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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歌

发现之后，我草写了一篇不太长的
介绍考论的文稿，就放在宿舍书桌左肘
处一堆书物的中间，心中并无多想，除
去完成家兄所嘱的任务之外，即无他念
——当时不要说什么“名利思想”、“轰
动效应”之类，就连发表的意愿也不曾
萌生。

隔了很久，燕大未遭日军封禁之前
即在校任教的顾随先生，一次来信忽然
提到：你课余是否也可练习撰作文稿，
如有，可代介绍发表。

我即将久存“肘旁”的两篇小文寄
与了顾师：一为考辨《皇甫君碑》并非欧
阳询的“少作”，相反，正是晚期的杰作
与奇迹。另一篇即此敦敏诗集中咏芹
诗的介绍，题目将主眼放到了生卒年考

订的方面。此二稿，顾先生交付与赵万
里先生（北京图书馆善本室主任，著名
学者），他正主编一家报纸的“图书”副
刊版。

赵先生一见拙稿，立即编发了后一
篇，而对考欧书的一篇置之弗顾。

文章刊出了，引起众多人的瞩目。
在随后的第二期上，即又登出了胡适先
生给我的一封短信。

胡先生的来信，是赵先生转给我
的，我接到时他早已将此信札全文编发
了。这当然引起了更大的影响。

我的红学开步，暂记到此，后文下
回分解。且附记二事：一是我问邓之诚
先生是否知有此诗集，他说：“我早知
道；胡适早就来问过我。因我不喜欢他
——已成‘半个洋人’了——我没告诉
他。”此诚秘闻也。

其二是燕大藏本后为哈佛大学调
去，遂藏在彼。今影印者乃原北图（今
国家图书馆）之藏本也。

诗曰：
残编一卷懋斋存，母教兄言忆旧恩。

难忘师情群辐辏，百川归海大文源。

平生一面旧城东
——纪念胡适之先生
上

谁能写写胡适之先生？海外人士
自然不乏其人，如唐德刚兄即是一位绝
好的“胡学专家”。台湾也会有之。在
大陆，却成了“问题”——日前中央电视
台的《东方时空�百年人物�胡适在
1917》专栏来找我，定要讲讲胡适。家
人说：他1918年方生，而1917年已是新
文学运动发轫之年了，胡先生是主要人
物——他如何有资格讲胡适之？中央
台女士不答应，说如今再找不到与胡适
之相识之人了。

我听了不禁一惊——原来已经这
样子了，连我都成了能说“开（元）、天
（宝）遗事”的“白头宫监”了。这虽有点
儿比拟不伦，可是再“伦”些的比拟又往

哪部书里去查呢？
我写了两三篇小文，谈说胡适之先

生，但今日经中央台一邀请，我却真的
提起了兴致。在几百瓦的强光巨灯前
后“烘烤”之下我讲的不会太“好”（何况
气温正在40度左右）。我再三重写一篇

“新”文，又何不可之有？
我对胡适之先生，其实谈不上什么

了解与认识，因平生只有一面之缘，鱼雁
传书有过六七通；他的著作我只读过两
篇考证《红楼梦》的浅显文章。我的“学
识”和“水平”，能讲胡先生的什么呢？

但默坐沉思，好像又有些可以一说
的话——这“可以”包括不妨一说和也
想一说的两种意念。

我是一名村镇里的小后生，不想有
幸结识了许多的名流硕学，而且都是比我
年长的忘年之交。今日回想起来，这么多
位之中，还得推胡适之先生为首位。这理
由很多了，并非震于盛名而故献谀颂之俗
意。我试举数端，以资品论——

第一，就是他的影响没人能比。在
海外此情最显：世界上汉学专家除外，
一般人对中国文化的“常识”是有两位
名人：一个是Confucious（孔夫子），一个
就是Dr.HuShih（胡适博士）。他的代表
性之大，于此不难想见矣。 (待续）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红学之起步

（52）连载

请 下 载 津 南 好

我一直在寻找一个途径，不要再当
姥姥，做外孙的朋友。暑假后开学的第
一天，分手的时候，外孙忍不住问，你老
上什么课呀，为什么上课？我说，姥姥
也要当个学生。

文史班座无虚席。生命的意义
——《钢铁是怎样练成的》节选。温老
师在黑板上写下这个题目，课堂上兴奋
起来。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保尔”，青
春时代的偶像，别有一番新意在心头。
温老师今年七十六岁。她说教了一辈
子书，还能在这里高声教学，就感到了
生命的意义。她脸上的皱纹都是笑的
涟漪，看着那么舒服可爱。

