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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由学“洋文”转入了学“红
文”，直至今天；《红楼梦新证》乃此誓言
之结果也。很清楚：《新证》正是一部
“特大年表”，岂有他哉。

诗曰：
多感迎头语意冰，一瓢冷水亦多情。

洋文寡味红文好，年表排来幸已成。

【附记】
俞先生于1954年2月给他的老师知

堂的一封信札中有两处提到我：一是说

“……‘旧时真本’《红楼》的系续书之一，

决非原作。……汝昌君好奇之过

耳。……”二是说我主张雪芹卒于癸未

（乾隆二十八年）和旗籍满洲包衣之说

“亦是错误的”。谨按：前者之出处，不止

《续阅微草堂笔记》，类似之记载颇可互

证；且我也曾表示过：纵非原著，也当出

于知情者依据雪芹之本意而撰作，非一

般不相干的“续书”“仿作”者所能想象而

至。后者实因他主张“壬午说”，遂断癸

未为“错误”，不留商讨余地了。近来学

者不乏新意，如李奉佐先生在贵州《红

楼》即发文为“癸未说”做出补证，具有学

术说服力。可惜俞先生已不及见矣。旗

籍问题，早已无人再信“汉军”。俞先生

函告知堂可去阅看的文章，是指他在《文

学遗产》创刊号上发文，率先批评拙著

《新证》的那种意见，口气十分自信。

红缘辐辏

许多引我走上红学之路的师长前
辈，都难忘却，已叙了四兄祜昌（见后
文）、老师顾随，胡适之与赵万里两先
生。这都是正面指引、赞助、鼓舞者。
只有俞平伯先生属于“反激”的另一异
响，但这一反激的力量，实在是推动我
的“能源”，作用甚大。

接下去，惠我最多的首推邓之诚先
生，其次孙楷第、陶心如、张伯驹诸位师
友，相继结识，红缘辐辏，出人意想，蔚
为大观。为学之乐，获益之情，是我这
名学生在40年代后期的一段奇异而丰
富的学术幸运和享受。

邓先生惠示《永宪录》；孙先生惠示
《枣窗闲笔》两宗重要线索；张先生惠借
《楝亭图》题跋；陶先生惠借己卯本《石
头记》。

我又早已在燕大图书馆查得曹世
选、曹玺的两轴诰命和《楝亭诗钞》最初
版单卷本，在校东门外成府村地摊上买
得《掌故丛编》曹家奏折档案全文（也是
邓先生提示过），而赵万里先生又是亲
笔写信介绍我到故宫档案馆去查阅李
煦奏折的热心人。

我到燕京大学时，邓先生已退休在
家撰作史学专著和《清诗纪事》，大约正
在进行中（但我不知，今回忆，他让我向
图书馆代借清初人诗集，应即为此。他
自己藏书甚富，未敢借阅）。因此，我拜
识他是由同窗学弟孙铮的介绍。

孙楷第先生很晚方入燕大执教，我
也并未正式选读他所开的课目，只有一
次慕名前往旁听，正巧他讲到《红楼
梦》，说《枣窗闲笔》中记载曹雪芹的相
貌和为人风度……聆之大喜！未待专
诚拜谒，下课后他回家路上，我就冒昧

启齿向他求借此书。他很慷慨，答应所
求，说明只有一个抄本，原稿本已归北
京图书馆公藏。

孙先生也是受胡先生之托，亲将
“甲戌本”送到我彼时宿舍——燕大四
楼，即从西向东排建的四座学生宿舍的
第四座，在未名湖畔，朱楼形式，两层画
栋，中有雕木栏，绿杨垂拂。

孙先生是我所见的老知识分子中
身体最弱的人，天已热了，他还上下是
棉衣棉裤；语音也不洪亮——这使他气
宇不够恢弘。他是小说学与元代文学
考索的专家，饱学之士。我当学生时的
第一篇“脂学”论文能在《燕京学报》发
表，是他审评赞许的。及至我报考中文
系首创研究院时，几名考生的试卷也是
他评定取舍。事后，有同学转述，孙先
生对人说：“看了试卷，还是数周汝昌，
胜过那几名远甚。”

