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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但事情很有趣，反过来说，汉语说公
鸡母鸡，是汉字组配，而英语却有专字，
叫cock与hen；同理，我们的牛肉、羊
肉、猪肉，到了英语里却有beef,mut-
tonandpork，麻烦也不小。其他区分差
异，不啰嗦了。
我的英文修习主要靠自己下功夫，教

室听课不是无益，但收效既小又迟。我订
英文报刊，买牛津字典——“简明”（con-
cise）与“袖珍”（pocket）俱备。自己硬
立决心大志英译冰心的短篇小说……各
机缘，各方式，都尽量争取运用。这就进
步甚快。

若论到“英雄”的“当年勇”，却有几
件旧事可以一提——当时身为学生，所
以事可称“奇”；今日人家听了，或不敢
信，以为我是“自吹”了。

先说在进大学以前，我受益最大的
是葛传椝先生，他是英文大师，他编的
书刊质量在当时皆属上乘，写的英文文

章也非常地道；他给牛津字典的主编者
提出一些意见，皆被接受采纳——这样
的水平，大约不算低了。所以我崇敬
他。但他编的《英语惯用法（idiomati-
cusage）词典》中也有技术性小疵。我
有一次列出了很长的一大篇“指正”寄
给他，他后来为此来函，说此书将重印，
如有更多的意见和建议，希望我再补
充，并表示谢意。我与他的通讯，皆系
英文书写。
再说说大学里的事——这是很难尽

叙的，今只拣最“突出”的事例略为追述。
投考时，如国文、英文在考卷上成绩好，
就可以“免读”必修的“大一国文”、“大一
英文”（FreshmenChineseor/&Eng-
lishExampled）。我是免修了大一国
文，而英文未获此荣。但当上这门课时，
教师是Mr.Ridge，英国老者，听说是英
文版NorthChinaStar的主编，跛了一
足，人很严肃。上头堂课，他的口语提问
我都“当仁不让”了，于是第二堂课他见
我又坐在头排座，就对我“告诫”：“你不
要回答。”意思是没必要了，让给别人习
练吧。这样，下课时他开了一条子，让我

持条去见系主任。
那时系主任是Mr.Shadic（谢迪克，

后为康乃尔大学名师），也是英国人（我
是他莎剧班上的学生）。谢主任见条，
说：你的大一英文免读了，我给你开条
子，你去见Ms.Speare（她是19世纪英
美文学课的教师）。

Speare女士见她班上又多了名学
生，笑容满面，非常高兴。我问她：这门
课对我怕是太难些了吧？她答：Oh,
Idon'tthinkso.Youarewelcometo -
myclass,sinceyourEnglishisquite -
qualified……

但Ms.Speare的讲授并不精彩，没
有引发我的任何兴趣兴致，我不喜欢这
门课，成绩平常（这与英文水平无涉，是
另一回事）。我最喜欢的还是谢先生的
莎剧课，那真引人入胜——他的地道的
“不列颠”英语与美国英语味道很不相
同，我听课是“两面”并重，琢磨他的语音
之纯正（我喜英国发音，受影响仍是从葛
先生）。可惜日寇解散燕大，此种聆课福
气就中断了。
抗战中漫漫长夜，此“线”既断，我的

精神转入了其他领域，不在此叙。
抗战胜利，我已年华老大，挣扎返还

燕园，在外籍教授中最能投缘的则是包
贵思女士（Ms.GraceBoynton，贵思是
Grace的谐音汉名）。她开的课是欧美
近代小说研究，从她的讲授看，她还可算
得是位懂文学的、感情丰富的良师，对同
学十分关心，人也平易亲切——但并非
不严格。

那回是她指定读三本书：一为某美
国小说名著，二为两家评论此小说的专
著，读后要交一份报告，对所读之书提出
自己的看法。

大约隔了两三个月，临交卷限期近
了，我才想起该赶交卷了——那时我精
神全注于考证雪芹的生平家世，每日在
线装书堆中陶醉，无心于那种洋故事。
于是赶紧硬着头皮读这三大本洋书；然
后在一个下午空时，坐在宿舍里振笔疾
书——笔不停挥，一口气写完60页！

