夜拔节，青纱帐起；渠岸
上，排排榆树、柳树、槐树枝干遒劲伸向
蓝天；
低洼的湿地上，
一蓬蓬一簇簇的芦
苇、蒲子茎秆颀长摇曳当风……每一株
野草每一棵庄稼都蓄积着旺盛的精力和
充沛的激情，都展示着蓬蓬勃勃的生命
活力，
变成一个水滴，
汇入浩瀚无边的绿
色海洋。一片嫩绿，一片深绿，一片墨
绿，在灿烂的阳光下铺展，时而静止着，
时而波动着，
从四面八方向你涌来，
但那
时，你一定想不到登岸，想不到逃脱，你
感到置身在绿色海洋的包围之中，清新

说。实际情况，经过科学们调查研究，
青蛙叫是跟水质有关。青蛙叫是发情
求偶的表现，青蛙只会在水温超过 23℃
的时候才会鸣叫。而大明湖，是由 20
多处地下泉水汇集而成，泉水温度低，
不适宜青蛙择偶。所谓的蛇不见，其实
也好解释。大明湖水鸟种类众多，有些
鸟专门喜欢吃蛇蛋，所以蛇在这种情况
下很难生存繁育。
伫立在历下亭，目之所及，蓝天白
云 ，湖 水 潋 滟 ，碧 荷 花 开 ，游 船 荡 漾 。
历下亭经过多次的修缮，一派典型的
中国园林特色。小径蜿蜒迂回，花木
山石掩映，充分体现了园林的层次感
和含蓄之美。
一队游客此时跟随导游也来到了
长亭这里，导游兴致勃勃地讲起了王象
春总结大明湖的四大怪“恒雨不涨，久
旱不涸……”
女导游济南风味的普通话说得很
是有趣：大明湖久旱不涸，一个是众泉
汇流，一个是济南城地理构造决定。济
南城属于盆地结构，而地下又是不透水
的火成岩，所以保证了大明湖水不会枯
竭干涸。
有关大明湖水位的稀奇之处，古人
传说的很多，大多是说有千佛山的菩萨

绿原
□ 白春来
湿润的空气中揉进泥土和野花的芳香，
沁入五脏六腑，那么舒心，那么惬意，你
仿佛已经化作一枚豆叶，
一朵野菊，
融入
这醉人的绿色。
我曾经听一个在沙漠跋涉过的人
说，那里没有一滴水，甚至没有一抔蕴
涵水分的泥土，更没有一茎细草，一寸
绿荫。是的，哪里的绿色消失了，哪里
的生命也终将绝灭，剩下的只是万劫不
复的死亡。每当想到这里，我都会忧心
如焚地看着一片片被卖掉表层泥土，或

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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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裳 我 《红楼梦》 水西庄
今年，
他又为《石头记会真》作了序，
发表在《新民晚报》上。
裳兄作为大藏书家的事情，就更
难叙写了，因为题目太大，性质很专，
非本文所能容纳，只好留待日后另篇
再叙。如今只说一点。开头我说的接
到他的新著，就是他藏书的精品之一
瞥 、一 脔 、一 斑 —— 已 令 人 惊 叹 不 止
了。此书题名《清代版刻一隅》，专讲
清朝木雕书板的工艺之美。他自己序
跋，作于 1984 年。如今摘引跋中的一
段，以飨津门读者——
宛平查为仁的《蔗塘未定稿》的开花
纸印本，也是可以作为乾隆中精写刻本
的代表的。真是纸洁如玉，
墨凝如漆，
笔
法刀工，风神绝世。过去不知是出于何
人之手。后来又见汪沆的《津门杂事

诗》，风貌全同，知同出一人手写。最后
得到陈皋（对鸥）的手稿《沽上醉里谣》，
才知道几部书都是他手书上板的。这稿
本前半部简直就是上板前的底本，后半
才有随时录入的手稿，
还有许多改定，
变
成了行草。陈皋与厉鹗、万光泰、汪沆、
符曾、
吴陈琰等都是水西庄中的上客，
是
查为仁殷勤招接的好朋友。查氏的园亭
一时聚集了众多的杭州名士，成为文艺
沙龙那样的地方，这是研究天津文化历
史不能遗忘的。水西庄早已湮灭了，只
剩下几部精刻书还是当时活动的见证。
他那时说的这一切，
真是目光如炬，
先获我心。如今水西庄学会成立了，我
忙碌得还没写信告诉他。他如得知此
讯，
一定也很高兴，
也会支持。
黄裳兄原是八旗家世，祖上隶镶蓝
旗，可能是“驻防旗”而落户于京畿的。
他本姓容，黄裳只是后来一个笔名，但
如今知其真姓名的不多了。他在少年
时个头儿就不高，体质壮实，大眼，长
睫，闪闪有神，又有慧秀之气。自少时
爱书如性命，同屋时他就买《四印斋所

