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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津南印记◆

徐兆光

徐兆光(1872—1968)字景波，
葛沽人，清末举人，与严范荪(严修)
为挚友。民国初年曾任南开中学、
南开大学讲师，后任直隶省财政局
局长，天津县教育局局长、财政局局
长等职。

1930年与苏星桥等人创办葛
沽保国民小学校，任名誉校长。解

放后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长。著
有《景波文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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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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什么叫“词性”？即某字为名词，某字
为动词，某字为形容词、介词、连词……之
“性质”是也。除很少数个别例外“一字可
兼二性”外，都是“死”不可变的，用错了就
是大笑话——也没人懂。

例如，man是名词（noun），没法当
动词用。 speak 是“讲话”的动词
（verb）；你要用为名词，那得另找一个
speech 才行——这儿没有通融的余
地。pain是个noun，你要说它的形容
词（adjective），那得去觅求一个pain-
ful……如此等等，等等。
在汉语文中，绝非如此。以上不过

随手拈举小例。必有专家指责说：名、
动二词不分形式，在英文里何尝没有，
如 rain 既是“雨”的名词，也可说
Itrains，就是动词了，与中文无异。我
说：不然。rain虽可作为动词用，但它

不能“及物”（transitive）。汉语却能说
“春风风人，夏雨雨人”。我们的“动词”
不必分别拘定什么“及物”、“不及物”
（intransitive）。

你或奇之而难信，果真是如此的吗？
佳例也多得很。比如，我们说“蜀犬

吠日”、“吴牛喘月”，皆为名言俊句，脍炙
人口，这是地地道道的中文，人人都懂。
但是请问：在英文里，bark（狗叫）的后面
能接一个“宾词（也叫‘受事’）”吗？“喘”
理亦同。
说到这里，我不禁要列出一大串来：

“虚堂坐雨，空庭步月”，“人睡腿，狗睡
嘴”（俗谚，谓人须腿暖方眠熟，狗则睡时
先将嘴藏入体中暖处）。这些“动词”，哪
个能在洋文里这么用法？用了谁能懂
得？可在中文，它们都能接一个“宾词”
（object）。这在欧洲人听来恐怕会惊奇
或“茫然不知所云”吧？

其实，就是“及物动词”，在中文里
所能接的宾词也不同于西文，例如我
们常说“担风袖月”、“栉风沐雨”、“戴
月披星”……

这些，洋人听了，都不仅仅是“不可

想象”，简直是“不堪设想”！
因此，连有些中国人自己也认为汉

文“不科学”。他们不能领会这就是中华
民族的“诗的语言”，一大特色，可赏可爱
之至！你拿“洋语法”来“套”我们的民族
精神创造和审美境界，那行吗？！

至于洋语法中必须有“主语”、“谓
语”等一串死规矩，也与中国诗的语言格
格不入。我最爱举的一二小例就是：

乱山雪烛（残雪）夜，孤独异乡人。
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
前例写孤身他乡自度除夕，后例写

游子未晓启程赶路，其情其景，打动了历
代的读者，为之击节，为之心折……我要
请问一句：你看看这里头哪个是主语，何
者是“动词”，什么都没有！在洋文，这根
本“不成话”；在我们，这是绝妙好词！
何也？何也？分别在哪儿？
思之思之，悟之悟之。
然后，再换一种，所谓“形容词”者，

且看看又是如何。
也是我喜欢举的常例——
一种是“形容不清楚”。尽我所

知，大约可有“微茫”、“迷茫”、“苍茫”、

“渺茫”、“依稀”、“恍惚”、“仿佛”、“迷
离”、“凄迷”、“空濛”、“要眇”、“叆叇”、
“氤氲”……

这些，可否在西文里都有“精确”的
对应词？如无，原因安在？讲道理，求学
问，你总得找出一个“说法”来，才算一回
事。愿闻高论。

同理，春寒是“料峭”，北风是“凛
冽”，秋气是“凄紧”，大夏是“滔滔”，落木
是“萧萧”，桃为“夭夭”，柳则“依依”……
如此等例，万千难罄。请问在外文里也
都有“精确”的对应词吗？
王右丞说：“漠漠水田飞白鹭”；秦少

游说：“漠漠轻寒上小楼”；“漠漠”到底是
什么？请“科学”的专家给下个“精确”的
定义！我们中华形容女性美，可以有很
多品格和“分类”，比如妖娆、妩媚、娉婷、
婵娟……还有韶秀、俏丽、端庄、窈窕；还
有艳、靓、娇、倩……你去查查外文词典，
都有“共识”吗？
我们民族的领受与表现，都不是“死”

