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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奉劝崇拜洋文的好心人们：多学多
思自己的独特优异的中华语文，认识她
的特点优点，切忌搬弄外来的一套语文
观念模式来“改造”中华的好东西。任何
损害我们自己语文及汉字的做法，都将
是一种文化犯罪。
以上就是我学了“小半辈子”洋文的

最主要的收获与感想。
相当一部分中国人不懂自己的语文

之可珍可贵，一味“慕化”别人，陶醉于洋八
股语式，任意伤害、扭曲汉字汉文之大美至
美。我每一念及此事，总是心伤意痛。
诗曰：
学得洋文好镀金，百年时尚到如今。
中西文化真交会，须待双方苦用心。

怜外语枉修行
当前学外语风尚日兴，听说学校挖

师资，父母请家教……香得不可形容。
于是有感于自己少年时对英文的苦下功
夫，许多“英雄可论当年勇”的故事，今则
全部抛弃，一无发挥作用（“用武”）之地，
思之可叹可惜，故此也要叙它一叙，可供
阅者寻味致思，或不为无益也。
对英文苦下功夫，缘由如世事，没有

十分简单的，总是复杂而非一言可了。
“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此辛稼轩年

高而仍思用世之壮词亦悲怀也，我不敢
妄引；但“英雄”之“莫论当年勇”，其实那
是反语，“莫论”者，正乃难忘，而自以为
豪，因而感叹耳，岂真“莫论”哉？

我对英文发生兴趣，源于四哥的影
响，其时家境为难，父亲每日焦虑烦恼，
他便想弟兄间出一个能有个“好”职业、
高薪水的人，扶家济困——故而羡慕海
关的那种职员。总之，当时社风，英文已
是求高职的必备条件。他这“思想”影响
了我。但我这人天生不是“发财致富”的
幸运儿，对商业一类英语毫无兴趣，连自
然科学的、新闻“媒体”的……实用英文，
认为不过熟悉那各有一套的词汇和“腔

调”就行了，并不难学，实很容易——我
很快投入的还是“文学”与语文学本身的
学与用。

几件事，当小故事听听，也很有趣
——一次，四哥听人介绍，有一个英国人
自办英语补习辅导班，每月交费三元，他
就替我安排，让我晚上去上课。授课形
式是问答，倒很生动活泼，也获益处。某
晚，他（名Boycott）发了“讲义”，一个答
题是列出了许多国名，让我看了，然后问
我：是否这些国家都在欧洲？我即答：
AllthesecountriesarenotinEurope.
他听了，说：Yes,WhataboutItaly？我
答：ItalyisinEurope.班上的学生哄堂
大笑！

我愕然，问Boycott：我错了吗？他
说你没错。同班者大惊。于是他对他
（她）们说：在英语中，Allthesecoun-
triesarenotinEurope不是说这些国家
都不在欧洲，而是说它们并不都在欧洲
——有些是，有些不是。如果要说都不
在 欧 洲 ，则 是 Noneofthesecoun-
triesareinEurope.你们不要“哈哈哈”，

人家没答错，你们笑错了。同班者默不
做声。我方坐下。
这个例子说明，学外语不可只用“字

换字”的理解去对待，要领会此乃不同的
思想方法与表达方式的问题。比如
Allthatglittersisnotgold，是说并非闪
光的就都是金子，绝不是说“凡是闪光者
皆非金子”。

又有一回，我回请美国研究生Ar-
thur吃中国便饭，邀二友人（清华大学学
生）作陪。闲谈之次，忽提中医之事，一
友云他前几天服药是“吃草”，因为中药
是草药，有别于矿物性的西药medi-
cine。Arthur很礼貌，不肯笑，我即替
友 人 说 ，是 应 该 说 吃 herb，不 是
grass——吃 grass 的是马牛羊了。
Arthur很聪明，立刻圆场解说，这是由
于“samecharacter”。意思是说：中国
汉字的同一字，含不同指义时，到了英文
里常常是很不相同的两个字；而中国人
学英语常犯的病就是把同汉字的异义也
用一个英文字来理会，就出了笑话。

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比如“价”既表
价值，亦表价格，而英文value与price
若混用了，即成大笑话：无价之宝就成了
毫无价值！

