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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如以 tong为例，则“通”为阴平，
“同”为阳平，“统”为上声，“痛”为去声。
中华诗的一大特点是“义组”与“声组”的
可合可分的奇妙关系。

诗句基本构成是二字为一基本“单
元”，姑名之曰“组”。以文义语意为一单
元或组者，我名之曰“义组”，如“朝阳”、
“夕照”是也。以音为“组”者，是凡每二
字为一组，不管文义语意，可断可连。举
例以明之：
削发为尼实可怜，孤灯一盏伴佛眠。
光阴似箭催人老，辜负青春美少年。
此《思凡》剧中之句。如按“义组”而

分，那是——
削发—为尼—实—可怜……
辜负青春—美—少年。
但诵诗吟句时则实际是以音组为

准的——

削发—为尼—实可—怜……
辜负—青春—美少—年。
你如以为稀奇、难信，去听听戏台上

的小旦角怎么念法，就服气了。
同理，司马光的名句，念起来是按音

组而抑扬顿挫的——
四月—清和—雨乍—晴，
南山—当户—转分—明。
更无—柳絮—因风—起，
唯有—葵花—向日—倾。
此即“顿挫”之声美。
那么，什么又是“抑扬”呢？
抑扬也是平仄的内容，两者有合有

分。仄，相对于平而言，即“不平”之义。
如“因”阴平，声调之抑而低行也。“银”阳
平，视阴平为微扬矣。“引”为上声，扬之
“走高”。“印”为去声，则抑而“坠”矣。入
声短促，可以“挫”义领会之。

所以要讲平仄“声组”，是说明作诗
的基本规律：声组以第二字的平仄为准，
平组与仄组总是交替排序，构成阴阳之
道，抑扬之美——万变不离此“宗”。

在科考时代，读书者人人都得会作
诗，即首先须通平、仄。南人四声甚清，
不生混乱；北人只因入声之有无而麻烦
较大；可是不知彼时私塾先生以何妙法
竟教得平仄分明，思之不得其解。最近
一个朋友来信正巧也提到这个问题。（我
家世代天津人，而先严作的诗，凡入声字
一个不错地作仄声用。我早年也因此窃
以为奇。）

我写这些，是要教人作诗吗？非也。
我想说的倒是作曲配词（古谓之填词，即
为曲谱定律而写词），或因词配曲的事。

民间通俗文艺演唱，无论大戏或鼓
书，声腔吐字都必讲“字正腔圆”，最忌
“倒字”。倒字就是唱出来的声调不对
了，无法听懂。比如“宝玉”唱得像“抱
鱼”；“探春”成了“谈蠢”……岂非笑柄！
京戏名角如余叔岩、言菊朋、马连良等尤
为考究严谨，四声不舛。
可是，高层知识分子的作曲、配词专

家们，却不然了。他们大约自幼从师习
乐，是以西方乐理启蒙肄业的，而西乐西

语并不存在“单字音以四声辨义”的重大
问题；加上“白话文”打倒了“文言”之
后，作“文”之人早已不谙声律为何事，
汉语严重“外语译文化”——于是很好
的曲谱与歌词，名为“配合”，实则完全
脱了节，形成怪声谬调。但此理现已鲜
有讲者了。
我初中时，音乐课教唱李后主词“春

花秋月何时了”那首名作，“春花”两阴
平，却谱成15，一扬一抑，差了三四个音
阶。下边“何时”二字和“小楼”的“楼”
字，三字阳平，“何时”走高唱11，而“楼”
却走低作5，又相差几音阶。再下边“春
风”两阴平，却又谱作325，“春”走低而
“风”忽扬。唱出来之难听难懂，令我童
心深感不愉快——当时只能有“感”，尚
不能说清道理病痛何在。

可见五四以来，专家已不懂汉字四
声，所歌之词，全是乱的，非复中华之乐
理了。（洋文无声别，高唱低唱，随意曲
折，皆不妨碍语义。而中国人要与人家
“一同”，岂不糟糕哉。）

诗曰：
四声不辨也名家，台上名伶字不差。
阳抑阴扬谁识得①，洋歌声调满

中华。
注：①如京剧唱腔中，阴平字必走

高，而阳平字必走低，名师历历不爽，此
铁定规律，亦自音乐之妙理也。但今人
无一道及此者，深可异也。 (待续）

汉字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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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德智