记得孙先生请我和许政扬学兄到
他府上晚饭，孙太太治筵十分丰盛；但
孙先生席间情绪不高，未明何故，面有
愁苦之色，语不及学，满腹牢骚在口，让
人无法应对。我与许兄感受一同，时常
谈起，不敢多去问候他，显得有点儿疏
远失礼，但我们非不知尊师，而是实有
难言不得已之苦衷。至于他老人家知
谅与否，我与许兄都说实在无法顾虑，
只有心存歉怀就是了。 （待续）

红楼无限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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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瓷是集绘画、书法、刻镂于一
身，集笔、墨、色、刀为一体的传统艺
术。它是在烧制好的瓷器上，用特殊
刀具（金刚石或合金钢）进行錾刻、凿
镌,刻划。在釉面形成深浅、粗细、疏
密、虚实的点和线。形象地说，它是以
刀代笔的绘画，是将绘画与雕刻深邃
而完美地结合于一体的工艺美术绝
技。在深色的瓷器上雕刻无需添加任
何颜料，它的颜色就是釉的颜色，永不
褪色，历久如新。

细究起来，秦汉时便有剥凿瓷釉
的方法，称为“剥玉”。从魏晋开始，随
着陶瓷业的发展，大量精美瓷器出现，
帝王、官宦和一些文人墨客在玩赏瓷
器之余，很想把咏诗题文的墨迹留存
于其上，以便永久保存，于是当时的艺
人们便在施釉前的瓷坯上，用直刀单
线刻出诗文书画的轮廓，这便形成了
最初的瓷刻。宋代定窑瓷器的装饰，
就是在瓷坯上刻出花纹后施釉烧制的
典型代表，精湛的雕刻技艺和不朽的
艺术价值，充分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
的勤劳智慧和卓越才能。

津南区“传统刻瓷手工技艺”第四代

传承人邢维全，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
功底深厚，钻研刻瓷艺术多年，不仅汲取
中国绘画技法，更参照西方绘画的优长，
形成了邢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
的作品延续了古老传统文化的传承，同
时也展现出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刻瓷讲究耐心，眼力、精力、手力
精妙配合。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精雕细
琢，不能轻易下刀，除非艺人精神高度
集中，手指和手腕配合用力，心观眼，
眼观手，气运刀尖，人刀合一，在釉面
上一刀一刀缓缓推进，用极细的点组
成柔和纤细的线条。

邢维全的刻瓷技艺采用写实创作
思想，把刻瓷艺术和工笔艺术语言交会
融和在一起，并形成了成熟的刻瓷艺术
表现形式，具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表达。
在创作过程当中，他俨然是一位音乐大
师，陶醉于自己对自然和艺术的想像，
手中的小锤和刻刀在叮叮当当的音符
中不断上下翻飞跳跃，随着“五线谱”的
无限延长，每一件作品都雕刻技法细
腻，观之笔墨，触有手感，细微之处，妙
趣盎然。

其刻瓷以其独特的材质美感，精
湛绝伦的艺术表现力，极具观赏及收
藏价值，成为各界人士所珍爱的典藏
佳作。 家锐/文 唐文博/摄

邢维全：妙趣瓷画
又是一年小雪。古籍《群芳谱》中

说：“小雪气寒而将雪矣，地寒未甚而雪
未大也。”意思是说，到了“小雪”时节，由
于天气寒冷，开始落雪。此时由于“地寒
未甚”故雪量还不大，所以称为“小雪”。
“花雪随风不厌看，更多还肯失林

峦。”小雪时节的雪轻盈优雅，像迈着细
碎的小碎步，跳着芭蕾的小精灵一般，
你看天空“纷纷扬扬”，却不见地上“碎
琼乱玉”。雪很轻，温润地贴在人的脸
上，落在枯草上，树枝上，鱼鳞瓦上……
毛茸茸的，只是薄薄一层。

雪后山林，树叶落尽了，突兀的枝
干，因了这洁白的雪，便多了几分妩媚娇
俏。路面还可以看得出底色，走过去，会
留下一行浅浅的脚印。深吸一口空气，
有点冰凉，却很新鲜、滋润。这种寂寥并
不让人寂寞，而是让人心生安宁。