Authur深明此义，他只用了sa-
mecharacter一词就道出了这一要害，
我觉得好极了。

（待续）

苦学洋文为哪般

移情别恋
刘虎臣□

◆小小说

◆诗海拾贝

独坐 至寂静满盈
思想之鸟 注定
要越过天空的倒影
源头之水 潺潺
流过分明的四季
以一种温情的润泽
将我触动

正是落日黄昏
谁在穿过风中的林子
一声唿哨
羊们的叫声 响在路上
我的呼吸 逐渐纯净

伸开五指 深入
生命的底部 触摸
苍青又辽阔的泥土
以及稻田和植物
却听见泥土

从我皮肤里渗出
它们是怎样
进入我的内部

我又一次仰望天空
寻找 那朵最美的云霓
深深地草茎
覆盖了鱼群与花朵
和月色里回荡的竹笛
其实 那些鸟鸣
才是人类真正的歌声

让我再一次感动的
是那些淳朴的笑容
映现在最初的水珠上
很多事情现实且简单
照亮家园
敦厚的俚俗民风
辉映日月 覆盖人生

独坐 至寂静满盈
李松林□

传传
承承

核桃乃吉祥之物，“核”字谐音
“和”、“合”寓意阖家幸福、平安、和
美生财、百年好合，表达了一种迎
祥纳福的美好愿望。

核桃工艺，是以核桃外壳为材
料，利用其花纹、形状、色泽的自然
形态，经过特殊方法处理后，再经
过精选、裁、定型、磨、抛光、粘接等
十几道手工工艺程序，加工制作成
书法文字、图画或者立体摆件等精
美的陈设工艺品。此工艺品始于
清乾隆时期，当时作为宫廷匠作仅
流行于官宦及八旗子弟之间，直到
民国初年才为民间效仿保留，得以
延续。

吉汉元，咸水沽镇居民，津南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核
桃工艺”传承人。其受父辈熏陶衍
续核桃雕刻技艺，并研创出核桃粘
贴造型艺术，以极大的耐心、持久
的磨炼，创作了众多精品。平面题
材有龙字、寿字、福字，造型有花
瓶、葫芦、天鹅、太极球、中国龙、将
军罐、二龙戏珠等。作品曾在北
京、天津、河北、吉林等地展出，受
到观赏者和专家的青睐与好评。

吉汉元经过几十年的钻研、开
拓、创新，不断提高核桃工艺品质
量和观赏性，作品呈现出精巧入
微、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产生了
音乐般的韵律和感染力，成为盈盈
珍品。

吉汉元：
雅致古朴

摄影：唐文博

核桃工艺

大型企业——TJ钢管集团公司声
名响亮，被誉为“钢城”，我知道“钢城”里
肯定堆满了黑乎乎的铁、硬邦邦的钢。

七年前，我放下农具，怀着忐忑的
心情，偷偷调匀了呼吸，初次走入了“钢
城”，有些像走进大观园里的刘姥姥
——怎么没有铁呀、钢呢？怎么像是大
公园呢？——有假山、小亭、曲桥、荷池
……满眼都是树——碧桃树、玉兰树、
海棠树……远近都是花——迎春花、连
翘花、紫荆花…….进了作业区，我才总
算看到了小山状的钢管。奇怪，“小山”
的顶上，趴卧着一对眼睛半眯的家猫。

作业区里，为我“引路”的师傅们，
虽然都是城里人、正式工、穿着深蓝冷
色的工作服，却都戴着红彤彤的安全
帽，和他们同样装束的我，未到半月，就
与大伙融成了霞光一片。

我爱好文学、喜爱咪咪，心神稳定
后，自然而然地发现：作业区里，既有土
猫，也有过客。它们不慌不忙地在钢管
垛间窜上窜下、来来往往，看到工人凑
到了近前，瞳仁已经不再淡定，身子也
都僵硬成石状，却非得等到人家弯腰
了，才哧溜一下躲进了缝隙，可又极快
地扭过身子，瞪圆光亮的眼睛。我假意
捕捉，紧追不舍，却惊喜地发现，堆满废
料的角落处，有一个铺着棉衣的大木
箱，六只尚未睁眼的猫崽，正伏在母亲
的怀里，美美地吸着乳汁。

猫妈的食物从哪来？翠竹深处，小

鸟啁啾,我观察到只是个别的咪咪仰脸
觊觎。或许“钢城”的老鼠发生了变异，
偷吃完机油照样不会命丧黄泉，预备好
做天敌的美餐？正确的答案当然是“钢
城”里的工友们吃饭的时候，总不会忘
了把锃亮的猫碗放在钢管垛下，另外，
还屡次把工作餐里并不常见的鱼虾奉
献出来，让咪咪们也能尝到节日的快
乐；几位青工爱心更浓，当有人询问为
何自掏腰包网购猫粮，他们说这些猫不
太怕人，准是由于村庄拆迁，才身不由
己变成了野猫……

