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四节气

白露是二十四节气之一，是秋天
的第三个节气，当太阳到达黄经
165°时为白露节气。历书说“斗指癸
为白露，阴气渐重，凌而为露，故名白
露”。这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
和仲秋时节的开始。

寒生露凝，暑气逐渐消散，阴寒之
气上升，天气渐渐转凉。最明显的感
觉就是昼夜温差较大，白天有阳光尚
还热，夜间会感到一丝丝的凉意。故有
“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一说。

中国古人根据对大自然的观察，
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二候
玄鸟归，三候群鸟养羞。”意思是说这
个节气，鸿雁与燕子等候鸟南飞避
寒，百鸟开始贮存干果粮食以备过
冬。这会儿农民也忙着收获庄稼，正
所谓“抢秋抢秋，不抢就丢”。白露期
间的各地民俗，主要有祭祀大禹、酿
五谷酒、喝白露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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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白露是九
月的头一个节气。白露时节，天气渐
渐转凉，寒生露凝，因色白而称“白
露”。民间有“白露秋风夜，一夜凉一
夜”的谚语。早晚的凉风一吹，日子便
一层一层凉快了起来。

我国古代将白露分为三候：一候
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羞。
鸿雁和燕子等候鸟要飞到南方避寒，
剩下来的留鸟，像会过日子的妇人，提
前储藏好食物以备过冬，在井然有序
中演绎着四时更替。
站在唐诗宋词间，李白有“玉阶生

白露，夜久侵罗袜”。在乡下，清晨，山
岚沟谷，往往会升腾起一缕缕轻烟般
的雾气，雾气经过一夜的集结，在草木
间凝成一颗颗白亮亮的水珠，晶莹剔
透，楚楚动人，像世间最动情的目光。
在林间行走，无边落叶萧萧下，不知不
觉间，头发湿了，裤脚湿了，鸟儿的叫
声也湿了。太阳升起来，白白的，发出
淡淡的光，像刚从水里打捞上来一样。

菊花傲然盛放，枫叶层林尽染。
枣儿红了，柿子挂满枝头，苹果山楂都
露出红扑扑的脸蛋……果树上的累累
果实由内到外散发出醉人的果香，吸
引着孩子们垂涎的目光。田野里，那
些稻谷，在阳光的抚摸下，黄澄澄的，
有了金属的色泽；红红的高粱和金灿
灿的玉米，枯黄的叶片，摇曳着曼妙的
身姿；还有老熟的冬瓜，表皮上结着一
层薄白的茸毛，好像附着一层霜，用手
摸上去，刺拉拉的……

阳光很亮，明晃晃照得人心生暖
意。即使没有阳光的日子，秋风也解风
情，站在高处，衣袖被风鼓起，清风透
体，清爽宜人。这样的秋天是让人喜欢
的，正如林语堂所说：“大概我所爱的不
是晚秋，是初秋，那时暄气初消，月正
圆，蟹正肥，桂花皎洁，也未陷入凛烈萧
瑟气态，这是最值得赏乐的。”

“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选
择在一个有月光的夜晚回家，走过灯
光喧嚣的城市，走进了故乡凉凉的月
色里，故乡的月光在清新而又湿润的
空气中流淌，照耀着朦胧的远山、弯弯
的石桥、波光粼粼的流水，皎洁如初。
月光下的乡村，很静，没有一丝杂音，
连蝉儿也不叫了，不是不想表达了，而
是明白了，时间走得真快啊，逝者如斯
夫，转眼便是一生。
院墙上爬满了眉豆和丝瓜，屋梁上

挂满了玉米和辣椒。秋天里的父亲显
得更老了，满头荻花如雪，但他依然早
出晚归，用肥沃的时光，哺育着他的庄
稼。母亲经营着一日三餐，有时会停下
手中的活儿，痴痴想她远在外面的儿
女，想起了高兴事，脸上会有布满皱纹
的笑，不惊艳，却散发着内在的光芒。

白露为霜，秋日静好。这个时
节，勤劳的农人已经开始种菜了，白
菜、萝卜、青菜，细小的菜籽儿撒进土
里，一宿过后便会露出细小的芽儿。
我站在白露里，在平和静谧中，和所
有的庄稼一起，聆听它们谈论着这些
美好的事物

人们见了我，最常发的一问就是你
怎么走上了红学的道路？

既然大家对此话题颇欲一闻其来由
缘故，我也不厌其烦地向他们陈说一遍，
详略虽殊，事情粗具——大家的好奇心
让我也深感这原来不是一件“小事”。

我治红学，既有很大的偶然性，又
有深刻的必然性。两者相交，适成一种
历史文化万象中之一象。

先说“偶然性”。偶然性与必然性
的真正关系之微妙难以尽究，最是耐人
寻味了。比如说，我的红学开端是由于
发现了胡适先生久寻无获的《懋斋诗
钞》，这是很大的偶然性现象；但我不到
燕京大学，怎能在那无比丰富的图书馆
去发现它？这就又要问：我单单到燕大
去读书，这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

