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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中国台湾地区出版的《胡适全
集》，附印有他所获世界各大学赠予的
荣誉学位，列成一个惊人的长串！我
想，古往今来，国际上学位最富的人也
许就算“观止”了吧？

再说，据云他的全部著述多达两千
万字。我也不知道人类历史上还有谁
的“字数”可以方驾而齐驱。

这是中国百年来的文化巨人伟人
中的首位，大概名次不会有异说——比
如梁启超、陈寅恪、钱锺书，只怕皆须逊
让一筹。

第二，从人品性情而察之，胡先生
是一位忠厚长者，君子仁人。

我这样说，有事实依据。
仁者待人，必以宽厚，不忮刻，不

猜忌，无自大之态势，有热情之心肠。
信任别人，尊重别人。朗爽平易，真诚
大度。

我于1947年之秋，发现了《懋斋诗
钞》因而得使雪芹的踪迹比先前丰富了
很多——此时离胡先生发表《红楼梦考
证》已有二十六年之久（1921—1947
年），然而他的学术热情依然不减当
年。因于报端见到拙文，立即写信给以
响应。

以此为始，通信频繁，讨论切磋。
他从赵万里先生处得知我只是燕京大
学的青年学生，和他的学术地位实有
“云泥”之隔，但他依然以平等的态度相
待，信札的语气一贯客气委婉，真率关
切。这儿没有做作的气味。

就是这样的交往关系，我竟冒昧地
想借他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四松
堂集》两部乾隆抄本和有正书局石印大
字本《戚蓼生序本石头记》。这三部书，

一经我写信请借，他毫不迟疑地包裹好
了，托名教授孙楷第先生带给了我（三
部书有先后，不是一次）。

我印象最深的是“甲戌本”的到来
和入目，事隔五十多年，其情景仍然历
历如在目前。

那是一天的下午，当时无课，也未
到图书馆（一般情形是必到那里，不在
宿舍屋里），忽闻叩门有声。迎接看时，
却是孙楷第先生，样子刚从城里回来，
手持一个报纸包，交给我，说：是胡先生
捎给你的。

我向他致礼道谢。他说：“没想到
你这么用功。”因不肯多坐，告辞而
去。——我这才急忙来看那个“纸包”。
三层旧报纸（看过的日报）裹着，正面极
浓的朱笔字写着我的学校、宿舍、姓名
——这三张旧报我保存了多年，家人不
知其意义，大约后来给“处理”了，十分
可惜。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

间》节目中还想要拍它留影。
打开看时，一个不太大的旧布函（俗

呼“书套”），函内四册敝旧的抄本书。
掀开第一页——我不禁惊住了。

原来我所见过的那所谓《红楼梦》，都让
人大大地“改造”过了！眼前的景象，绝
对不是想象力所能揣度得出的。

那黑字写得质朴厚重，似乎老练中
又带点儿“稚气”。黑字之外，上下左
右，还有数不清的“红字”——朱批满布
于眉上行间。纸已微黄，明显已经发脆
了，我小心翼翼地翻转叶子（叶，是中国
式的双折叶，不是今天的“页”、洋文的
page，而该叫leaf）。

急看第一回的正文，入眼的大黑字
明白写道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
而来？说来虽近荒唐，细谙（流行本皆
作“按”）深有趣味。……”而不是习见
的“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
故将真事隐去……”的那一段“不像小
说”的“闷话”。

细看时，原来那段话本非正文，而
是回前的卷头《凡例》中的最末一条。
流行的本子是没有了“凡例”，而把这一
条拉进了首回，混成了正文的开端。
总之，一切使我惊奇不止，对书发“愣”，
久久才从兴奋激动中“醒”过来。（待续）

红楼无限情
□ 周汝昌

纪念胡适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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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亭

秋日的阳光，点石成金，岸亭无一
例外地变成金黄色。一幅工笔画卷
徐徐展开，“沽湾”像铭刻在古镇大地
上的落款，岸亭随即按下一枚金黄的
印章。

亭檐下，生活的滋味，咸淡适宜。
一窝燕子，老燕呢喃，雏燕啁啾，簇拥着
飞向天空；麻雀也从树上飞下来，落地，
加入幸福生活的行列。

朋友发来一段视频：他站在岸亭
里，四下张望。背景是岸亭下的碧绿
秧苗，荷花盛开的池塘，碧绿的翠鸟，
还有忙碌补秧的农人；岸亭边蒲公英、
紫花地丁、野菊花成蔟，像一片祥云飘
过……