我却觉着咪咪们并不可怜，而且幸
运，这是因为它们遭到遗弃后，如果流
浪到旷野，虽然可以借助星夜中钓灯的
幽蓝、水沟里久违的蛙声、而不至于饿
瘪生命。但，北风裹雪的严冬呢？即使
它们未被抛下，跟着村民登上了高楼，
享受着饭来张口，水来抖舌的生活，但
是，这种生活必然一年到头半眯着双眼
蹲在窗前，能称得上幸福？

没错，我是人类，和猫类没有相通
的心灵，但我关注“钢城”里的咪咪：它
们的外观虽不太油亮，却透着一种内在
的活力；它们不用穿华丽的衣服、不用
系多余的绳子，因为让真情解决了温
饱，流浪的岁月就具备了充足的时间在
草地上滚太阳、在花丛里捉蝴蝶、更可
以沐着皎洁的月光，无拘无束地高唱并
不动听的情歌。

云卷云舒的生活，谁都愿意过！

“钢城”里的猫
孙连旗□

老冯比妻子大十多岁。俩人结婚
近三十年，别说打架闹吵子啦，脸都没
红过！老冯在机关是个中层头头儿，
比一般干部操心费力多。妻子不说，
心里有数。丁点儿家务事也不让他沾
边儿，刷个碗、动动笤帚都不行。老冯
实在拗不过她，赌气说，你就惯着吧，
一晃我就成大肚蝈蝈啦！妻子不搭碴
儿，只抿嘴儿笑。

老冯工作忙，只要回家晚点儿，从
不忘提前打电话通知一声，可妻子依然
故我，早早下楼到大门口，不错眼珠地
“望穿秋水”，九头牛都甭想拉动。老冯
脾气好，跟小区里不少人都熟，老哥们
儿聚一起，亲热不够，隔三差五就外边
“搓”一顿儿。但有一样儿，即便有人磨
破嘴皮子，也别想让他沾一滴酒。他心
脏不大好，妻子说了，跟大钬惹惹我不
拦着，喝酒我不允许。这话对老冯是战
令，更是铁律！

时光飞逝，眨巴眼的功夫，老冯退
休了。咋一离岗，浑身不自在，摸嘛嘛
不是，才知闲着更难受，寻思来寻思
去，他猛想起个点子，赶紧跟老伴儿商
量：咱俩到全国各地转转吧，乘高铁、
坐飞机，仔细看看咱国家的大好河山
……话说到这儿，老冯自己噗嗤先笑
了：忙活了多半辈儿，也该咱时髦一回
啦，对吧？老伴儿紧接话茬儿说：好
啊，好啊，感情好！那个词儿，咋说来
着？对，对：梦、梦啥以求？老冯说“梦
寐以求”。老伴拍着巴掌嚷：对着哩，
自打“嘎啦”落生，多半辈儿就在这一
亩三分地儿上糗，顶远去了趟天津劝
业场！如今土埋半截啦，再不开开眼，
这辈子白瞎了!说完，俩人巴掌脆生生
拍在一起，相互对视着，笑得那个舒
畅、那个美呀……

就在他俩准备出门，忙忙叨叨拾掇
旅游需带用品的时候，爱说爱笑的冯
娘，那天正揣着面，突然喊声脑袋疼，
“扑棱”倒地上了，眼一闭，就再也没睁
……这下把老冯可坑苦闪惨喽！当天
他哭昏过好几次。最后一次醒过来，不
吃、不喝、不哭、不笑、更不闹，脖子弯弯
了，脑袋耷拉了，腿脚软塌了，站立不
住，挪不动步，别人说嘛听不见，别人逛
游看不见，瘫坐在床铺上，除了喘口气
儿，整个烂泥一堆、一堆烂泥……

据老冯醒过来嘚啵，有天夜里，稀
里糊涂、昏昏沉沉地，就听门“咣当”一
声开了，只觉眼前有个人影在晃。扒
开眼皮定睛细看，他乐坏了——竟然
是老伴儿！他跌跤滚爬下了床，伸胳
膊想一把抓紧老伴儿，天塌地陷再不
撒把！哪想老伴儿如影似风，轻盈一
闪便躲开了。