写到后半时，清华大学友人乔君来
访，他不忍打扰，悄悄坐于我旁，看着我
那么流畅地写洋文，实比写中文还显得
自如轻快，对我说了一句诧异的话（已记
不清了），表示“服气”（他也是学外文
的）。然后才邀我到了成府村小吃店去
吃炸酱面。

第二天交了卷。相隔数日，包贵思
女士忽对我说：星期四下午你到我家晚
餐（燕大的风气，教师高兴时邀同学去，
也不是为吃，是一种师生交流、增加了解
的好形式）。 （待续）

怜外语枉修行

◆小小说

郑万和□

一碗打卤面

夜深了，热闹的小面馆消停下
来。邱老板这才得闲坐下来，擦把脸
上的汗。他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墙
角的那张桌子，那张桌子一直空着。
每晚老赵头总坐在那吃面，最早一个
来，最后一个走，今晚咋还不来呢？看
不见老赵头，邱老板心里空落落的。

老赵头无儿无女，半年前老伴去
世，他成了孤寡老人。他最爱吃打卤
面，老伴生前经常给他做打卤面，他吃
得津津有味。如今老伴走了，再也吃
不到这么美味的打卤面了。前不久对
面街上一家面馆开张纳客，生意火爆，
老赵头决定去尝尝。他走进面馆，叫
了碗打卤面，一尝，面条够筋道，卤也
不咸不淡鲜香可口，最重要的是他又
尝到老伴做面的味道。

吃罢面，老赵头对邱老板说：“这
面有味道！”
面对夸赞，邱老板自然满心欢喜，他

笑着说：“老哥，凭这句话，饭钱免了。”

老赵头没与他争执，临走，将钱悄
悄放到吧台上。

从此老赵头每晚必到，叫上两碟
小菜，二两白酒，一碗打卤面，吃饱了，
喝美了，便起身告辞。不忙的时候，邱
老板便炒个菜，端上一杯酒过来，两个
人边吃边聊，很是投缘。
“爹，打烊吧！天要下雨了！”儿

子大旺准备关闭炉灶。
邱老板从回忆中醒来，说道：“不

急，再等等！”他觉得老赵头一准来。
“别等了！老赵头来不了了！”赵老

头的邻居王朝明一步踏进面馆，“老赵头
突犯血压高，我们送他去医院诊治，现在
血压平稳了，还要留医院观察。”
“大旺，点火！”
“点火干啥？”
“我做碗打卤面给你赵大爷送去！”
邱老板亲自下厨，他把面条切得细

细的，卤调得非常鲜美。盛好放入饭盒，
小心翼翼地包好，穿上雨衣，走出店门。

彩墨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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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情·津南印记◆

田宝善

田宝善 (1902—1964) 咸水沽
镇人。名医，开设天德堂中药铺，医
术全面，自制丸散膏丹。日伪时期，
东泥沽村一贫苦农民胃病发作，病
入膏肓，其子求治，田连夜步行10
余里，到病人家面诊治，给病人服以
丸药，使之转危为安，见求医者家
贫，未收药费。

1945年，静海邱氏父子，途经
咸水沽，因父病发投住客店，到天德

堂求医，田为其诊治开方，并煎药送
到客店，邱氏父子深为感激。1955
年，公私合营后他继续从事中医药
工作。1964年病故。

本栏长期征集“津南印记”篆刻，
投稿邮箱：jnqrmt03@tj.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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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音乡情

家乡四季
赵子强□

在高楼林立、霓虹闪耀的现代都市
中穿梭；在湖光山色、烟柳画桥的风景
古迹流连;在炊烟袅袅恬淡宁静的古朴
乡村游历，如若你问我最喜欢哪里？我
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我爱——我的家
乡！我爱这里个性分明的四季。

家乡三月，温煦的和风就像母亲
轻柔的手轻抚着大地，告知春来的消
息。小草悄悄地钻出地面，像刚睡醒
的孩子，伸个懒腰，东呼西唤着他的兄
弟姐妹，迎接母亲的爱抚。杨柳于融
融春水中，舞动细嫩的腰肢，尽情展露
独有的风韵。春雨恰时而来，唤起万
木响应，争相吐绿，将家乡的大地润染
得绿意葱茏。欣欣然，将希望与欢欣
在明媚的春光里荡漾开来。这春色映
在乡亲的脸上、心上。
家乡的夏是浓烈炽热的。在天津大