他分享的是草木之心充满自然的
原色音符。然而，在秋风里的我，岸亭
成为我心中的一件珍品。它像一束跳
动的火焰，与我在秋风里窃窃私语，我
们相互靠近，饱含深情的话语，引发了
群鸟唧唧喳喳的鸣唱。此时的岸亭，像
是一尊神秘的雕像，涵纳着眼前，吞吐
着远方。

流云收暑热，叶木纳秋凉。稻禾千
重浪，夕烟百代情。醉倚亭柱，频频回
首，寻找自己的影子。一株金黄色的稻
穗，借风入怀，点亮了岸亭，如同把雨水
还给云朵，让我洗去游尘，跌落在联想
的梦里。

喜鹊

喜鹊翩翩落在稻田旁高高的白杨
树上，一幅水清柳绿的生态画卷徐徐展
开，于我，就像它梳理羽毛那样，理顺我
惊喜迭起的思绪。

喜鹊的一片羽毛缓缓飘落，在天空
中滑翔出水滴溅起的声响，旷扬出海下
厚土的最初童生，像太阳的船只，月亮
的船只，满载着酸甜苦辣的日子，从远
古走来。

喜鹊高飞，永恒精神如大河的浪
花，盛开在蔚蓝的天空。似云朵忽闪
双翼，在苍穹飞行。那是怎样的恒定
坚韧，生机和伟力，把探索寻觅的影
子，牢牢匍匐在心灵所依的土地；寂静
玫瑰的曙色里，它们聆听雄鸡鸣唱，应
声振翅高飞，把爱情和梦想传唱。歌
声起处万物生长，勤劳的身影遍布大
地，不知疲惫地搓洗秋日的天空，描绘
古镇漉漉往事。

也许来自各自命运，但它们是大地
的书写者，生活的刻记着，是《海下风
情》原乡的灯影和书签……
——在岸亭中坐久了，突发奇想，

我想变成一只喜鹊。在变成喜鹊之前，
必须捧起沉甸甸稻穗，爬上绿柳，然后
从树上跳下、爬上，反反复复。疲惫的
兴奋中，渴望向日葵借我一对叶子，给
我一双翅膀，使得我能像喜鹊一样，在
万顷稻浪上飞翔，飞翔，把一粒粒金黄
的种子，播撒在故乡的土地上。

稻浪

稻浪涌起的涛声，晃动着宽厚的背
影，回应着生存者的快乐，仿佛来自远
方的乡谣，应季奏响。乡亲们说，那涛
声是一株株稻穗笑出来的，故而悠远情
长。是啊，金色的潮汐如用船头的古

老，领航着稻乡人的生活，轻歌曼舞出
稻乡人的渴望。

田埂无限延伸，诉说着历史的久
远，深藏泥土下的脚印，铭记着先辈，
弯腰走在田埂上的寂静背影。其实，
一株稻禾就是一段青春，一滴滴汗水
和泪水，就是瞒过大自然的灵魂出
窍。正是青春和汗水、泪水汇出一道
清流，浇灌这一方沃土，浇灌着历史，
才得以让《海下风情》欢快地在《地方
志》里嚓嚓走过。

稻浪有着闻风而动的灵魂，标配出
一种恒久向远的意志。它蘸取海下这
方热土的浓绿，以永不疲惫的呼喊，祈
愿海下远景和海下人朴素的湿润之
心。是的，稻浪翻滚，看似不经心，却道
出了锐不可当的进取之势。

古镇往北，撒娇似地倚在海河臂弯
处的一个村庄，就是我的故乡。稻子熟
了，涌起金色的波浪。母亲蘸着月光磨
镰刀。那时我还小，真的不知漫漫长
夜，给她带来的竟是潮热的欢乐和幸
福。镰刀被磨得几乎吹毛得过，但她还
是一次次把大拇指往刀锋上凑，从不皱
眉头，也不喊疼，拇指上的道道小血口，
像某种仪式，指向心绪的天空。

清晨，母亲在稻田旁的小河边弯
腰，端详自己干净的面庞；父亲磕掉烟
袋锅里的残灰，抄起镰刀一同淹没在稻
浪里。群鸟、飞鸥、流云聚拢而来，带着
诧异的表情，兴致和时间，将影子一同
投射进稻浪中。直到村庄里一盏盏灯
火点亮，夜晚把星星点亮，母亲和大家
一样，像一条条游鱼，身子猛地抖动几
下，跃出波涛，回头看到稻芒上的蜘蛛，
像银霜闪动。