者断绝了水源的土地，它们草木不长，
绿意消退，成了沙漠的过渡物，或言准
沙漠、候补沙漠，或者有一天变成生命
禁区。
眼下正是夏秋之交，平原上的青纱
帐正蔚为壮观。万千生命在一起舞蹈，
舞出绿色的韵律和节奏，绿在大平原上
四处流淌。抓一把空气，能拧出绿色的
汁液；捧一掬甘泉，里面无数的绿色小
精灵在朝你憨笑。不要因为满世界的
绿太多而不珍惜：如同大海里有珍珠，
深山里藏美玉，绿的色彩里有宝贝，有
真金。不信，你看吧，晚秋，当绿意消退
的时候，大平原万里金黄——谷子熟
了，稻子熟了，阳光、泥土和水的精华终
于沉淀结晶，献给人们一个丰硕的收获
季节。
原野的绿色，多么神奇，
多么瑰丽。

这朵莲
我该如何表达
穷尽所有词汇
生命中的这朵莲
是一只青鸟
飞越唐风宋雨
在我心上筑巢
微笑与暗香浮动
你清瘦的身影
伸展坚韧挺拔的傲骨
于这北方的雨中
从容不迫地孕蕾含苞
绽蕊吐芳
我微笑着
接受细雨的包围
你可知道
有多少祝福 为你
抚琴于怀
弹一曲千古绝唱
圣洁和沁香的诗句纷飞
寻觅千年 你犹在梦的居所
天空已飘满我善良的俯视
此刻 不期而遇
生命里凸起诗歌的神话
你宁静而平和的柔情
让我许愿的灵魂不再漂泊
不变的情怀守候今世来生

陈 子 歌 摄 / 河柳 配诗

红楼无限情
□

们保佑着。其实作为一处天然湖泊，大
明湖水来源于城内珍珠泉、濯缨泉、芙
蓉泉、王府池等诸泉，可谓众泉汇流。
虽然大明湖水源充足，但是排水也便
利，湖水出东北汇波门，经泺水河注入
小清河。这项工程是由唐宋八大家之
一的济南太守曾巩所建，用来调节大明
湖的水位，既能保证济南城民众吃水的
问题，又可以逢大雨涨水之时，顺利由
北水门流入小清河排走。
大明湖，在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
称“历水陂”，唐时又称莲子湖。北宋文
学家曾巩称西湖或北湖。从金代文学
家元好问著文《济南行记》流传开始，始
有大明湖的称谓。
大明湖作为一处风景名胜，之所以
盛名远播、历久弥新，自有其与众不同
之处。这就是它自然风景和人文内涵
兼而有之，不仅风光秀丽，更有深厚悠
久的文化积淀。
这一次游览大明湖，我只是换了角
度去看，忽然发现大明湖的美，竟然如
此的有趣，用四大怪也可以诠释。
想着大明湖的各种妙趣，看着大明
湖的美景，竟然脑海里涌出一句：大明
湖畔夏雨荷。虽然只是虚构的一个人
物，却令我想到了大明湖的美。

中华文学的精义，向外传播介绍。入大
学后译《文赋》、
《二十四诗品》、
《摩罗诗
力说》……都是那一意念的引申实践。
虽然开头时也曾想“呼吸欧风美雨”，但
很快转变了，不是要变成“半个洋人”，
周汝昌
还是愿当个学者，沟通中西文化的差异
距离。
刻词》那种精美无匹的刊本。但彼时没
洋文在说、写诸方面有了一些成
想到他竟会成为国内大藏书家，其入藏
绩 ，但 实 在 又 不 是 真 正 的 完 全 的“ 精
者皆系罕见难逢的孤本、稿本、精本。 通”，能写论文，但不能写“文学作品”；
“文革”中“抄”走了几大汽车书，后来听
有些细致微妙的“讲究”之处，也没学
说发还了，不知是否完璧归赵，抑或也
到，乡语叫做“有点儿潮”，未能无懈可
有失落？他于每部书必有小题记，笔致
击，一点不错。
风雅。少年时健谈、风趣，年老了再见
那么，
学了小半生的洋文，
收获何在呢？
面，变得不那么豪迈而显得深沉稳重
也许你对我的回答会觉得新鲜——
了。当今高士也。
我的最大收获是“比较”，有了比较汉语
诗曰：
文与英语文之异同的机缘条件。比较之
同岁同窗同意气，
津沽名校说南开。
后的深切体会归结为一点：洋文是“死”
谈红说梦风华在，
晚步霞天照影来。
的，
汉文是
“活”
的。
一般人有个不小的错觉，
总以为
苦学洋文为哪般
西洋语文精密、清晰、准确……大约就
是两点：概念清楚，逻辑周密。而汉语
学洋文，
到底为了什么？
文“不行”，
“ 模糊”、
“浮动”、
“游离”、
自顾平生经历，下功夫最多的不出
“ 不 讲 完 整 ”、
“ 不 够 精 密 ”等
四大方面：一、诗词；二、书法；三、英文； “ 玄 虚 ”、
等，等等。
四、红学。其中诗词一门包括写作、笺
我总想：我们能这样认识问题吗？
注、鉴赏、理论研究——后来发展到由诗
如何说洋文“死”？我的感受很深：一是
词、书法、红学、语文……探索中华文化
词性死，二是语法死，三是语式死，四是
的总体精神。那么，剩下的那个学洋文
标点死。怎见得？
又是为了什么呢？
下面分说大略——
（待续）
我已叙过了：在高中时已经是想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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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海拾贝