陈德智 (1920—1986) 前 营 村
人。幼年贫苦，做过商店学徒，后在
前营村租种土地。1954年在3个互
助组的基础上，组织起一个23户的
初级农业合作社，秋季喜获丰收，稻
谷平均亩产403.5公斤。被评为全
国丰产社，受到中央人民政府的嘉
奖。1955年，成立109户的迎新生

产合作社，全社
共 1457 亩 稻
田，单产 410公
斤，总产59.7万
公斤，获市、区
水 稻 丰 产 奖 。

他先后3次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

书中，被毛泽东主席赞誉为“一个作
风很好的合作社”，并亲撰按语：
“这个合作社的领导干部，具有社会
主义的工作作风，值得各地参考。”他
千方百计帮助社外户农民闯难关，种
好田，帮助其他农民自食其力。在
“四清”运动中，遭受迫害。中共十一
届三中全会后，彻底平反。

陈德智历任幸福之路大队党总
支书记、小站公社党委委员、纪检副
书记、迎新大队党支部书记，市、区人
大代表，区人大常委等职务。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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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鹊鸟 戛然而飞
桨声 欸乃响起
一个婀娜的女子
婷婷如莲 立于桥上

翘首以盼 是为
那千年一次的邂逅么
风解开密语
潮红的心思
缓缓 打开

别用 你目光的尺

把这世界
量成一致的深度
无需蜜语甜言与玫瑰
一颗不悔凡心
不惧和你隔河相望

牵一片月光
作为今夜的烛影
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与你约会
天亮之前
抵达你的梦乡

又到七夕
林歌□

贝壳，我多彩的故乡
所有绽放的鲜花
点缀着你的画意你的诗情
点缀着稻浪翻滚、杨柳依依的影像
昨夜记忆深处
在我的仰望中
你在万顷波涛中涅槃
涌上百舸争流的滩头
你带着大海的印记
绽放着青春灿烂的华芳
你从一首词中走出来
喜看稻菽千重浪
涟漪荡漾开稻乡的溢彩和梦想

你用坚持
咀嚼着碱滩荒草的苦涩
你用意志
跋涉出稻穗低垂的近景和远方
螺旋的纹彩
憧憬高度的写意
洁白的质地
虔诚信仰的皈依
挺起地域特色和脊梁
带着远航的心，造就
昔日米粮仓
今日网红打卡地

这里
天鹅忘记了乡愁
成双成对
再不受迁徙之苦
柳絮在烟波之上盘旋
乐享生活
种子对根的依恋
鲜活的鲤鱼和壮硕的莲子相戏
沉寂和蓬勃互动
烘托出满眼绿色在旷野流动
像雨，像雾，又像风
珍珠般的稻米
溢出贝壳
情感的潮水，一种伟大的刻骨铭心

豪迈着种稻人的激情
你用生命书写初心
一横是沽上三镇的繁华
一竖挥就会展的巍峨
一撇倾泻出万顷稻浪
一捺流沛出绿色枕水的使命
洋洋洒洒
坚挺的笔锋
似一团永不熄灭的火
在风中叙事
似奔腾不息的江河
流到今天，流到明天
横际茫茫天宇，如一道彩虹
猎起色泽的明快和峥嵘

多彩的贝壳，我的家乡
你用明媚的阳光蘸着海河水写出
力量、坚强、担当、自信、奋进的诗行
平声滔滔
化作铿锵坚实的脚步
仄声阵阵
回荡出豪情的激荡
上阕下阕，团结的对仗
红色的韵脚，踏得慷慨奔放
有播种，有收成
治理有效
现代工业与农耕和谐相处
从绿色出发
我们和你一起走在大路上

赤子之心，一万种生活
叫追梦
感受到了
幸福这个词
在阳光下俯拾皆是
贝壳情系着津南人的福祉和安康
读你年轻的姿势、年轻的面庞
获得一种启示，一种葱郁
握紧生命中最宝贵的坚定
拥抱多彩的贝壳
我那明媚静好的故乡