“谁可以把这一段给大家背诵一
下？”她的目光扫过来，就要点将了。刚
刚还七嘴八舌，瞬间都红着脸闭上嘴，
左顾右盼，几十年以前我会背得滚瓜烂
熟，谁心里都这样想，不免一声叹息，现
在老了。

讲义发到手上，是温老师工整的手
写体。多么熟悉亲切的句子，心底有一
种“光”复燃了。老师接着说，我们这些
过来的人，回顾走过的路程，想必都有
话可说，学习一些写作修辞技巧，然后
每人交一篇作文。课堂上发出一阵嘁
嘁喳喳的交谈。“别急，还有一个任务，
教育好第三代，当好爷爷奶奶，姥爷姥
姥，使我们晚年生活更有意义。”老师话
落，课堂上有两种情绪，一种认为现在
的孩子谁还听这些说教呢，更多的人认
为太必要了。这真是一个光荣而艰巨
的任务。

小学四点半放学，我骑车提前二
十分钟从家里出发应该没问题，可这
时手机响了，是朋友咨询看病的事，不
能敷衍，等解释清楚了一刻钟过去了，
坏了，晚了。我骑车不敢飞奔，只有心
急。远远看到校门聚集的私家车逐渐
散开，没有找到二年二班的队伍，不知
道他们出没出教室。一个老男人骂骂
咧咧，说是牌桌上不得不下来接孩子，
老师还不准点儿放学。一个老太太正
与孙子争夺书包：“别家孩子有汽车
接，奶奶没有车，让我给你背书包吧，
这大书包太沉啦。”小孙子不给，老奶
奶只好在孙子后面用两只手托着书包

底亦步亦趋，脚步没法协调，磕磕绊绊
随时都会绊倒的样子。

每个孩子至少有一个家长，甚或两
到三个家长，黑压压拥过去，别看一样
的校服，自家孩子都认得清楚，瞬间就
都领走了。

“你等外孙吧，早下课了。留下了，
又被老师留啦，昨天我坐那儿不错眼珠
盯着他写作业，大巴掌上了也不管用
呀。”满满的妈妈，我知道说的是她宝贝
儿子。

我从来没有晚到过，我保证过，外
孙需要，我会不差分秒。为失约心里
急，又一时不知道哪儿去找孩子，眼前
直冒金花。

“姥姥，姥姥！”，这声音太及时啦，

我得救一样精神起来。外孙背着大书
包手里抱着大摞作业本，满脸汗水，他
说：“姥姥，老师交我个任务，把这些作
业送办公室去，你没着急吧？我怕你找
不到我着急，就先出来找找你，半天没
找到，急死我啦。”

“没急、没急，姥姥倒让你着急啦!”
我把他的书包接过来，放到车篓

里。他去完成老师的任务去了。
这秋傻子还真傻，燥热燥热的。
外孙坐在车子后衣架上，脸红彤彤

的，汗水往眼睛里流，我心里疼得慌，骑
车到人流较少的地段腾出一只手，向后
摸到他胖乎乎的小手，这样，感觉我俩
都得到了安慰。

“今天上课好吗？有什么新鲜事
吗？你们留背课文的作业了吗？我们
今天留背课文的作业了。”人老了，就这

样唠叨，你让孩子回答那个问题呀。
“我们背诵十一课课文，……小松

鼠聪明活泼...... 告诉你，老师课堂讲
完，我课间就背下来了。”

“这样呀，他们玩的时候，你背书
啦!“，我握着他的手，轻轻用力，他感知
我的鼓励，把脸贴上我的后背。

我告诉他，我的作业要背诵课文，
你写完作业，帮我。他郑重地点点头。

周一我一直在念课文。周二一坐
上自行车，他就问我，你背得怎么样
啦？我试着开口：“人最宝贵的东西是
生命，这仅有一次的生命应当怎样度过
呢？……”这只是文章的最后一小节，
读着很顺的，背诵就结巴了。

周三晚饭后，他说你可以背诵了

吗？我说还得念几遍。他说这样不行，
你必须当着我的面念。我被强制了，心
里乐开花了。

“……当回顾往事的时候，不为虚
度年华而悔恨，不因碌碌无为而羞
耻”。他拿着我的讲义，皱眉，凝视，突
然眉头一扬，他找到了几个认识的字
句，得意呢。

“到他临死时，能够说：我整个生命
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
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就这样，我背到了星期五，他说听会了，
只要有错，他准能指出来，并且要最后
一次检查。