这下子，就又牵扯到日军破坏我的南开
中学母校与他们复又破坏我的燕大母
校的侵华、抗日的无穷历史因由事故交
织而成的特殊事相而“降临”到我身上
的这段“传奇故事”了。

一切事情，细想起来，都包含着“万
层”因缘，“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
不相逢”，确实如此。你与某人某事无
缘，就是近已“交臂”，也会毫不相干，连
“失之”也谈不上，因为根本不发生“交
臂失之”的那一要求与理念。而“缘”，
又该如何作出“科学解说”？我至今还
是极盼有人能开我茅塞。

因此我以为，假使我不入燕大，不
曾发现《懋斋诗钞》，迟早我也“必然”以
另外的方式去投入红学的研究。

这个“必然”何在？在于：一、我向
学慕学，天生有“研究癖”；二、我自幼受
母教，长大些受兄长启迪，爱文学，喜小
说，初中高中时期已与《红楼》结下不浅
的因缘——在高中时与同窗黄裳天天

大谈《红楼》，我说我课余下功夫学英文
是要将《红楼》译为外文，向世界介绍
（如林语堂之译《浮生六记》）；并且还
说：我要创造一个新英文字：Redolo-
gy——红学。

你看：我的“红学之路”是早就“走
定”了，到燕大的后话，不过是一种“继
续”或“发展”罢了。

如今且说《懋斋诗钞》。
如果把发现此书一事孤立起来看

待，那就很偶然——也太简单了。
苦度八年抗战、沦陷之后，1947年

之秋于百般艰难曲折中重返燕园以续
未完之学业。其时家四兄祜昌世途蹇
顿，失业家居，寂寞无聊中，以一部“亚
东”版《红楼梦》（借到的旧书）遣闷。他
读卷首的胡适的考证文章，引发了对雪
芹其人的仰慕之情，见胡先生寻得敦诚
的《四松堂集》，而敦敏的《懋斋诗钞》竟
不可得，深以为憾，就写信来嘱我留意
此书的踪影。

我接信后，几乎是立刻，即直入图
书馆，去查卡片柜。

使我惊喜，此书竟在！
燕大图书馆好极了，只填一个小借

书单，馆员用“吊篮”传送到楼上书库，不
一会儿，“篮子”下来，书在其中！把借书
证备妥，附在书的存卡上，签了名（或“学
号”），就能抱回宿舍任情翻阅。我在馆
中借书何止千部，未见老馆员有一丝嫌
烦的表情。我至今感念他们。
此刻要说的有三点——
第一，记得原书卡上是空白，这多年

来没有一人曾借过此书，一奇也。第二，
粗读一过，就看见有六首诗是明文咏及
曹雪芹的（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有三首
涉芹诗）。第三，这是清缮本，字迹工整，
而由于此本的发现方又引出了原稿本的
出世（今归国家图书馆收藏）。

如果你问：发现这么一本薄薄的小
诗集，到底有何意义？

答复是：这标志了红学自1921年正
式开端以后（约二十五年之久）的重新起
步，也记录了“曹学”的一大进展。意义
十分重大。

这句话是五十年后回顾学术史而
得出的客观结论，不带任何主观夸张的
色彩。 (待续）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红学之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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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怀念上小学的那段最美好时光，
也时常想起我的老师郑万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那时东泥沽小
学分两部分，低年级在村里学校上课，
高年级在村外学校上课。上三年级的
时候我便来村外学校读书。我家在村
东头住，不远就是一条小河，说是小河
实际是一条主干渠，河水是扬水站从海
河抽上来的，浇灌周边的万亩稻田，河
水满满，水深流急。顺着河堤走上五六
里，下了河堤不足百米就到学校了。

开学第一天，母亲送我，我觉得很
有面子，心里暗自高兴。新老师叫郑万
鹏，二十多岁的帅小伙。是我的远房本
家，我应称他四哥。他是我们班主任，
教语文。母亲对老师说：“这孩子淘，你
要严加管教。”这时我才明白原来母亲
送我的目的是有话交待郑老师，我有些
失望，