他有点儿生气，正想问老伴儿为嘛
躲开，老伴儿冲他笑模滋儿地开口道：
生老病死，谁能脱得了？你怎么就钻牛
角尖、想不开呢？不吃不喝管嘛用，那
叫认怂……你得给我抖起精神活着，活
出个样儿来！多串串门，多交交人，别
胡思乱想，多找点活干，干不了大活儿
咱干小活儿。拉锯就掉末，聚少能成
多……归里包堆一句话，好好活着，就
是不能当“活死人”！

老冯支棱着耳朵听得正带劲，老伴
儿又如影似风，只一闪，倏然消失！老
冯狂叫着一把没抓住，急得刚要蹦脚，
醒了！哎呀，怎么躺在光溜溜的地上，
还缠着皱巴巴的床单？他一口粘痰吐
进痰盂，失声痛哭，静夜里显得格外沉
痛，慑人心魄。

后边几天，老冯没出屋。反复思索

老伴的话。越想那话越在理。活就应
有活的样儿！渐渐地，他觉饿了、觉也
一天比一天沉。人们再见他，不由纳
闷：吃了嘛灵丹妙药，还阳了？

这天，他吃了点东西，出门在小区
溜达。腿还是软，走道有点离拉歪斜。
他强迫自己高抬脚、迈大步，尽量显点
精气神!就这功夫，猛发现24号楼前围
着一群人，从嚷嚷声听出，夜间这栋楼
里有户人家被盗了。老冯没凑大堆儿，
而是在周围地上踅摸。他发现院灯杆
下，有散落的碎玻璃碴儿，抬头看，果然
没灯泡儿！他判断，是用弹弓射的。他
找到现场民警，谈了自己的揣测:民警
表示感谢。他高兴地想，咱还有用，不
是废品。同时，心里忽地一热，愈发感
激昨晚那场梦……

溜溜达达刚走到自家楼下，他脑际
忽地灵光一闪，如果把早、晚遛弯儿的
老哥们儿拢到一堆儿，建个巡逻队，既
对小区安全有益，还不耽误锻炼，岂非
一举两得？虽说都老胳膊老腿，但俗话
说得好：邪不压正，是鼠就避猫。哈
哈！他想着，觉得浑身增劲，走路也不
打蹩脚了……

在居委会全力支持下，没费嘛劲，
巡逻队就组织了起来。白天他自己一
条路、一条路地检查窨井盖，有裂的、
坏的、残损的，编号记下来，准备跟物
业公司谈解决办法。夜里按照灯杆挨
个查路灯。看有多少该修该换的；白
天一趟趟跑区供电所，又打电话联系
了市路灯处。终于，几天后一辆维修
外线的工程车开进了小区，他跑前跑
后又跟着忙活了多半天！修路灯的师
傅说：“大爷，我干这活有年头了，可赛
你这样热心、蹿前跑后为大伙办事的
人，还是头模遇见，了不起呀！”他脸
“腾”地红了，如果人家是绕着弯挖苦
他，他觉得倒恰如其分；要是真心赞
扬，他实觉于心有愧啊……

夜深了，万籁俱寂，又到了他与老
伴儿交心的时间。他对着妻的照片咕
哝说：“老伴儿啊，这些天我干的活儿
你都看见了。这算点嘛呀？可邻里们
高兴啊，我这心里也挺痛快！我反复
掂量过了，活着时，你最关心我、疼惜
我，哪怕患点小感冒啥的，你也会担心
得够呛，一会儿让吃药、一会儿让喝
水、一会儿让发汗……我懂，你就怕我
活得不好、不舒心、不幸福！就为这，
我不能再像前些日子，唉声叹气、半死
不活了。活就要好好活，为自己更为
他人……”

此后不久，在他倡议和组织下，经
派出所和居委会同意，小区成立了“夕
阳红老年巡逻队”。说是巡逻，其实看
见嘛管嘛。狗随地便溺他们铲掉，同时
对狗主人进行爱护公共卫生宣传；有乱
停车的，他们找到车主摆明维护公共安
全的重要性；有个自行车棚堆满了各种
破烂，他们找了拾荒的大爷三、四次，嚼
嘴磨牙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服大爷
把车棚拾掇干净……

这年除夕近半夜，他们突然发现，
与小区接壤的夹墙附近有浓烟和火光
窜起！一队人急跑过去，是燃放的爆竹
引着了堆放的柴禾，墙头紧连着仓库，
火势一旦蔓延，后果不堪设想！他们急
忙分头动员附近居民，一家伙聚了几十
口子！没用二十分钟。火终于彻底扑
灭了！

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他们尽情地
笑了。朗朗的笑声犹如五彩缤纷的烟
花，在湛蓝的天空中绽放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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