海南行
（四首）
□ 吕家锐

大海之门
推开大海之门
哦 南海
如此之宽之阔之蓝之深
滔滔 鸣响于肝胆
鸣响于灵肉
茫沧沧八极八荒
不羁的魂魄
旋舞长风阔浪
撞击黑色的礁石
飞溅起没有尽头的历史风云

天涯海角
涛声拍打寂寞
一群流放不死的魂灵
遁巡 天涯关隘
海角已尽
云天之外 有我
更遥远的情思
从历史和神话中走出
誓言铮铮
可是那椰树枝头结出的青果？

漫步海边
这就是它的热烈温存
奔腾的波涛
如雪的浪花
和莹蓝
一次次扑向你

发
展
新
视
角

这就是它的深情亲近
潮涌的温柔
就在你脚边
吻湿了
你的裤角 沙滩上走过的
足印

走在海滩的时候
一
多少思念期待
终于拥你入怀
此时已无须
任何誓言
二
沙 白得柔软
铺在脚下
海 蓝得澎湃
展在面前
三
惟有浪花
微笑不语
它知晓海和沙的
一页页爱恋
四
海渴望沙的柔情
用我宽阔的胸怀消融她的寂寞
沙访问过海的梦
以我温柔的臂膀拥抱他的深情
五
长久的期待
海起身 沙呼啸
漫漫相思
沙动步 海奔腾
六
海枕着沙的臂弯
映衬沙的风姿
沙靠在海的胸怀
解读海的韵味
七
沙在海的撞击中陶醉
海在沙的拥吻下文静
沙与海的爱呵 是一种永恒
走在海滩 我向沙和海致敬

掌
上
﹃
津
南
好

﹄

◆ 乡情·津南印记
邢野
邢野原名邢国柱，葛沽镇人，
1927-1937 年，在天津市立第三十
小学、
河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天津
沦 陷 后 ，流 亡 济 南 、南 京 、长 沙 。
1938 年，在桂林参加郭沫若领导的
第三厅抗敌演剧第十一队。1939
年春，到陕北公学学习。7 月到晋察
冀边区，与陈强合作了秧歌舞剧《反
扫荡》，
与羽山合作了独幕剧《出发之
前》。1942 年，
调到晋察冀军区第三
军分区冲锋剧社，
至 1945 年写过《两
个 英 雄》、
《粮 食》、
《无 人 区》等 。
1946-1949 年，分别在冀晋军区、北
岳军区、察哈尔军区做行政工作，兼
编剧、导演、演戏。写有歌剧《不上地
主当》、
《天下第一军》。1949 年 7
月，参加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加入中
国作家协会。在张家口任军区文工
团领导，兼任察哈尔省文联副主席，
后任文联主席兼党委书记。1950 年
调北京参加中央文学研究所筹备工
作。1951-1953 年，在中央文学研
究所任学部委员兼秘书处主任。工

作之余创作了《游击队长》。1954
年 ，任 中 国 作 协 文 学 讲 习 所 副 所
长。与羽山合作，把话剧《游击队
长》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平原游击
队》。1956-1965 年，曾任作家协会
外委会副主任，
诗刊编委，
写了《青年
侦察员》、
《开会》、
《无孔不入》、
《东庄
之夜》、
《典型报告》、
《塞上红旗》、
《黎
巴嫩的怒火》。与孙福田、谷岩合作
了中篇小说《儿童团长》，多幕剧《儿
童团》，
电影文学剧本和小说《狼牙山
五壮士》。创作长诗《大山传》、诗剧
《王二小放牛郎》，出版短诗集《鼓
声》。1965-1972 年，在山西省文联
工作。1973 年 ，任 河 北 省 文 联 副
主席。1987 年离休后又写了一些
诗歌、回忆录等。
本栏长期征集“津南印记”篆刻，
投稿邮箱：
jnqrmt03@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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