郑老师举止文雅。几个同学私下
议论，我们班是全校出了名的乱班，这
个文质彬彬的新老师管得了吗？一次
上自习课，我们几个捣乱生又耍又闹，
弄得班里乱哄哄，根本没法学习。忽
然有同学喊：“老师来了！”我们便迅速
回到座位，装作读书写字。其实老师
已在教室外观察多时，对我们的表现
一清二楚。他没批评我们，而是带我
们上了河堤。堤下是绿油油的稻田，
社员们正在田间挠秧提稗子。天气炎

热，他们的上衣都被汗水浸透了。郑老
师说：“你们都看到了吧，这就是你们父
母，每天汗珠子砸脚面，辛苦劳动为得
是养活你们，还要省吃俭用供你们上
学，多么不容易呀！你们拍拍良心问问
自己，不好好学习对得起他们吗？”老师
说到最后的时候眼里饱含泪花。此情
此景深深地打动了我。放学后，我挥动
拳头对同学说：“老师说得对，我们应该
好好学习，以后谁再上课捣乱别怪我的
拳头不认人！”

那时乡下人一般一天吃两顿饭，早
饭和晚饭，下地劳动，中午回不了家，
只在地头或树阴下吃点饽饽垫巴垫
巴。我们也随大人样，中午在学校度
过。实在无聊，一次，我和几个同学
去小河里游泳，怕被老师同学发现，
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不想还是让老
师知道了，刚一回校就被老师叫到办
公室。他问我们为什么不遵守学校
纪律私自到河里游泳？起初，有人矢
口否认，老师在我们胳膊上轻轻一
刮，立刻出现白道，在事实面前，同学
们都低头不语。我小声辩解道：“老
师，我们是在海河边长大的，会凫水，
不会出事。”老师严厉地说：“别说这
话！告诉你，淹死的大多都是会游泳
的。学校禁止你们在校期间游泳是
对你们家长负责，对你本人负责。回
去写检查！”直到我们写了检查，交上

保证才算过关。事后，也许他认为这事
关系重大，通报了家长，好几个同学挨
了家长一顿臭揍。

在遵守纪律方面他严格要求，在教
学方面也一丝不苟，谁写错字他不是罚
写几十遍了事，而是当面听写，当场纠
正，到会写为止，在遣词造句方面，语言
搭配不当的，犯有逻辑错误的，他都耐
心讲解，直至你改到语句通顺。记得一
次背诵课文，课文的题目是《火烧云》。
是描写黄昏之际，云彩千变万化的，文
字十分优美，老师让我们把课文背下
来。当时我对语文不感兴趣，拿起课本
就犯困，自然背不下来，放学后老师把
我留下，边阅读边背诵，直到一字不错
地背下来。天晚了，他送我回家。

五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图书室对外
开放，同学们可以借阅课外读物。我也
来凑热闹，只拿两本小人书翻阅。郑老
师不满意，他为我挑选两本书，一本是
《杨朔散文选》，一本是《谁是最可爱的
人》，让我回家逐字逐句地阅读，还要写
一篇读后感交给他。

要写读后感，我自然读得认真，读
杨朔的散文让我陶醉在优美的文字与
意境之中，读《谁是最可爱的人》我被作
家的充满激情的语言和志愿军战士英
勇奋战的故事所感动。之后，他给我拿
两本长篇小说，一本是浩然的《艳阳
天》，一本是前苏联作家奥斯托洛夫斯

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读得如
醉如痴，爱不释手，我领教了，文学作品
竟有如此魔力！郑老师对我说：“多读
书，读好书，时间久了，你会受益匪
浅。”从那时起我便喜欢上了读书，犹
其爱读文学类的书。除了中国的名篇，
也读了几部世界名著。我还用笔记本
把书中优美的句子和警句摘录下来，整
整摘录了三大本。“读书破万卷，下笔如
有神”。书读多了，我的作文水平有了
显著的提高。郑老师常把我写的作文
当作范文，读给全班同学听。

后来小学毕业，我离开母校，离开
郑老师。再后来我参加工作去了外地，
一别就是几十年。前几年，我举家迁到
咸水沽，有空儿回老家了。然而，时过
境迁，当年我读书的地方已变成粮库，
学校前边的小河己荡然无存，变成农
田，村里也建了一所漂亮的小学校。问
起郑老师，老同学告诉我：“郑老师搬走
了。”我怅然若失。

奇巧不只是小说中才有的。一个
偶然的机会，我竟然和他在大街上相遇
了！他一眼认出我，一副十分开心的样
子。我心中却五味杂陈，喉咙哽咽。他
老了，头发花白，脸上有了皱纹，但身子
骨硬朗，蛮有精气神。只可惜因为忙，
我们没能多聊上几句便匆匆而别。