的，比洋文丰富美好不知多少倍。
批评家说汉语文“不科学”、“不准

确”，太“模糊”——所以比不上人家的
好。我说，这种“评比”是既不晓西方，又
昧于汉语，全是盲论。中华民族有自己的
仰观俯察、感受体会，有自己的价值观、美
学观，更有自己的表现才华与方式——它
有浓郁的“诗质”在，不单是1+1＝2之类。

（待续）

苦学洋文为哪般

点点蜻蜓向晚凉 郭记标 摄

作者：沽舟 张程

◆手绘白描——小时候系列◆

◆乡音乡情

□ 阿郑

那年的父亲

静谧的乡村犹在酣睡中，劳累了一
天的村民们亦是如此，时有齁鼾声，响
起在谁家的庭院。

突然，天空中一道蓝光闪过，霎时
间，大地晃动起来，人喊马嘶，狗吠鸡
鸣，村庄的寂静瞬间就被叫喊声笼
罩。最先反应过来的男人们大声喊
着，浑身颤抖的女人们，连滚带爬地跑
出屋子，跌坐在院子里，紧紧搂住自己
的孩子……

这是那年唐山大地震之夜，我们
村的情景。父亲当时是村第五小队的
队长。父亲在制止住母亲和我们的哭
喊后，安顿我们在院子里的玉米秸杆
上坐好，转身就冲出了院子，村落里传
来了父亲高声的大喊：“大人孩子们都
别怕啊，老爷们儿都赶紧看看，谁家的
房子倒了，伤着人没有？”父亲一声声
喊着，稳定着村民们的情绪。幸好村
子里有几家倒塌的房屋都不是整个坍
塌的，而是一间或半间屋子的土墙塌
了，没有伤着人。

父亲从村头一直跑到了村尾，在
确定没有人员伤亡后，赶紧跑向了村
队部旁边的马圈。此时天空中下起了
雨，父亲还未到马圈那，就已经听到了
马圈里的六匹马和三匹骡子地嘶鸣，
这些牲口受到地震的惊吓，完全没有
了往日的乖顺，它们狂躁地狂踢乱踏，
仿佛就要挣脱缰绳冲出马圈。父亲跑
进马圈里，大声安抚着那些马和骡子，
而往日最听父亲的话，最受父亲喜爱
的那匹大青马却带头狂嘶。父亲一边
躲闪着大青马四处乱踢的马蹄，一边
用手轻轻地拍着它的马鬃和马背，希
望它安静下来。

谁成想，当父亲不断地安抚和躲
闪中，旁边的一匹母马一蹶子重重地
踢在了父亲的右大腿上，疼得他顿时
呲了一下牙，而手里的缰绳依然紧紧
地拽着大青马。也许是受到父亲重力
的拖拽，大青马在发出一声长嘶后，终
于安静下来，其它几匹马和骡子也渐
渐安静下来。

父亲没有丝毫放松，手里始终紧
拽着大青马的缰绳，他试了好几次之
后，终于站直了身子，仔细观察着马
圈。马圈的左半边全塌了下来，顶子
也是摇摇欲坠。父亲着急地大声喊起
来（后来听母亲说，那几天父亲不光是
腿瘸了，嗓子也彻底哑了）。离马圈最
近的大柱在父亲声嘶力竭的叫喊声
中，紧赶慢赶地跑了过来，父亲叮嘱他
赶紧回村里去喊男劳动力们，要连夜
修马圈。

大柱走后的一个多小时里，父亲一
直就保持着一个姿势站立着，他忍着大
腿的剧痛，手里紧紧拽着缰绳。他害怕
马和骡子们再次失控，那样后果不堪设
想，它们是第五小队人们的命根子，土
里刨食的保障，也是他一个小队长对村
民的交代啊！

父亲在等来了大柱和几个男壮青
年后，因连夜修整马圈困难太大，大家
决定等天亮后雨停了再进行修整。父
亲点点头并决定把六匹马和三匹骡子
都牵到小队的场院里去，那是村民们晒
放粮食的地方，平整宽敞。

可是等把马和骡子顺利牵到场院
里，老天爷似乎专门做对似的，天空中
不再是点点细雨，而是榆钱大小的雨
点噼里啪啦地直落下来。父亲心疼地
看着那些不会说话的伙伴们，毅然向

大柱喊道：“柱子，劳烦你去把队里苫
盖粮食的大油布拿来！小果，大力，你
俩赶紧找四根木头棍子来。其他的人
等油布拿来，咱们先扯起四个角，把牲
口们都遮挡住！”“好，听队长的。”人们
附和着。