醉心颠簸于稻浪里，我变成了一株
稻穗，呼吸着泥土的芳香，吸吮着晨露
的清凉，和着绿色潮汐的脚步，仰望星
空高声吟诵伟人诗句：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绿屏

入秋，海河微胖。晨雾如同潮水折
射出梦境，飘逸出浓绿和金黄。

我那些经年相互走动的旧友，还有
那虽未谋面但相濡以沫的网友，建议你
们：请到这里来。

因为，这里的秋天就像一只柳条编
的箩筐，经纬有序，气象万千。

当你编织和丰沛你的梦想时，原材
料：两行长相丰饶、树叶婆娑，生长在海
河边，被稻浪拥抱的，青年和中年的柳
树；需要一座长廊连接的岸亭，欣赏宽敞
整洁的阳光和一望无际的金黄；更需要
走进农家院，看鸟鸣挂在屋檐，金鸡在墙
头引颈啼鸣，土犬伏地嗜睡的场景。

绿屏，把天上的云引导到你想要的
模样，能让你像少女一样奔跑前行，更
能让你对生活充满渴望、陶醉以及对生
命的赞叹。

就个体而言，难免忧心彷徨，不妄
念不短视的时候，请到绿屏来。绿色如
和风缓缓吹进心田，风景和气象像童话
般把你作为主角，编织出一个梦境的故
事，又有谁不陶醉呢？

莲子亲昵地抱住我的腿，喜鹊又从
我头顶飞过，岸亭在远方，像一只游船
在金色的稻浪上飞旋，我匍匐在菊花盛
开的土地上……

彩墨津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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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玉昌

草木葱茏的山谷间，整齐排列着
一个个壮硕的储油罐。周围一座座小
山呈C形环绕，像伸出的巨大臂膀，释
放着热情，拥抱、呵护着被同事们称为
“胖妞”的油罐们。这里是公司储油的
地方，也是我工作所在地。

已是初秋，傍晚时分热浪还没有
减退的意思。天黑下来不久，一轮皎
洁的圆月出现在天边，明亮的清辉洒
向大地，似乎在给周围湿热的空气降
温。今天是我的班。在食堂吃过晚
饭，回到宿舍，我开始等待午夜那个特
殊时刻。

大学毕业后不久，我便来到油库
工作。

油库位于一个小城市边缘。小城
属于亚热带气候，地形以山地丘陵为
主。附近有一个比较大的风景区，据
说那里山川奇美天成，风景独特，一年
四季都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赏景，但
是我还没有去过。我对这里的了解，
许多来自出租车司机的介绍，因为我
每次歇班总要搭乘出租车，从火车站
到工作地要近一小时的车程，无论是
返程还是回程，司机师傅一般很愿意
用聊天打发时间。

在一次次往返路途上，大部分司
机话题离不开当地的生活百态。车窗
外掠过繁闹的城市街道、宁静的绿野
乡村，车窗内则有一位比导游更接地
气的解说员，谈论着这个地方的大事
小情，或活灵活现地讲述自己的某段
骄人经历。也许是受这种道听途说与
耳闻目睹影响，渐渐地，对这个地方从
陌生到熟悉，特别是作为一个北方人，
在对一些事物新奇之余，开始对当地
的印象愈发美好起来，对所工作的油
库也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那年来油
库报到，有热心的同事问：“你是北方
人？哪里，远吗？”我笑着说：“天津，不
太远，千里之外吧。”实际上，家和单位

的距离差不多要好几个“千里之外”，
但是我的回答也绝对没有问题。在油
库，我和同事们相互协作，工作比较顺
利，大家相处得也融洽。
“呜……”远处传来低沉洪亮的火

车鸣笛声，透过潮热的空气传进耳中。
这是一列油车驶入了油库。我下

意识地看了一下时间，晚上九点多。
马上就要开工啦。

一个多小时后，电话响起，那是一
串熟悉的号码，我心里清楚，栈桥那里
一切就绪，该进入库区计量卸油了。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过去。”回

复后，我迅速戴好口罩，换上工装、工
鞋，带着工具出发了。

夜空中的月亮与头顶的路灯相互
辉映，让整个库区都显得格外明亮起来。

进入库区，走上栈桥，正好看见
国储计量员张哥赶过来。在不远处，
是一整列油罐车匍匐在铁轨上，黝黑
的车体反射着些许暗光，油料特有的
味道弥漫在空气中。工作随即开
始。车号多少、油水总高多少……张
哥将计量数据逐一报告给我核实，其
中报告的温度是33.0℃，我记得特别
清楚。
“数据没问题，再计量，进行第二