道、在海河故道公园……一蓬蓬，一簇
簇，花朵姹紫嫣红，开得热闹，或清冷脱
俗，或英姿飒爽，或娇媚可人。瞧，带状
公园、普明园，前进村的池塘里，碧绿的
荷叶绿波中，一支支荷花婷婷玉立，粉面
垂露，娇艳欲滴。一朵朵大麦熟花也开
得正艳。在夏日舞台上，没有谁高谁低，
百花竞吐芬芳，各展姿颜，共同点缀家乡
的夏日，恰似乡邻的和谐融洽。

在社区广场、公园绿地，伴着激情
的节奏，广场舞扭得正欢、轮滑飞驰而
过、露天的歌唱得正欢；再到吾悦广场、
新华城市广场、卢浮广场……一家家红
火的夜市等着你，观琳琅满目的商品，
享现代服务业的方便快捷。在这里，邀
上三五知已，来几个小凉菜，烤上几把
肉串，一杯清爽的啤酒下肚，暑气顿消，
烦恼遁去。

家乡的秋充实且丰富，是诗意而
奔放的。天高云淡，河水荡波，白茫茫
的芦花荡漾；朗空之下,几行大雁凌空
飞过，为宁静的蓝色天空增添了几许
灵动与诗意。高飞的大雁啊，是否将
这诗情带到了碧宵，带给了远方的游
子，慰藉了他的乡思？

远望田野，中外驰名的小站稻一
望无垠。金风过处，稻浪翻滚，饱满
的稻穗将稻秆压弯了腰，又是一个丰
收年。

家乡的冬是冷峻的。朔风吹拂，
大地脱去了多彩的外衣，家乡风物呈
现的是一种冷静从容的姿态，极具内
敛的外表下是一腔热血沸腾。树，虽
然叶子落尽，但枝干更显挺拔，枝丫向
天，伸出苍老遒劲的手臂，展现一种舒
展简洁的美。冬日的田野一片空旷，
喜鹊、麻雀仍然在阳光下飞翔，他们是
冬的留守者。因为他们知道，大地正
在为了明年春天漫长而悄然的复苏悄
然积蕴着力量。

雪是冬的精灵。似飘如飞的雪花
从天空中飘落下来，洁白雪花装点了
家乡，就像充满着神话、诗意的世界，
来这里，可以洗清你的心，荡涤你的
魂。孩子们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
那欢笑声震落枝上的积雪，飘散成蔚
为壮观的冰晶舞，映着红红的春联、红
红的灯笼、红红的日子。

家乡四季的景致随时空的流转而
变化，那流动着的殷殷亲情、脉脉情愫
似牵着风筝的线，永远系着乡人的情
思。这就是我家乡的四季，美不胜收
的四季。用任何灵秀美丽的文字描述
家乡的四季之美都不过分。

◆海下风情

高庄子小学的前身是“高庄子李氏
私立小学堂”，创办于1907年。著名红
学大师周汝昌先生曾说过：“高庄子是
那一带最富特色的一个村庄。”周先生
说的“最富特色”，就是指这所学校教育
前卫，历史悠久，周恩来总理在南开学
校读书时多次来过这里。

有这样一件事，前些年在大队部门
前的菜摊上，村民李之植大爷经常哼唱
一首歌曲，听来挺新鲜。
“李大爷，您唱的是什么歌曲，是老

歌吗？”
“是李氏学堂的校歌呀！”
“老校歌呀，我说那么好听呢，这得

留下来。”
“好，好，应该留下来！”
复员回村担任村支部书记的王洪

刚，知道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有责任整
理传承。话是这么说了，工作一忙，撂
下了。后来李大爷病故了。

高庄子小学百年校庆，南开大学周
恩来研究室的崔国良教授也十分重视，
他亲自寻根到高庄子村，带来南开大学
图书馆收藏的详细资料和《周恩来早期
文集》上下两册。里面收集了周恩来青
年时期几次到高庄子小学的笔记，还有
亲手定稿的话剧剧本。当王洪刚着手
整理这些材料的时候，又想起与李之植
老人的那次对话，那首失之交臂的校
歌，那叫一个悔呀。