大柱麻利地先拿来了油布，父亲和
另外三个男劳力一人站一个方位，各自
扯起了油布的四角，为这些不会说话但
绝对尽心尽力劳作的牲畜们，撑起了一
片遮风挡雨的天空。

小果和大力又在村子里喊来了人，
同时找到了四根粗细不同的木棍子，他
们合力挖坑埋棍子，然后又用麻绳把油
布的四个角绑在了四根棍子上，一个
“大油布伞”终于为马和骡子们搭好了，
父亲和那三个撑油布的男劳力也累得
瘫坐在了地上……

父亲白天在雨中和男人们商量
着盖简易防震棚的事，夜晚则独自一
人来到场院里，坐在油布下，他要陪
着他的马和骡子们过夜，他担心如再
有地震，牲口们受惊吓肯定要脱缰，
那时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一连几夜都
是如此，全然不顾家里搭防震棚和母
亲还有我们几个孩子的哭泣哀求。
母亲说：“他吓丢了魂了！丢到马圈
里去了！”

父亲充耳不闻，依然如故地走到
场院里，去给那些牲口添草料，陪他们
过夜。

一连几天的阴雨天气后，老天爷终
于露出了些许笑脸。父亲和那些队员
用一上午的工夫，就把摇摇欲坠的马圈
重新加固修整好了。马和骡子也顺顺
利利地被牵回了马圈。母亲也似乎一
块石头落了地，对我们说：“这下好了，
你爸晚上可以守着咱娘几个了。这几
天可吓死我了，这日子过的啊！”母亲感
叹了一声。

可是，当夜晚来临时，父亲一抹嘴
儿放下碗筷：“老儿子，跟爸爸去马圈睡
觉吧？”父亲面向我问道。
“哦，太好喽！”那年仅8岁的我，以

为睡马圈是件多么美的事情了，欢呼雀
跃着就窜向院门，后面传来了妈妈的吵
闹和摔筷子声。

等爸爸把简单的铺盖整好，安顿
我躺下后，我才知道睡马圈可不是一
件好玩儿的事儿。且不说杂草和黑
豆合成的饲料气味、马粪骡子粪的臭
味、马圈里潮湿的腐烂味，单是蚊虫
叮咬就够难受的了。你刚刚想要睡
着，大花蚊子“嗡嗡”叫着从你的脸上
飞过，觉着身上某处被针扎似的一疼，
赶紧挥掌打去，不料想它早已高唱凯
歌嗡嗡飞走！身上被蚊子咬，身下被
臭虫叮！在一连声的埋怨声中，不知
何时睡沉的我，待早上醒来时，却已
是大疙瘩小红包满脸满身了。苦不
堪言的我直对父亲嚷道：“再也不来
马圈睡了，要睡你自己在这睡吧！”
父亲嘿嘿笑着：“你这细皮嫩肉的，
蚊子爱吃。我这皮糙肉厚了，蚊子
不咬我！”

我恨声连连地跑回家，从此再没去
马圈睡过。记忆中，父亲守着他的马
儿、骡子们睡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而今，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十余年
了，母亲每每提及当年之事，对父亲都
是深深的不满，恨恨的不忿！说父亲是
傻，是愚！而我却渐渐读懂了父亲，读
懂了他那颗赤诚、大公无私的心。

去年6月12日，收到著名文艺评论
家黄桂元老师寄来的《阅读是最好的独
处》一书，我惊喜万分，打开包装，浅黄
色封皮“阅读是最好的独处”八个字，封
底是著名作家蒋子龙和尹学云的简评。
《阅读是最好的独处》，我读得很

慢，一字一句，细嚼慢咽。书中分为视
野、飘萍、知人、悦读、锐评五个章节，共
二十六万字。可以说，每一篇章，不是
柔润清雅的水彩画，就是浓墨重彩的水
墨画。每一句读来，都妙语连珠、通达
隽永。犹如手捧一件精雕细琢、晶莹温
润的玉器，润泽柔亮、又叮铛作响。
“栖居于潮落潮起”，是这本书飘萍