“人，应当赶快活着……“
“不对，是赶快生活。”
“你又不认识字，怎么知道不对。”
“生活这两个字我认识，您刚才是

这样念的，可骗不了我。”我吐一下舌
头，继续。

“保尔怀着这样的幽思——离开
了烈士公墓。”他笑眯眯的示意，看来
是对了。

“……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错了，您刚才背的是懊悔。”他伸

出食指，做出一个停止的动作。
“我年轻的时候记得是懊悔，这次

的翻译不是一个版本，都一个意思，没
关系。”

“姥姥，您要这样准的不行，背诵是
一个字都不能差的。”他皱起眉头，撇一
下嘴，摸一下鼻头，不依不饶的样子把
我逗笑了。

“姥姥，我觉得他写错了，怎么是
为解放人类呢？”我被问住了，我怎样
向一个二年级的孩子讲清楚“人类”是
什么，包括“坏蛋吗？”这就是我还要学
习的意义。

临睡前，我们习惯的十指交叉，握
在一起。“姥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接
着背……”

“最宝贵的是生命，不是金钱，不是
楼房……”

“哎呀，您背错了！咳！您是故意
的。”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外孙说，
你今天必需背熟，周一老师会检查的。
周六周日他要离开姥姥两天，担心我交
不了作业。我告诉他，我会像他一样认
真完成作业。

我继续解释，我背的是《钢铁是怎
样炼成的》苏联名著里其中的一小节，
书中英雄青年叫——保尔·柯察金。这
本书的作者叫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个苏
联伟大作家。他忽闪着大眼睛，似懂非
懂，眸子深处闪射着一种光芒，向上勃
发的，早晚会弄懂的倔强，我看到了担
当和正义。也许是我期盼的，孩子还不
懂这些。

利用外孙不在的这两天，我写完了
《外孙帮我背课文》这篇文章时，眼前浮
现出一个英俊的小小少年，胖乎乎的国
字脸，正中微翘的小鼻头，两道俊眉，一
双慧眼，那庄严而稚嫩的神态，是春天
的旋律。哦，我离春天这么近，生命的
意义就在这里。

周盛传(1833—1885)字薪如，晚
年号北海老农，安徽合肥周家圩子
人。清咸丰三年（1853）在家乡组织
团练，对抗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
率兵编入淮军，先后与太平军、捻军
作战，盛传充任“盛字营”亲兵哨官。
后李鸿章以抚标亲兵3营，改为“传字
营”，由周盛传独领一军，先后被授予
总兵、提督等官职，皇帝赐穿黄马褂。
周盛波因母亲年老回原籍侍奉。此后
由周盛传统帅全军。同治九年（1870）
秋，李鸿章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周盛传所部盛军9000余人调往京津屯
卫畿辅。同治十年（1871）移驻青县马

厂。两年后，
周盛传督工
修筑新城炮
台，并以所部
兵士兴建大
沽、北塘炮台

及其附属各项水利工程。
光绪元年（1875），盛传专任津

沽屯田事务。是年调任天津镇总
兵，率本部13个营及仁军两个营在
小站地区扎营 18 座，开拓小站垦
区。光绪六年（1880）夏，告竣。兴
修水利的同时，在小站筑城建房，设
新农镇。盛军招民领种稻田，河北、
山东等地农民汇聚小站，营务处给
予安置鼓励垦植，士兵和乡民的稻
田之间划界筑堤，分别称为“官田”
和“民田”。盛军重视植树造林，以
保持水土，遍栽桑、榆、杨、柳于河岸
沟堤及营盘四周。阡陌纵横，河渠
沟汊流水潺潺，岸旁杨柳依依，水中
鱼蟹成群，夏季一片碧绿，秋季遍地
金黄。一改昔日盐碱荒滩而为富饶
的北国江南，鱼米之乡。

光绪十年(1884)周盛传回原籍
为母治丧。翌年病故，清廷谥“武壮
公”，赐建专祠供奉。
篆刻投稿箱：jnqrmt03@tj.gov.cn

彭绍阳 刻

周盛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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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孙声律
□ 李纪莲

郝爷爷总喜欢用“沾光”这个词“俏
皮”郝奶奶来凸显自己在这个家里的重
要性。前一阵子，听说退休工资又要
涨，得意之情溢于言表，美滋滋地对老
伴说:“跟着我沾光吧，没有我一个月六
千多的退休费，你过得这么滋润？”

每当提到国家给返迁房，他更是喜
形于色:“要不是我买下俩土坯院子，怎
么能分三个偏单？”他感慨万千地说:

“我曾经的梦想，就是住上冬天有暖气，
夏天有空调，随时不出屋能洗澡的楼
房。过上一打火就能做饭，出门有汽车
的生活，如今样样都实现了，是不是沾
我的光？”如果有人在跟前，郝奶奶总是
嘻嘻哈哈地说:“你能，你能，都沾你的
光!”假如没别人，她就会不客气地打断
郝爷爷的夸夸其谈“得了吧，你是‘地球
按把儿——大梨’。工资高，有房有车，
是和你有一定的关系，可是要说沾光，
我说沾国家的光，没有一点毛病吧？”每
当这个时候，郝爷爷“吃冰棍儿拉冰棍
儿——没（化）话”了，只是怯声怯语地
说:“你就会拿国家压我……”

这一天，郝爷爷的孙子被选进了游
泳集训队，谈起这件事，郝爷爷也说是沾
了他的光。家里人也都知道他这个习
惯，不跟他计较。只是随声附和:“沾您
的光，沾您的光”。郝爷爷也可能感觉自
己说得有点过，他降低了一下口气，说:

“也许说沾光不准确，是遗传。当年，我
上中学时，学校组织游泳比赛，我得了第
一名，也有个市里的教练想让我跟他去
训练。要不是家里反对，我现在说不准
是个游泳健将呢，肯定比现在牛!”

郝奶奶接过话茬儿:“你牛，你是一
头好（郝）牛!”

俗话说“没有锅勺不碰锅沿儿
的。”从一九六四年初中毕业，他们俩
一起被分配到“知青点”，到后来两个
人选调，再后来终成眷属。虽然在一
起因为不同看法也曾争吵过，但是最
后都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相安无事，
因为他们知道:夫妻俩过日子就像一
双筷子，一是谁也离不开谁，二是什么
酸甜苦辣都能一起尝。生活经验证
明，如果两口子彼此都能为对方着想，
就没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随着岁月
流逝，他们的日子少了无味的吵闹，多
了快乐的玩笑；少了偏执的抬杠，多了
动人的心跳。俩人穿着情侣衫一起晨
练；在疫情严重时双双在社区做志愿
者；逛街去超市更是出双入对……有
人羡慕他俩，夸奖道：“看人家两口子，
真正的模范夫妻!”这时候，郝爷爷一
点也不客气地点着头说:“她是沾我好
脾气的光。”

“嘛都是沾你的光，你是‘丑媳妇带
了个巧嘴来’。”郝奶奶说。

郝奶奶第一次用这句话评述郝爷
爷，那还是在四十多年。那一天他们领
了结婚证，为了表示祝贺，俩人商量着
到劝业场逛逛。到了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们进了一家刚开业的快餐店。那时，
快餐才刚刚兴起，大部分人都没吃过，
点餐的时候，点什么呢，郝爷爷丈二金
刚摸不着头脑，怕人家笑话，又不好意
思问，后边的人还着急地催促，郝爷爷
随便点了一个套餐，他以为一个套餐可

以两个人吃，岂不知，一套就是一个人
的，人家盘子上的餐具就一双筷子。两
个人坐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好在
郝爷爷还算机灵，他拿过筷子，用筷子
夹着盘子里的东西喂郝奶奶，他夹一
块，郝奶奶吃一口……

出了快餐店，郝爷爷紧攥着郝奶奶
的手，刚才的难堪一点也没影响他悠然
自得地嘻嘻哈哈:“你跟着我沾光吧，在
中国直辖市最繁华的地方，大庭广众面
前，你吃一口我喂一口，舍我其谁?这面
子给得足不足?”郝奶奶也知道他不是
故意的要一份快餐，那个年代，谁能像
现在经常下馆子。没经历过的事，出现
点尴尬也情有可原，她抽出手，捶着郝
爷爷厚实的胸口说:“你真是‘丑媳妇带
了个巧嘴来’。”

还有一件事郝爷爷应该标榜自己
一下。当初从知青点选调出来，郝奶奶
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去工厂，一个是上

师范，她倾向去工厂。她父母希望她去
上学，毕业后当老师。她拿不定主意，
问郝爷爷。他说:“听我的，就去考师
范。一来，父母之命，顺者为孝；二来，
现在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国家会越来越
重视教育，以后老师的待遇肯定错不
了!”郝奶奶听了他的话，全力以赴，刻
苦复习，还真就考上了师范学校。郝奶
奶问郝爷爷:“你说我这儿沾你的光，那
儿沾你的光，怎么不说我当老师是沾你
的光呢？”

“沾光”的话题会时常出现在他们
的生活中，别看郝爷爷使用的频率比别
人高，也有不同于别人的见解，他十分
清楚，什么“沾光不沾光”的，不过是生
活中相互交流时的一种润滑剂，没有必
要也不应该“丁是丁卯是卯”分得一清
二楚。一家子、亲朋好友之间，一说一
笑而已，尤其是一家人，谁沾谁的光，有
时还真不好界定。

这一天，太阳睡过头了，七点多了
它才拉开乌云的窗帘露出头来。这
时，手机铃声响了，郝奶奶拿过手机，
接听完电话说:“老头子，咱买菜去!”