多彩的贝壳
徐玉昌□

初看题目，这本书好像是讲现代爱
情烹调法的，没翻开书，已经预想到了书
的内容，将发酵了的男女同时放入烹调
爱情的锅中，加大量浪漫、柔情、真诚等
调料，用爱火慢慢焙煎、小心熬制，切勿
用猛火，用猛火难以烧透入味，并容易出
现外熟内生现象。主料，当然是要选用
适龄未婚男女，如果是二婚，肯定味道减
半，如果还有第三者在里边掺和，那味道
虽然独特，但很难成正宗菜系。

等到打开书，发现书中另有一番精
彩天地，马上被书中的内容吸引。“心事
忽已晚”是我看《恋爱与烹调》的前三辑
时想到的；“人生几夜秋”是我看这本书
的最后一辑时，不经意从脑海里冒出来
的。当我们处于忙碌之中时，往往只能
得到一种麻木的充实，既没有新的感动，
也难以在琐碎时光里得到启发。写文章
和绘画是一样的，越是长篇大论越好把
握，而短章更需要下笔构思、巧妙行文，
有一点疏漏就难以传神。
《恋爱与烹调》中，88个内容涵盖面

广、知识量丰富的小随笔，大多取材于日
常生活中的片段、见闻或者作者本人的偶
尔经历，基本是写人叙事，并带有一定程
度的抒情和议论。书中所谈到的爱情是
彼此真正的喜欢对方，并愿意接纳对方的
优缺点，而且还会做到永远的不离不弃。
所谓爱情就是有那么一个人，可以轻易控
制你的情绪，前一刻让你哭，下一刻又让你
笑。人的一生中或多或少有许多心事，有
美丽的、有悲伤难过的，但在作家心里，这
些饮食男女的小矫情透着一股叶落归根、

水流归源的恬淡和安适。世事常理孰能
改？正如一年四季的春夏秋冬，一天晨昏
的日出日落，皆是景观的自然变更，何能
改？又何须改呢！

光看题目《女人是面挡箭牌》《不
“坏”那么多》《因为爱情》《两个人的车
站》《爱情怀旧》等等就知道作家狄青是
一个深谙爱情规律和原理的作家。第一
辑里开篇的《美女的杀伤力》中说，作者
当年爱看书的那些年，街面上的美女还
不多，穿衣打扮上也不大胆，如果裙子在
膝盖以上，那就已经是思想解放到一定
程度了。作家去上海时，在路边吃冷饮
的时候，看见穿吊带裙的、头发染着颜色
还烫着爆炸头的姑娘，心里就会如小鹿
乱撞，吃冰淇淋的勺子都差点掉进嗓子
眼里，后来这种事情经历多了，作者的眼
睛和心灵也得到了历练，等到了去重庆
开笔会的时候，竟然用了半天的时间专
门去大街上看美女。
《爱情的味道中》作者的笔调轻松随

意，富有诙谐意味。他说，说起来这相亲
吃饭也有讲究，火锅是第一禁忌，因气味
太大，影响饭后亲密交流。连袁枚老先
生也说：“宴客惯用火锅，对客喧腾，已属
可厌……今一例以火逼之，其味尚可问
哉？”作家此时还不忘认真的嘱咐读者，
富含纤维的蔬菜也得注意，避免餐后齿
面不雅。相比而言，倒是西餐适合，但除
非你熟识英法字母，否则难说就不会点
几首音乐充饥。最后还不忘总结一下：
爱情本来就是相互的给予和接纳，谁也
不是附庸。由恋爱进入婚姻，就是由神

仙恋人化身饮食男女，萝卜白菜也好，饕
餮大餐也罢，倘不用调料，味道其实差不
多。抽去了物质利益与烟熏火燎的爱
情，这世上一定有，但对我们饮食男女来
说，遇上是奇迹，遇不上是人生。

第四辑《历史的腥味》一反幽默调
侃的笔锋，用凌厉的刻刀勾勒锦绣神州
的思绪万千，抒发三千里河山绵延着亘
古的情怀，缅怀五千载岁月延续中华的
血脉，用血指弹奏琵琶铮铮，用沙哑的
喉咙高歌一曲英雄的豪迈。在《绝唱》
中，作家这样写道，那是263年，嵇康被
押往洛阳东市行刑，三千名年轻的太学
生集体要以拜嵇康为师的方法挽救嵇
康性命，仅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嵇康影响
之巨大，但没有成功。嵇康走上行刑台
望了望几千名泪流满面的太学生，抬头
看看阳光，弹起千古名曲《广陵散》，弹
毕曰：“《广陵散》于今绝矣！”然后从容
赴死。