这几年的小雪节气总是一晃而过，
很难见到雪的影子。“先前早就下大雪
啦。”母亲感叹这舒适的暖冬。是啊，记
得我小的时候，感觉天气格外冷，一到
小雪前后，往往会有几场大雪。一落
雪，天气就冷得不近人情，乡村学校的
教室，木窗子上没有玻璃，我们个个冻
得缩成一团。老师找来一块塑料布，钉

在窗户上，但风还能从缝隙间挤进来，
吹得塑料布“哗啦啦”直响，我们心却一
下子暖和了许多。

土里刨食的农人最看重时令节气，
他们倒希望小雪时节能遇到一场雪，最
好给麦苗盖上一层“厚棉被”。俗话说:
“小雪雪满天, 来年必丰年”，雪既杀死
了田间害虫，又对土壤进行了补水，麦
苗经过雪的浸润，会更加绿意盎然。乡
民们看着庄稼长势好，整整一冬，都会
充满着好心情。

小雪还是个悠闲的时节。一到小

雪，农人已经没有什么田野作业了。乡
间的老树下，是老人的乐园。老人们聚
在一起，抽着烟，下着象棋，慵懒地晒着
太阳，散漫地说着闲话。大半天的光
阴，就这么溜走了。民间有“冬腊风腌，
蓄以御冬”的习俗，有性急的妇女，已开
始动手做等到春节时享受的美食。

冬天虽寒冷，倘若心中有了些许牵
念，便会温暖许多。“绿蚁新醅酒，红泥
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新酿的米酒香气扑鼻，火炉火苗正旺，
天欲降雪，于是诗人向好友发出“能饮
一杯无？”的邀请。字里行间洋溢着友
情的融融暖意和人性的阵阵芳香。

小雪时节，天虽已积阴，却寒未深、
雪未大。人体的生理机能也与之相适
应，新陈代谢处于相对缓慢的状态，可
多吃一些滋阴清润、疏肝解郁的食物，
以平衡阴阳，避免生“内火”。要持之以
恒进行自身锻炼，以温和的有氧运动为
主。俗话说：“冬天动一动，少闹一场
病；冬天懒一懒，多喝药一碗。”

岁月沧桑，漫步人生的旅途，惟愿
我的生命，也如小雪节气这般宁静与安
恬，让心灵栖息在这美好时光里，开出
一朵禅意的莲……

王郅隆，号祝三，1868年出生于津
南区咸水沽镇苑庄子村。他很小就到东
北谋生，从粮店学徒干起，陆续当上外
柜、店掌柜，还做起了粮业、木商跑和生
意。有些本钱后，在唐山开了家杂货铺，
经营零售兼批发。在天津城里开了家
“元庆木号”。时逢天主教堂兴建，让他
大赚了一笔。他又陆续开设米庄、涉足
天津盐务，积累了大量财富，成为天津商
会重要人物。

王致隆在一次打牌时识实了皖系
军阀倪嗣冲，并归还了倪从军饷挪用
来的巨额赌资，两人结为亲密挚友。
1914年倪嗣冲任安徽省督军，授安武
将军。任命王郅隆为安武军后路局总
办。王郅隆从财政部领出军饷后，先
做投机生意，再连本带利奉还安武
军。他还将倪嗣冲搜刮来的民脂民膏
变买成黄金，深得倪嗣冲的信赖。王
致隆与倪嗣冲、段芝贵等人先后合资
在安徽、河南等地经营盐务，在津组建
长顺盐业公司，在河北井陉组建正丰
煤矿公司。后经皖系军阀徐树铮推
荐，成为安徽、湖北和黑龙江等省盐务
榷运局总办。发了大财的王郅隆，
1916年全面接手了天津《大公报》，使
该报成为皖系喉舌。1910年，王郅隆
入股天津华昌火柴公司，1918年该公
司重组为天津丹华火柴公司，资金总
额达到200万元，王郅隆任董事。

民国初年，王郅隆洞悉到兴办实业
恰逢其时。1916年在海河边的小刘庄
购地262亩建成了裕元纱厂。王郅隆任
公司总经理。段祺瑞、倪嗣冲等军政要
员和商界大佬组成了董事会。投资额
200万元，纱锭、织机全部从国外进口。
王郅隆的开源农场供应纱厂原材料。
1923年，经日商大仓洋行入股后，资本
额达到556万元。在天津六大纱厂中，
裕元资本最为雄厚、投资时间最早、产
纱规模最大。