“唉呀呀，今天你自己去吧，别耽
误我看奥运。”

“怎么还看不够了，昨天不是看直
播了吗？”

“看看全红婵十四岁的小姑娘，让
国歌在奥运会奏响，为国争光，真让人
感动。这种表现，百看不厌。难怪老
外说中国跳水队员都有‘水花消失
术’，你看看，又是一个全十分，三个满
分了，真棒!”说着说着，他竟然情不自

禁鼓起掌来。郝奶奶说:“你就看电视
吧，我自己去。为了庆祝中国健儿拿金
牌，也为了国家给咱涨工资，我一会儿
多给你买点下酒菜，也让我们再沾沾你
的光。”

“唉，老太婆，嘴抹了蜜似的，是不
是有什么好事？沾光，谁沾谁的光？”

“你这个人怎么回事，这些年我们
不都是沾着你的光过来的吗？这是你
说的，怎么了，今天没有自信了？”

“得了吧，我知道，今天家里肯定来
人，对不对？”

“你怎么知道的？”
“我是干嘛的，你一接电话我就猜

出来了，你只有和他们说话时才小绵羊
般的。唉，好，是，是，知道了。”他学着
郝奶奶的腔调。

“还小绵羊了，开玩笑!告诉你啊，
今天是儿子和孙子过来吃饭。”

“儿媳妇不来?”

“现在疫情又有反复，在医院加班，
她来不了。”

“哦，好，孙子回来了，我还真有点
想他呢!你快去，多买点好吃的!”

郝爷爷看着老伴寻思着，今天晚上
的下酒菜肯定不同寻常……

倒不是郝爷爷料事如神，而是儿
子成家以后的十几年里他积累出的经
验:只要是孩子们来，郝奶奶会拿出十
二分的热情款待他们，时兴什么买什
么，爱吃什么，做什么……多多益善，
吃不了，打包带走!每当这个时候，郝
爷爷有些酸溜溜的感觉，不过今天，他
顾不上许多了，十分渴望儿子孙子快
点来。

当儿子和孙子提着两瓶五粮液，一
箱雪花啤酒还有不少水果出现在宽敞
明亮的客厅里的时候，郝奶奶精心准备
的四喜丸子，清蒸桂鱼，红烧牛肉，可乐
鸡翅……已经摆在餐桌上了。郝奶奶
十分兴奋，郝爷爷也十分高兴，和儿子
言谈甚欢。尤其是搂着孙子一口一个

“宝贝儿，好好努力，好好训练，将来也
要像全红婵一样，为国争光……”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随着“争光”
和“沾光”这两个词不断的在言谈话
语中出现，郝爷爷满面红光，眼光也
炯炯有神。仿佛借着下肚的二两“五
粮液”，一瓶“雪花”及不少美味佳肴
的相互作用，他的脑细胞异常运转，
蓦然产生了一个疑惑，他拉过老伴，
低声地在她耳边问:你老实告诉我，
今天你整的这一桌子菜，到底谁沾谁
的光？

沾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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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落日·芦花 小让 摄

一杆瘦茎 站在秋的深景里

站成风姿万千

如古典的仕女

提一盏灯笼

那么婀娜地走过西风

浪漫情怀

依着缱绻回想之意

轻颔首 微凝眸

坐待 一端的云影

在宁静的秋色中

你的左肩是美 右肩是爱

超越语言和诗歌

走马南山而陷入往事

谁说

毕竟是唐时风 宋时雨

你的身影

被远去的雁声颂扬

且替你倾诉

生命的孤寂以及渴望与激情菊韵
（外一首）

不期而遇

亦是久别重逢

我伸出的手 不慎

从你九月的枝头

碰落几许笑声

是你寄给我的相思么

碧绿碧绿的叶面上

泛着你晶亮的目光

殷红殷红的叶脉中

盛开你灿烂的笑容

把你轻轻贴在胸前

骤然听到了彼此

心潮的律动

那个季节早已过去了

情感还是这样湿润

在有月无月的夜晚

在醉里醒时的梦中

总是摇曳一片美丽的殷红

写在枫叶上的诗句

◆诗海拾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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