那首校歌，总在耳边响起，就是摸
不着。收集的资料里没有。刻不容缓，

还得在村民里找。他想到了孙毓琪老
人是个读书人，岁数太大了，先找他儿
子了解一下情况。
“孙克仪到村委会来一趟！”大喇叭

一喊，全村哪个角落都能听到。一会
儿，一个老人提着菜篮子走进了大院，
这不正是孙克仪的父亲孙毓琪吗？王
洪刚忙迎了出去。

老人当年整80岁，腰板挺直，皱纹
里透着儒雅气质。“书记找我儿有何贵

干？”老人正好来菜摊上买菜，听了广
播，来问个原由。
“哈哈！我其实是找您老的，真是

想曹操曹操就到，您快进屋。您老还会
唱小时候高庄子小学的校歌吗？”
“会唱会唱，想当初天天唱。”老人

兴奋得眉开眼笑。
“您老还记得歌词吗？”
“这个我得回家找找以前的笔记和

课本，能准确些。”
两天以后，孙毓琪老人拿着一个32

开横条格小作业本来了。小本子的封
面纸张已经泛黄，一碰就会碎的样子。

这些痕迹，岁月沧桑，使人感觉到老一
辈人对文化的虔诚和敬畏。

打开小本，工工整整的蝇头小字。
纸张因为受过潮湿，有几页粘在一起，
字迹也模糊不清了。第三页上，抄录有
《高庄子李氏小学校歌》：学校xx 渤河
扬 济济多士 一堂苍苍 三育德智体
终生切勿忘。只有这些，没有曲谱。老
人说后面可能还有，时间太久了，记不
清了。王洪刚忙工工整整抄录下来。

根据老人的哼唱，他感觉“学校”后
面模糊不清的两个字是“为我”，“学校
为我”又不太对劲儿。不管怎样，惦记
多年的这首校歌，总算有了眉目。

村里还有一位80岁左右的老人叫
孙凤林。他儿子孙静仪说老爷子在家
里出来进去地唱，也听不懂歌词。这几
天去闺女家了，回头问问。

话捎过去，老人立马回了村。到大
队部没找到书记，又到菜市场找。果
然，几个老人围着洪刚书记正在讨论什
么。孙凤林老人从怀里颤巍巍地掏出
一个同样的条格本，小本子厚厚的，里

面夹着各种纸张票据。有一张上个世
纪三十年代去大连的旧船票，还有几十
年前的各种票证。

笔记本里记着两段歌词，注明词曲
作者：李延乾。老人用浑厚的中音唱出
来，就是王洪刚第一次听到的那个曲调。

王洪刚拿着歌词如获至宝。高庄子
小学离大队部不远，学校也在筹备百年
校庆，王洪刚推门就喊：“找到了，找到
了！”一听老校歌找到了，大家一通欢呼。
李向宇老师、孙凤林老人、王洪刚书

记聚到村委会四合院，老人唱一句，李
老师记一句，谱一句，再唱给大家听。
翻来覆去，一周的功夫，孙凤林老人认
可了。一首遗失了百年的校歌，从菜摊
上挽救回来了。

李校巍峨，渤河扬，济济多士，一堂
玱玱，三育德智体，终身且勿忘，需要
想，教我育我，训我惠我，以为何人。

李校巍峨，渤海唇，济济多士，文质
彬彬，校训勇勤诚，终身且勿忘，祝我校
万岁千秋，千秋万岁，日月齐光。

这首校歌唱出了学校继承中华文
化传统，育人成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教育方针，阐明宗旨和校训，培养
人才，强健勇敢，诚信仁和，勤奋刻苦。

2007年，高庄子小学百年校庆，新
老师生同聚一堂，百年校歌唱起来，昂
扬奋进，荡气回肠。

张绍组先生于2019年1月出版的
《天津校歌史话》一书，收录了“高庄子
李氏小学校歌”，并作了详细解读。

百年校歌
李纪莲□

小站稻名扬海内外不过一百多年
的历史，全赖于周盛传屯垦小站地区，
开挖马场减河，引来运河水。但海下地
区的稻米种植已有千年的历史，确切地
应该从北宋端拱二年，也就是公元989
年，当时的沧州节度副使何承矩为防止
辽国入侵，而在海河以南屯田垦荒种植
水稻算起。