算起来郑老师已经八十多岁了，我
祝愿他康泰长寿。

前几天，我翻找东西时，无意中在
抽屉的底层，看到了40多年前上中学
时，我的班主任徐老师给我刻的一枚手
章。老师的手很巧，他会刻各种字体的
手章，在我的要求下，老师给我刻了这
枚“篆”字体的手章，我当时特别高兴，
如获珍宝。那些年用到手章时，我总是
在众人面前炫耀，别提多自豪了。时间
过的好块，这枚手章在我的手里已经47
年了。睹物思人，望着手章，我想起我
的老师，给我的温暖，对我的关心和呵
护，那一件件往事好像就在眼前，老师，
我亲爱的老师，你在哪里？我深深地想
念你！

记得那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放学
时，天空下起了毛毛细雨，阵阵凉风吹
得人直打哆嗦。因为那天穿的很少，
我缩着头，双手抱在胸前。从学校回
到家要走 8里地的土路，我怎么受得
住。正在发愁时。老师走到了我的面
前，看到我犯愁的样子，没说一句话，
快速的脱掉自己身上穿的蓝上衣，递
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快穿上回家吧，
别受凉”。我望着老师递过来的衣服，
感动得说不出一句话，尽管老师的衣
服又肥又大，可我觉得从心里到全身
都是暖暖的。

第二天，我把老师借我的衣服夹在
自行车后座上去上学。等我来到学校，
发现上衣不见了。我急切地朝着学校大
门外跑去，光溜溜的马路上，人来车往哪
里还有那件衣服的影子，急得我脑门上
冒出了汗，把老师的衣服弄丢了，这可怎

么向老师交代啊。我急得眼里含着泪，
低着头来到老师的办公桌旁，带着哭腔
说：“老师，我在来学校的路上把你的衣
服弄丢了。”老师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怔
怔地注视我几秒，此时，上课铃响了，老
师拍了拍我的肩膀，微微一笑说：“上课
去吧，老师还有其他衣服穿……”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想狠狠抽自己
两个耳光。我当时怎么这么笨啊，就连
一句道歉的话都没对老师说呀……

老师，我敬爱的老师，请你原谅我，
我当时还小，不懂得你对我的疼爱。这
遗憾四十七年来，一直在我的心头挥之
不去。

毕业后，当我在天津拖拉机厂，天
津香皂厂打工，在陌生的城市里无依无
靠。有一天，传达室门卫告诉我有一封
小站的来信，打开信，我看到了老师的
笔体，就像亲人一样站立在我的面前，
告诉我国家恢复了高考，希望我抓紧复
习参加高考，并给我寄来参加高考的复
习材料，让我有幸成为了1977年恢复高
考后参加考试的第一批考生。

老师啊老师，只要念着这个名字，
我心中就觉得无比亲近，在离开你多年
后，午夜梦入课堂，我愿接着聆听你那
谆谆教诲。

亲爱的老师，你交给我们打开大千
世界的钥匙，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美与
丑，善与恶；是你把爱党爱国的家国情怀
传递给我，教育我们要勤劳节俭，孝敬父
母，与人为善；是你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的种子种在我的心间。

我不会忘记在去解放军八一农场
学军的路上，你带我们走过的曲折蜿蜒
的芦苇荡。

我不会忘记在板桥农场学农的玉
米田间，在烈日炎炎下，你和我们汗流
浃背的场面。

我不会忘记在去天津南丰路大礼
堂听梁斌老师讲课拥挤的公交车上，你
给我的陪伴。

我不会忘记你和我骑自行车去南郊
文化馆听孙梨老师讲课的那个阴雨天。

老师，你讲课的样子好美，像春风
荡漾在我的心底，我是多么的爱听你带
着天津调的普通话，我听着亲切，心理
踏实。

老师我多么爱看你朗诵唐诗宋词的
样子，眼镜片后面你眯着双眼，你朗诵的
那么动听，我深深的被感染……

假如时间能够倒流，老师，我多么愿
意回到你的身边，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在
槐花香飘进来的教室里，你看着我，我望
着你，就是在梦中我也会笑醒。

蓝上衣
刘振江□

又是一年秋风起，又到一年教师
节。他们在三尺讲台上，用粉笔挥洒激
情，辛勤劳作；用生命熔铸崇高，无悔无
怨，他们面染晨曦，身披暮色，在教室里、
书桌边，寒来暑去，洒下心血；他们浇花
朵、育桃李，春华秋实，奉献赤诚一片。

我们不会忘记辛勤的园丁“三寸白

铧犁”耕耘的甘苦；不会忘记他们在学习
和生活上给予“润物细无声”的大爱情
怀。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想起曾经令人
感动的点点滴滴……就让回忆与怀念，
向老师们献上我们最崇高的敬意，送上
我们最真诚的祝福，并向他们道一声：敬
爱的老师，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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