次检查。”我核实无误后说道。紧接着
张哥进行了第二次计量，计量结果和
第一次一致，数据无误。我们开始计
量下一节。
“难得的大月亮啊，读取计量数据

轻松很多啊！”我对一旁的张哥说。他
应道：“确实，工作效率高了不少！”我
俩沿着车体行进，一节一节仔细计量，
配合默契。只是因为潮热的缘故，总
要腾出拿工具的手擦一擦额头上的汗
水。这天气哪像立秋后的样子。

“国储计量，我们监督，确保数据
准确就是我们的职责！”这是驻库主任
经常对我和同事们说的一句话。在计
量现场，一丝不苟，严格核实每节火车
计量数据，为数据准确保驾护航，这是
我的使命。

马不停蹄，一番忙碌，最终在零点
三十分完成了全部计量工作。
“张哥，回啦，一会天亮再见啊！”

听到我的打趣，张哥冲我一笑：“好，天
亮见！”于是，我们各自回宿舍。

没有了任务的召唤，往回走便如
同闲庭信步一样轻松了。走了没多
远，我发觉自己不知何时被周围秋虫
的鸣叫声包围了。声音全部来自路灯
下的草丛里，明暗远近的地方都是叫

声。虫们哼唱的音色、节奏不大一样，
各自掌控着自己的声韵，有的浑厚低
吟，有的清脆紧促，大概有四五种唱腔
流派吧。我能分辨出来的只有蟋蟀和
油葫芦的叫声。它们在说什么？是在
谈论夏天里值得回味的虫闻虫事，还
是在和知心爱人对唱或聊天呢？

独享虫们奉献的听觉盛宴，用手
擦一擦脸上的汗水，不禁想起了到油
库后的第一个冬天。大概北方人有一
个普遍的认知，南方的冬天是温暖、舒
适的。可是，现实改变了我固有的想
法。实际上，这地方虽然属于亚热带
气候，但是冬天的时候气温也会降到
冰点以下。

那年冬天，由于我的宿舍在一楼
并且门窗朝北，加之空调没有加热功
能，屋子里很冷。晚上睡觉前，我就把
所有衣服都盖在棉被上，但是钻进被
窝许久里面仍是凉凉的。作为一个习
惯于在冬天惬意地享受室内供热的北
方人，我实在有些受不了，赶紧在网上
买来一个“小太阳”应急。赶上刮风或
者降温的日子，在睡觉时我索性把头
埋进被窝，只留一点点透气的缝隙，就
是那么点缝儿，吸气的时候也会感到
冷气“嗖”地钻进来。于是，经常在心
里反复念叨：“寒衾冷似铁，怀念暖气
屋。”以此作为催眠宝典。那时，还经
常为自己打气：北方人怎么能怕南方
的冷呢！

还好，这里的气候现在都已经适
应了。

完成了这次夜间计量任务，心里
满满的成就感，姑且就把秋虫们的鸣
叫当作庆祝的交响乐吧。活动一下臂
膀，扭动一下腰身，深吸一口气，眺望
月色下黛色的群山和灯火点点的远
方。明月有光人有情。千里之外，熟
睡的亲人们，都还好吧，此刻真想给你
们一个真诚拥抱！

农历九月九日，是中国传统的民
间节日重阳节，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
史了。重阳节自古便有登高祈福、祭
拜祖先的习俗。如今的重阳节，又增
加了尊老敬老、爱老孝老的内涵，而被
国家正式定为老年节。

重阳节名称的来历，最早见于三
国时期曹丕的《九日与钟繇书》。唐朝
时期，重阳节被正式定为国家节日。
明清时节，历代皇帝不仅会吃花糕，喝
菊花酒，还会亲自登临万岁山祈福求
愿，以畅秋志。

清末时期，天津海下地区，也有九
月九爬大树、登天台、上桅杆、醸新酬、
祭天后等民俗活动。虽然海下是平原
地区，没有山，没有岭，但是人们也有
一颗登高祈福避灾的心。

海下地区的中心当属咸水沽，百
年前天津卫海河中最大的码头就在如
今的老海河湾处。

爬大树、登天台、上桅杆，基本上
属于青少年的活动，不仅可以锻炼身
体，还能够显示勇气，也是小伙伴们之
间才艺比试的一种方式。爬大树，自
然要选择最高最大的爬，那么老街里
小武衙门前的二百年笔直蓊郁的大槐
树，最适合成为比赛场。谁爬得最高
最快，溜下来毛发无损，谁就是当季魁
首。这些活动属于喜闻乐见，是半大
小子们的最爱。每年重阳节这天，这
棵大槐树下都会有三五成群前来挑战
的小伙伴们。如果是镇外的孩子们来
此耀武扬威，那么这场爬大树的活动，
可就热闹了。