嵇康不愿意低下高贵的头颅，不愿
意为真理而屈服和让步。宁可高傲得发
霉，也不卑微地向命运低头。淬炼自己
坚强的灵魂，走自己认为正确的路，做自
己觉得正确的事。时间的滚滚洪流奔涌
向前，在《广陵散》消失一千七百多年后
的今天，我们是否还有扪心自问的勇气，
怕只能是人生长恨水长东吧。
在《甲午百年》中，东乡看到炮筒乱搭

衣服，楼梯扶手有灰尘，断定清朝海军必
败。总理大臣李鸿章前往签订割地赔款
的马关条约，刺激了日本侵略者野心，半
殖民地进程大大加深，列强掀起了瓜分中

国的狂潮。作家说，论起中日甲午战争，
在我总有许多难以释怀的地方，作为同一
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人物，李鸿章和伊藤博
文相差的不仅是智慧和勇气。其实，不管
科学技术发展到何等地步，人永远都是主
导力量。甲午战争中，有许多中华民族的
英雄涌现，可草包和汉奸更不少，与凶残
刁钻的日本人比较，我们缺的不仅仅是先
进的装备。

今天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航母，飞
机也非常先进，但是仅仅有这些看得见
的科技还是远远不够的。正如甲午年我
们失败不仅是差一条船、一颗炮弹一
样。今天读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
命》其中有句话，大意是每个人的自由发
展是防止一个社会思想滑坡的有力支
撑。所以，我们在呼吁民主的时候，更需
要让每个孩子有片自由的天空去想象，
才能产生更多、更强的人才，才能改变民
族的精神世界。

作家狄青在这本书中，巧妙的把轻
松和深邃、随意和厚重拿来对比，善与
恶、美与丑的对立，给人极鲜明的形象和
强烈的冲击感。这种对比的表现手法，
碰撞出电光火石，碰撞出卑劣和高尚，碰
撞出谄媚和骨气。读者在这种视觉更迭
和思想的转换中，加强了被表现故事的
本质特征，加强了文章的艺术效果和感
染力。正是这种老道的表现力从不同方
面激发了读者的自身潜在阅读能力，作
家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不经意的凸显和
流露，这恰恰旨意作家狄青随笔艺术方
面的深厚功力。

读狄青的《恋爱与烹调》
郭娟

——品饮食男女的小心机与文人的厚重与骨气

先有灶离庙，后有葛沽镇。
葛沽先民出自灶户和船户，灶户垒

灶熬盐，煮海为业，衣食都仰仗于火，所
以他们修建了火神庙，也就是灶离庙。
离，就是《易经》上说的火，灶离也就是
灶火，以熬盐为生的灶户都祭祀火神，
灶离庙也是葛沽最早的庙。

葛沽的娘娘庙又是怎么来的呢？
有这样一个不同于历史记载的美好传
说：葛沽地区的船户受到灶户的影响，
也供奉自己崇拜的偶像——护海娘娘，
于是他们就修了娘娘庙。娘娘庙里有
十三尊娘娘，其中的天妃娘娘就是广为
人知的渔家女——林默。娘娘庙是海
下地区千年历史以来唯一一座为本地
人而建，尊本地人为神建庙以祀的庙
宇。人们把善良美丽的葛沽本地的渔
家姑娘林默奉为神明，敬奉她、祈求她，
希望在海上能得到护佑。还不惜大张
旗鼓奏请朝廷，为她建庙，彩塑木身。
为她制造车辇，为她请来众位天神陪
驾，让她仪容慈爱地巡视人间，庇护葛
沽地区的船户渔民。后来福建、江浙一
带北来的船民，为了感谢天妃娘娘林默
显灵救助船民生命，便把天妃娘娘林默
请回了南方的故乡，慢慢演化成福建、
江浙沿海一带的妈祖。这种说法使得
妈祖的原型成了葛沽渔家女，而不是湄
洲岛的渔家女。也就让葛沽娘娘庙成
为了全世界所有妈祖庙宇的祖庭。

因为有了这样的传说，也使得葛沽
的娘娘更是充满了传奇色彩。

娘娘庙建于明万历年间，也就是天
后娘娘宫，是海下一带久负盛名的庙
宇。娘娘庙建筑庄严雄伟，规模宏大，
楼阁云集，金碧辉煌。院内分前后殿，
前殿烛影辉煌、香烟缭绕。后殿因为是