明朝万历间，保定巡抚汪应蛟上书
皇帝，论述海下地区治水屯田之事。
并动用海防官兵万人分田耕种，在海
下地区沿着海河南岸开辟了十个围
子。用闽浙濒海治地之法，垦荒造田
万亩，基本奠定了海下地区鱼米之乡
的基础。汪应蛟的主要贡献还在于改
良和治理盐碱地的方法和经验。随
后，徐光启先后四次到海下地区致力
于种植水稻，主要解决了南种北引和
浇灌排泄的问题。

清朝先后有怡亲王允祥和蒙古科
尔沁亲王僧格林沁，在海下地区种植水
稻。允祥还专门在葛沽设立了水利营
田府，来管理屯田治水和水稻种植。僧

格林沁在督兵防守大沽口炮台的同时，
在海下地区挑沟建闸，引海河水灌溉稻
田，使得海下地区的水稻种植前所未有
地兴旺发展。

时间来到了1876年，周盛传所部正
式屯垦小站地区。可以这么说，没有周
盛传所率领的老盛军的屯垦和开发，也
就不会有小站稻这一举世闻名的品牌。
小站原为退海之地，在明代时，还属于盐
场管辖的草荡。老盛军未到小站时，这
里沼泽遍地，苇洼杂生，土旷民稀，多强
人出没之地。老盛军先后在小站地区屯
垦二十年，把不毛之地变成了万亩良田，
把荒芜之所建设成军事重镇。

小站稻之前，葛沽的稻米早已久负
盛名。尤其是清朝初期，葛沽的水稻已
经达到了南方最好的良种水稻“白玉
塘”的水平，深受皇家喜爱，成为贡品。
葛沽的米质好，一个是自然环境好，一
个是跟海下地区有着充足的水源有很
大关系。当时海下地区虽然土壤含盐
量较高，但是“以水治盐，开渠引水。”的
水淹种植水稻技术已经日臻完善。清

周楚良有诗道：“作粥葛沽稻粒长，汁滤
晶碧类琼浆。”诗中稻粒长，是葛沽早期
种植的籼稻型品种。葛沽稻米当时能
如此受到文人墨客的青睐，不惜笔墨地
赋诗歌颂粥汁中的米粒晶莹透亮，碧玉
一般，品尝起来类似美酒琼浆。崔旭在
《津门百咏葛沽》中亦有：“满林桃杏压
黄柑，紫蟹香粳饱食堪。”这里的香粳，
显然是粳稻型品种。现在，葛沽地区早
已没有葛沽稻了，就连老人都记不起葛
沽稻曾经驰名天下。

小站稻米之所以后来居上，主要
归功于京杭大运河，也就是天津卫俗
称的南运河水，使得小站地区得以“去
碱留淤，渐成沃壤”。南运河的水混浊
浑黄，但是味道极为甘甜，不仅适宜灌
溉，也适宜饮用。南运河的水主要来
源于一瓢水半瓢沙的黄河和石水斗泥
之说的漳河，含有大量的淤泥和腐殖
物，水质肥厚。尤其是浇地过后，不仅
淘洗了粘性盐渍土质，而且还在田地
中淤下很厚的一层富含氮磷钾等养料
的红泥。为水稻的生长提供了丰富充

足的养料，极大地提高了米质。对于
得天独厚的运河水，小站人美其名曰：
御河水。至今老人们还津津乐道，有
口皆碑。

小站稻比之葛沽稻，除了在米质
上更胜一筹，口感上更加香甜滋润，
外观上也更加晶莹玉润。以粒大饱
满，垩白极少，状若珠玑，晶莹玉泽，
驰名海内外。蒸饭煮粥，香气扑鼻。
就算只是干吃米饭，不加菜肴，也会
清香适口，令人食欲大开。使其成为
清皇室的贡米，声望遂超过了葛沽
稻。而且小站稻还有一个非常鲜明
的特点，就是十分扛饿。俗话说：一
碗小站稻，胜过三张饼。尤其过去小
站地区农村都使用大柴锅烧饭，那真
是一家焖饭，全村飘香。焖熟的小站
稻盛在大腕里，用铲子拍平，等到米
饭温凉了，插上筷子，竟然可以把碗
连米一起提起，可见米质之好。如果
再好奇一些，可以把两粒粘连的稻米
慢慢拉开，那长长的丝可以拉伸到一
尺以上。