登天台，比谁的胆子大，主要是
爬娘娘庙大殿的屋顶，因为从前这
里是咸水沽的制高点。上房揭瓦逮
家雀儿，那是连儿童都喜欢干得一
件快乐事。我小时候就爬上过娘娘
庙的屋顶，那时候娘娘庙已经改成
是小学校了。我比小伙伴们厉害的
是，在娘娘庙屋脊扣瓦上拿了一个
大顶。那可是好轰动的一件事，不
出一天便被传遍大街小巷。但是这
件老光荣的事情，不知被谁告诉了
姐姐们。一晚上，挨了一顿的胖
揍。打得屁股蛋子开了花，不仅好
几天坐不下，而且晚上睡觉都得趴
着。还让姐姐们拎着耳朵，喊破嗓
子地问：“下次还敢不敢了？”然后是
我声泪俱下地回答了一百遍：“下次
不敢了。”

上桅杆，最是轰动咸水沽的一件
大事。每年重阳节这天，年轻小伙子
们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上桅杆，就
是爬上大海船三丈多高的大桅杆，升
鳌旗，挂灯笼。这项活动，基本上不带
少年儿童玩，都是青年小伙子们的天
下，毕竟危险得很。

鳌旗，不仅是船主的旗号，也是
日间观测风向的幌子。尤其是航行
在海上，老艄公凭借着鳌旗上绣带
飞舞的方向和姿态，来判断风的来
向，风力的大小，从而选择帆棚的使
用，以期获得最安全、最经济、最快
捷的航速和航向。灯笼是夜间辨识
目标使用的，尤其在海上航行，主要
给别的航船来看的。苍茫大海，星
月无光，人家看见了你的灯光，才好

确定你的位置，以此双方安全会
遇。鳌旗和灯笼，这两个物件，是出
海的大船不可缺少的助航配具。咸
水沽大户人家的海船，都会有属于
自家独特标识的鳌旗和灯笼，不仅
彰显字号，表明身份，而且做工精
致，出自名家，堪称难得的工艺品。

上桅杆的活动都会选择在重阳节
的午时，这时候的老海河两岸，人头攒
动，摩肩接踵，锣鼓喧天，欢声笑语不
绝于耳。不说是万人空巷，也是千家
争看。所有泊靠在咸水沽码头上的帆
棚船主，都要请人上桅杆。看谁家鳌
旗绣得精美，灯笼做得讲究。有时候，
几家船主还许下重金奖励，看谁家鳌
旗挂得正，灯笼点得快。能够被船主
邀请上桅杆的青年，不仅可以得到船
主的大红包，而且弄不好还会被看景
的大户人家相中，派了媒人欢天喜地
登门说亲。上桅杆可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情，三丈高的桅杆独一根，不是檀木
的就是雪花梨木，光溜溜，滑滋滋，海
碗粗细。不是没有蹬处，就是不好抓，
没有点子技巧，那是干扑腾上不去。
先别说腰里别着鳌旗，拴着灯笼，就是
空身上去，都会令人赞叹不已。

听坦爷讲过，咸水沽上桅杆的，自
古以来只有一个女子，就是民国初期，
曾经天津卫首屈一指的大船主郑家的
闺女。这个郑家的丫头，从小习文练
武，侠肝义胆，平日里街面上行走，就
是穆桂英、樊梨花的主。下得海河里
便是水泊梁山中的浪里白条，一个猛
子扎下去，半袋烟的功夫不见人，活捉
鱼，生吃虾，连老水鬼们都行乎。那年
上桅杆，眼见得蹭蹭蹭，快过小伙子。
鳌旗挂好了，灯笼点亮了，出溜下旗
杆，汗不轻出，竟然夺了魁首。

后来才知道，这个上桅杆的丫头，
就是义薄云天，江湖诨号津沽女侠，郑
六爷的叔伯妹妹，杜鹃的奶奶，春妮的
姥姥，郑小丫的姑奶奶，经常见了面给
我大白兔奶糖，喊我九儿秃，住在娘娘
庙胡同口，那个宅子里的杜老太太。

如今海下地区的咸水沽，已经是
朝气蓬勃的一座新兴城市，消失了帆
行四海的场景。那些老时候重阳节有
趣的活动，也已经成为往事，留在飘飞
的记忆中。

千里之外
刘培东□

◆海下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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