1917年初，王郅隆与倪嗣冲创办了
裕庆公银号。同年5月15日，成立了金
城银行。后又在京、沪、汉等地开设分
行，王致隆为总董。由于众多股东非官

即商，再加精心打理，金城银行存款额
曾雄踞全国商业银行之首。王郅隆的
身家也达到了450多万银元。

1918年，王致隆加入皖系军阀政客
成立的“安福俱乐部”，任常务干事、会
计课主任，成为安福系财经掌管人。

1919年王郅隆以北洋政府参战处
的名义建起了荣庆米行，从江南低价收
购大米，再高价卖给日本，获取巨额暴
利。同年9月与北洋政府秘书长徐树
铮创办了边业银行。与公兴存和谦益
两大米庄集资40万元在河北赵家场购
地建立了裕兴面粉公司。在天津开办
了义生源米庄。到1920年，王郅隆为安
福系筹措了大量活动经费，俱乐部资产
达到四五百万银元。王郅隆被安福系
成员称为“财神”。

1920年7月，皖系在直皖战争中失
败，王郅隆被通缉，偷偷回津躲避风
头。1923年9月1日，在日本为皖系东
山再起筹款的王郅隆遇上关东大地震，
不幸遇难身亡，死于横滨。

王郅隆在天津市区和北戴河有三
处宅邸。一处位于河西区浦口道 22
号。为德国花园式风格，是王郅隆的正
夫人及长子王景杭住宅，砖木结构二
层、局部三层楼房，设有地下室。第二
处宅邸位于今河北区建国道74号，是其
如夫人和其子王松午的住宅。为二层
红砖小楼，设有地下室。在北戴河海滨
西经路56号有一幢别墅，主要用于家人
度假和好友聚会联谊。

王郅隆还在老家苑庄子村建起了
王氏家祠，占地面积约5亩，祠堂是个
四合院，分东西两院，有正殿和偏殿。
曹锟还为祠堂题写了牌匾。平津战役
时，解放军曾将祠堂作为营房和伤员休
养之所。王郅隆还为本村子弟建起一
座学堂。学堂占地1000平方米,共计5
间教室，院内青砖铺成的天井。学堂有
教师7名，招收本村适龄儿童入学，一
切费用均由校方担负，包括春秋、夏、冬
三套校服。学堂采用新式教学，学制六
年，以语、算基础课为主。新中国成立
后，该学堂被收编为公办学校。

走进你 只为读懂你

你笃厚迷人的气质在我脑海里萦绕

你从遥远的贝壳堤一路走来

历经三千年风云变幻

你从荒漠如烟的亘古一路走来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

历经一次次华丽变身

描绘出一幅幅如诗的画卷

在这片热土上

不仅有千年古镇 繁华街区

设施完备的图书馆体育公园

还有现代化的医院 商城 海河教育园

栋栋居民楼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

四通八达的道路如畅通的经络

朵朵白云似锦缀满无际蓝天

潺潺小溪鱼儿荡起碧波潋滟

走进你只为读懂你

一棵棵树木茂密如伞

一株株花草争奇斗艳

白蜡树唤来鹊儿啁啾婉转

波斯菊戏引蝴蝶起舞翩翩

一塘莲池绿叶临风

一湖清泉 荷花巧笑嫣然

辛庄湾 咸水沽湾 双桥河湾 葛沽湾

津沽绿谷 生态屏障

天然氧吧 百姓的乐园

走进你 只为读懂你

岁月风轮不停地旋转

国家会展中心落户海河南岸

一行行鲜活的数字

一个个跃动的音符

会展中心将成为推动你蓬勃发展的汩

汩洪流

你袒露真诚的胸襟播洒友谊的火种

你张开炽热的双臂迎接八方来宾

你让世界感受你无限的魅力风采

你让世界触摸你强劲有力的脉搏

办好一次会 搞活一座城

你将成为商贸桥梁 世界的焦点

走进你 只为读懂你

宝辇花会的锣鼓声伴你度过峥嵘岁月

闪亮的贝壳堤守望你跋涉漫漫征程

金黄的小站稻穿过时空隧道与你相约

清清的海河水滋养你美丽容颜

在你脚下走出多少文人墨客

在你脚下吟诵多少感人的诗篇

你的智慧温情让游人流连忘返

你的深邃广博让文脉氤氲留香

你是津沽大地一颗璀璨的明珠

你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一环

活力天津是你发展的动力

繁荣的大中国是你腾飞的源泉

走进你 只为读懂你呵

津南吾乡 吾乡津南

走进你，只为读懂你
郭万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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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福财神”
王郅隆其人其事