娘娘的寝宫，不宜打扰，所以大门常年
关闭。只有祭祀大典的时候，也就是春
节辇会期间才由庙祝焚香开启。

明朝地方志称海下地区“国朝四庙
为四鼎”，东鼎是葛沽娘娘庙，西鼎是天
津天后宫，而四庙之中唯有葛沽娘娘庙
是“全供刹”。别地只供一尊，而葛沽所
供各尊齐全，一共供奉十三位娘娘。娘
娘庙几百年来，香火旺盛，并且一直有
住持和尚修行参禅，直到解放后破四
旧，庙宇毁坏，遣返原籍，才各奔东西。

从万历皇帝恩准修建娘娘庙以来，
明清两朝皇帝，把葛沽娘娘庙看做国之
重庙，并把天妃娘娘看为海防之神。康
熙、乾隆两位皇帝更是每次巡察海防，
游历津沽，必到娘娘庙烧香祭祀。并且
先后为娘娘庙题写匾额，作诗记述娘娘
庙盛况。皇帝的加持，使得娘娘庙成为
京东海防门户地区的第一大庙宇。建
筑规模一度扩展到海河堤防，就连远在
海口的归航海船都可以瞻仰其煜煜辉
煌雄姿。

虽然葛沽娘娘庙建庙历史不到四
百五十年，但是早在北宋时期，葛沽就
已经供奉护海娘娘林默了。后来，元朝
入主中原，不许民间信奉汉神。燕王朱
棣扫北以后，在未有娘娘庙的时候，多
是船民和渔民在自家供奉。后来还是
因为一件海难，护海娘娘林默才再一次
重出江湖，成为万众瞩目的偶像。而且
这一次，葛沽的老百姓把护海娘娘事迹
更加发扬光大，集资修建了一座当时海
下地区最为豪华、最为壮观的一座巨
庙。并且惊动了皇帝老儿，为护海娘娘
亲自题赠匾额。

相传，明朝中叶，葛沽玉厚堂创始
人张氏的海运槽船，从葛沽往福建运货

途径浙江沿海的时候，忽遇狂风恶浪，
漂泊数日，方得脱险。此时才发现船舷
曾经触礁，但有两条大鱼堵住了漏洞，
才使得船没有沉没。张氏后来回忆，就
在船遇难生死存亡之际，时隐时现看见
天空中出现过一位渔家女打扮的年轻
女子，难到真是护海娘娘显灵搭救的
吗？于是在就近处弃船登岸，给护海娘
娘烧香磕头，并且许愿回家后另塑金
身，再造神像，在家永远供奉。回来后，
张氏果然依照诺言，雕塑了一尊木刻的
护海娘娘，供奉在西腰房内。许多船民
也纷纷前来敬香，一时成为盛事。

据清朝地方志记载：明朝中叶时
候，葛沽街市繁荣，商业、盐业、漕运都
处于鼎盛发展时期，真可谓物华天宝，
人杰地灵。当时出现了许多财资雄厚、
家产巨丰的富商大户。后来在下司衙
门的主持下，由葛沽最有名的八家大户
领衔出资，修建了葛沽娘娘庙。

如今的娘娘庙还保存了一座殿堂，
重新彩塑了各位娘娘。这座红砖大殿
的后面有古槐一棵，倚仰偃伏，遒劲苍
凉，却依旧郁郁葱葱。传说古槐历经数
百年岁月风烟，原本是娘娘庙建庙时的
遗迹。

娘娘庙的来历
程咏

一
鱼
用气泡
将水吻醒
树用芽
将春吻醒
鸟
用歌声与翅膀
把天空喊醒

我只想
化作一座鹊桥

二
太阳，是一粒红豆
你，也是

我的字，很饥饿
含着你的善良
不放
我的词，很冷

捂着你的温柔
不放
我的诗句，很渴
盛满你的笑声
不放

夕阳一点，如红豆
已把相思
写满天

三
夜是一幅画
你，也是

夜
躺下来
你睡在夜里
夜搂着七夕

七夕，夜，你
全都睡在，我心里

七夕
曹福章□

□

□

志
到
凌
云

彩墨津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