里的第三篇，也是我最喜欢的文章之
一。之前，我已在黄老师朋友圈拜读过，
当时就被深深吸引，重读此文，又萌生出
许多领悟和新意来。这篇文章，可以说
是整部书中分量较重的篇什。是个人命
运与时代命运遥相呼应的一部简史。称
得上人生波澜壮阔之序曲，唯美如诗，经
典如画，又千回百转，一波三折。不仅有
温馨回忆、悲欢离合，亦有惆怅感慨，丽
人阑珊。一册在手，不忍释卷，仿佛刚刚
沏了一杯浓郁的龙井名酩，一袭茶香拂
过，顿觉神清气爽、血脉顺畅。文章不落
窠臼，本真向善又韵味绵长，不仅散溢着
盈鼻芳香，还蕴藏生命的哲理达观，犹如
涓涓溪流，从你内心丰盈地流淌。
“清夜扪心，我何德何能，竟能得

到命运的如此眷顾？人类身居其间的
这个蓝色星球正在变小，可以接纳任
何的聚散离合，世事沧桑，生命谣曲，
人间大剧。是的，活在潮落潮起的当
世，没有什么奇迹是不可能发生的。
作品通过对人性的透视，独特、曲折地
展现了当代社会中一种潜流状的生活
形态，读来激人深思。”这是黄老师
2019年获得第十八届百花文学奖获奖
作品的授奖词，亦是黄老师这篇文里
的点睛之笔。

在知人篇里“另一种文坛排行”一文，
黄老师带有嘲讽、批评且又不失风趣的将

文学界各路写家论资排辈。小说写手是
老大、影视编剧乃老二、编辑为老三、批评
者是老四、散文随笔家则排行老五、诗人
是老六、翻译工作者则是老七。

文章写道：小说写手是“老大”地位，
并非什么天王老子的恩准册封，也不曾
经过文坛的公决推举，很像是事实上的
一种文坛的“潜规则”。只要看看文学大
舞台，诸如版权交易、编辑法眼、媒体追
猎、研讨取向、阅读潮流、争鸣焦点的聚
光灯，明灿灿一起打向了小说写手们的
斑斓容颜，大家也就心照不宣了。

当黄老师谈到批评家时说：穷且橫
便是部分批评者不无尴尬的真实写
照。何以至此？盖因吃批评这碗饭的，
本事大的不屑于干，没本事的还干不
了，于是常常被奚落为志大才疏一类，
所以穷且橫。

写到诗人时，黄老师这样描述：偏
偏任何一家文坛排行榜都难见诗人的
席位，这已不值得大惊小怪了。事实正
如此，即使才高八斗的诗人似乎也无法
与一些三流小说写手相提并论……

应当说黄老师针对这种现象一针
见血的评论，着实令人拍案叫绝，既幽
默诙谐，又另类稀奇。读之，可从中感
悟到作者睿智的思维和敏感的洞察
力。头脑里呈现出立体的四维度和画
面感来，仿佛各路神仙写手活灵活现，
跃然纸上，既鲜活生动又盎然成趣。也
许，这就是一位有良知有底蕴的现实评
论家的独到见解吧。

我一个凡夫俗子，实难领悟黄老师
文章里的深邃内涵。那就借用蒋子龙
老师的简评来结束今天的读后感：“桂
元先生，铮铮君子，以评论名世，文风峻
厉深邃。他还是谦谦君子，处世温熙，
阅历丰富。遂有散文多种：神融笔畅，
不激不厉，却风规自远，内涵精微。或
高人雅士、升斗小民，或生命充盈、人心
陷溺，或颠覆世相、正道转圜，无不奔至
笔下，形成洋洋大观。尝言“书是可以
携带的大学——黄著即是。”

——读《阅读是最好的独处》有感

一册在手心欣然
郭万梅□

在父母和儿女的相处中，是父母陪
伴着儿女，还是儿女陪伴着父母？这需
要用一生的阅历去体会和回答。

偶然看到敬一丹朗读《陪你走过生
命的马拉松》，很是感动和感慨，流着泪
反复看了多遍，不由得想起自己对于年
龄和人生、父母和儿女相处的感悟，感觉
其中曾经的彷徨、后来的顿悟，也许就是
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味道。即使我们是
一个凡人，也正是对这些大大小小的问
题有了诸多的纠结和感悟，才让生命和
生活值得品味，变得没那么寡淡。

小时候，每天活泼泼、欣欣然的，一
件小事儿、小物件都能让人兴奋半天、玩
上半天。突然某一天，一个问题萦绕在
脑海中：一个人百岁之后会在这个星球
上永远消失，自此这个星球上任何大大
小小的变化和自己再无丝毫关联，就这
样永远的消失了……就像从来就没有来
过。瞬间，灭顶的绝望感袭上心头。过
一会儿，某件事或物成了一个新的兴奋
点，又点燃了心头的火焰，孩子的状态再
次燃烧起来。那瞬间的“深刻”或许是天
赋给孩子的思考潜质在“灵光乍现”。但
这终究是一个需要解开的心结。