王庆普□晚稻成熟时，一派金色的世界。
那金色，静静的，灿灿的，甸甸的，

纵纵横横的田埂，将一田田稻子分割成
四四方方，宛如一幅幅饱含激情的油
画，仿佛在燃烧，便人想起凡高笔下那
些疯狂的暖色调。

稻香，充盈天地，激活了人类古老
的基因，让丰收的农人集体狂欢，如同
过节！

收割后的稻子，被一捆捆运至打谷
场，一时间，机器轰鸣，人声鼎沸，一束
束压弯了腰的稻穗，经脱粒、碾压后，变
得轻盈盈、软绵绵、亮闪闪。“新筑场泥
镜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这样的热
闹，从清晨到黄昏，甚至深夜，一直持续

到一座座谷堆被运进粮仓、一垛垛稻草
被高高堆起。
尔后，整座打谷场寂静了下来！
风，从空荡荡的田野扫过来，刮向

打谷场，被一排排稻垛严严实实挡住。
村庄温暖如春。在稻垛的庇护下，袅袅
升起的炊烟，在如玻璃一般透明的日光
下，是那么的白，那么的直，那么的诗情
画意，简直熨帖到了骨子里。

一觉醒来，雪，已落了下来，村庄
满满一片白、一片静谧。有道是：“人
在故乡不慌张”，因为仓中有粮，而且，
垛上有草。人，窝在被窝里头，耳朵所
听见的，是麻雀细细脆脆的啼叫，是蹦
蹦跳跳的闹腾，是窸窸窣窣的积雪从

树枝坠落的声音，以及，村人走向打
谷场从草垛上轻轻柔柔抽出稻草的
声音，沙沙沙沙，让人安宁，使人温
润，教人感恩。

一日三餐，火塘红红，火焰蓝蓝，
火光黄黄，火烬苍苍，稻子，燃出了家
家户户多姿多彩的日子，更重要的是，
它燃出了农人的梦想、农家的希望、乡
村的春天。每一次踏雪回乡，老远，就
看见一片银白里，一座座、一排排、一队
队稻垛矗立在蓝湛湛的天穹下，心，就
生出一种莫名的踏实。它们，在游子的
心中，代表人烟、气息、安好，是漂泊太
久太久后的情之所依。

用稻草烧出来的米饭，真香！白糯
糯的粳米，黄亮亮的锅巴，浓稠稠的米
汤，再佐上地地道道的农家小菜，就着
橘红色的火塘的余光，香香喷喷，吃得
人微微冒汗，感觉是那么的暖心、养
胃。而夜来，就着床前的小灯，躺在用
厚厚实实的稻草铺就的木板床上，一个
人静静地幸福地发呆，看雪光一寸一寸

蔓上窗棂，感觉又回到了纯真的童年。
一夜的稻草香，香了一夜的梦境，让人
心满意足！

雪霁后的稻垛，是乡情最浓的地
方。回乡的那些冬日，我常在打谷场上
的稻草间溜达，那里人山人海。最朝南
的那一座草垛，犹如一面金色的城墙，
那里的阳光最充足，照在积雪，非常耀
眼。人们兴致勃勃围成一堆，听走村串
巷的民间艺人讲评书。一具架子鼓，一
串小檀板，一副油纸扇，加上口惹悬河、
滔滔不绝的三寸不烂之舌，让大大小小
的听众入迷，听得入神处，连一根绣花
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得见。

有时，干脆什么也不做，就偎在金
黄柔软的稻草上，或呆呆愣愣出神，或
迷迷糊糊打盹，或恍恍惚惚地瞧着地上
的紫色日影静静悄悄西移，“不羡黄金
罍，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暮入
台”，惟羡半日闲，快快活活似神仙。

眼下入冬，多想再回一趟故园，拥
一垛稻草入梦！

稻草暖冬
刘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