葛沽稻与小站稻
程咏□

8月1日，是第94个“八一”建军
节，军人的大日子，也恰是老爸的生
日，是一位老兵的生日。生命里有过
一段当兵的岁月是人生难忘而闪光的
记忆，自己的生日和军人的节日同日，
这应该是一种何等放大的、特殊的荣
光和幸福！有了这个特殊，也让我顿
时感觉今年的8月1日成为一个更加
值得记录的日子，我愿意记录并留住
它，在自己心中静静地思念。
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那最

初是怎样的一种驱动、吸引和决心？保
家卫国，到革命熔炉里去锻造，老爸认为
自己有责任。爸爸参军那会儿已是拖家
带口有了大哥，但是也没有挡住他参军
报国的志向和热情，现在想，这应该是在
人生选择和定向上的一次自我突破，他
选择了一条超越现实局限，实现自我拓
展的路。而大时代背景下个人主动生发
的这种自我成长的内在渴求，即使在今
天都是异常珍贵的品质。

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那
该是爸爸怎样一种值得珍惜的人生过
程。意气风发，思想淬炼，懂得了学习
的快乐和价值，懂得了实践历练的重
要。学习锻炼是一扇窗，能看到更大
的世界，懂得不断积累让自己有能力
去创造。不拒微小，不让细流，不拈轻
怕重，爱己所为，勇争一流。我见过妈
妈给老爸保存的“五好战士”和“神枪
手”的小红本，老爸在部队里用过的搪
瓷缸，写着“毛主席的书我们最爱读”，
理发工具盒上写着“为人民服务”，都
透着一份浓浓的亲切感。

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这
不是一种资本，而是一份光荣。光荣
能把微不足道的个人和祖国更紧密地
联系在一起，哪怕是国家坚强柱石中
的一粒小石子，也同样懂得为党为国
为民的使命和担当。“没有中国共产
党，哪有咱们现在的幸福生活！”在爸
爸毋庸置疑的神情中，我体会到这种

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是自然的流淌，不
刻意，不粉饰。他只想把自己真切的
体验告诉自己的儿女。就连给儿子们
起名“连军”“连民”“连悦”，都能在“军
民一家亲”中看出部队情结的深厚。
后来我们哥几个自己就又做出了延
伸，取了共同的群名“兄弟连”。军人
情结在传承着。

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一
生都有军人的素质和气势。如果不是
当年因为在部队上做了胃次全切除手
术才转业回家，爸爸当兵的岁月里还
会有怎样的更丰富的经历？虽然经年
之后仍有壮志未酬的遗憾，但一日从
军，终生念兹在兹，精神本色依旧。走
到哪都是永不生锈，干到哪都是依旧
尽职尽责。从教，能教人乐学做人。
学医从医，能仁厚待人。一向劝人向
善，不厌其烦，即使有时我们劝说特殊
情况不必说太多，他也仍然会坚持。
多年义务为邻里理发、逢年过节写春
联，乐观地对待生活。喜欢谈天说地，
听新闻、剪报记录，对国家的每一次发
展变化都会乐享其中，和大家分享，像
个义务宣传员，打心底里有份自豪和
欢喜。

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爸
爸心里就始终有了一个响当当的信
条：爱党要忠心，爱国见行动，报国靠
实力，人要积极上进长本事，脚踏实
地，敢担当，要做一个有用的人。

今天是建军节，也是作为退伍军
人的老爸的生日，我们由此感到这个
节日和我们有了更多的关联，引发颇
多感想。

生命里有过一段当兵的岁月，我
们看到了，从爸爸身上看到了，这经历
带来的影响会深入骨髓，泽及后人，成
为父辈传承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

致敬，老兵！带着这份情感，在这
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思念亲人。值
此八一建军节，我们向军人致敬！

老兵的岁月痕迹
杨连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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