33岁的时候，才突然懂得原来亲人
的生离死别并不是一件遥远的事，而是
离自己那么近，亲人曾经的一路陪伴会
戛然而止。于是开始定睛打量周围的
世界，尽量用理性抹去眼中世界里的那
些浮色。原本感觉遥远的，可能会瞬间
降临到眼前，即使猝不及防也只能承受
或学着驾驭，还会经常问自己：如果明
天就是生命的终点，你今天会怎么度
过？这样一来，总是强烈地感觉到需要

时刻提醒自己“珍惜当下”。
记得40岁的时候，我为此伤心了很

长时间。那时候感觉40岁是一个很大
的年龄。怎么就一下子40岁了呢？年
轻不是要有很长的时日来享用吗？原来
会这么快！是不是很多人心理的成熟都
赶不上生理的成熟。人们是不是都在这
种疲于应付中向前走着？怎么样才能在
时间飞逝中变得更加从容？

自己40岁的时候，惊异的发现了
第一根白发，沉重而又恨恨地拔下来夹

在书里。是警示自己只争朝夕，还是隐
藏起这不愿承认的“蛛丝马迹”？40岁，
也许成为很多人对生活感悟的一个分
水岭。孔子云，“四十不惑”，而我要说，
分明是“惑起四十”。

回望，有时得到的是遗憾，有时收
获的是顿悟。现在回头看，40岁，又是
多么年轻有味道的年龄。40岁的人生
阅历可以帮助人开始更深入的去思考
一些问题，而惑起、解惑的过程也许正
是逐渐走向智慧的过程。所谓好的、
坏的，却都是有价值的。由此看来，也
就无所谓“坏事”，只是翻到了“B面”，

用不同的方式从反面给养、增长智慧
而已。这是多么有意思、有魅力的一
件事。渐渐的，你会越来越强烈地感
悟到：每个年龄有每个年龄的精彩，40
岁左右是发生人生奇妙变化的年龄，
日子开始“醇厚”起来，越来越值得咂
摸。

大哥50岁出头时，自己笑称已过
“半百”。“可不是嘛！”我一边在心里感
叹着，一边盘点着大哥的宽容大度、收
放自如、幽默睿智……这是50多年走

过的路、见过的人、经过的事，看过的
书……所有这些一并的馈赠。
从小到大，妈妈对自己带出来的孩

子的脾气秉性最熟知，教导也最贴切
受用。工作中怎样对待得失？怎样处
理人际关系？怎样对待困难事、烦心
事？怎样和孩子更好的相处？怎样以
成长的心态抢抓时间？怎样确定目标
让每分每秒过得有滋有味有内容？怎
样看待问题，让自己精神状态永远“电
量满格”？
“每个年龄都有每个年龄的精

彩。”这是妈妈的教导。有了这句话，

瞬间减少了很多因为时间的逼迫带来
的惶惶然，人在飞逝的时间里变得从
容了很多。

父母陪伴着孩子，从小时候的吃
喝拉撒到现在的精神引领。78岁的妈
妈，身体力行做出了榜样，用自己的人
生智慧和良好的生活状态与儿女们心
心相伴。
“只要永远向上生长，日子每天都

是新的，自己每天都是年轻的。”
哦，对呀！人生百年，匆匆一瞬，众

人皆如是，何惧之有？剩下的只管为生
命增值就好了。儿时的那个心结似乎
慢慢地被解开了。

妈妈这几年总是和我感慨：“生活
多好！如果自己能再年轻一点多好！”
对生活的热爱溢于言表，同时，也似乎
是一种向儿女的倾诉。

父母见证着孩子的成长，孩子也陪
伴着父母的老去。

妈妈年龄大了，却不等于老了，“革
命人永远是年轻”，在妈妈身上是一个
真切的现实，身体上的、尤其精神上
的。很庆幸能这样，但同时更要自省，
渐渐把儿女以往的“跟随”变成“陪伴”。

父母岁数大了需要陪伴，这是一
种生命的轮回和反哺。父母不必内
疚，子女无可邀功。人长大了，仍然需
要时时“回到”母体，回到心之家园，获
取能量，也要随时观察到父母的心理
需求，记着也送上一份心灵陪伴的回
馈，彼此生活能量的传输让爱意荡漾
开来，持续下去。

父母和儿女之间陪伴的换位与交织，
正是父母儿女相处一场的幸运和幸福。

陪伴是一种幸福
杨连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