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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有所爱：“我和他一样”“我也一样”

1935年 7月 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
苏州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
幽默地回忆道：“（《围城》里）结婚穿
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
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
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
一年里最热的日子。”

杨绛在陪同钱锺书在牛津大学学习
时，因钱锺书不喜欢英文古文书学加上

粗心竟考了不及格，杨绛便用一只耳挖
子的尖头，一个一个点着帮助钱锺书认
识英国古人到今天书写是如何变化的。
钱锺书的家人曾感慨道，“笔杆摇得，锅
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
厅堂，下得厨房，锺书痴人痴福。”

家有贤妻，无疑是钱锺书成就事业
的最有力支持。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
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

锺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情话：“赠予杨季
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
妻子、情人、朋友。”

曾经，杨绛读到一位英国传记作家
概括最理想的婚姻：“我见到她之前，从
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
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她把
这段话念给钱锺书听，钱锺书当即回说，

“我和他一样”，杨绛答，“我也一样。”

严谨治学：一是“慢”，二是认真

杨绛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之一，莫过
于等身的翻译作品。为了翻译塞万提
斯的名著《堂吉诃德》，精益求精的杨
绛选择直接从原文入手，为此，48岁的
她，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耗费十多年心血
才完成该书的翻译工作。

在《失败的经验——试谈翻译》一文
中，杨绛曾用“一仆二主”来诠释译者的使
命，“同时伺候着两个主人：一是原著，二

是译文的读者”。翻译家叶廷芳撰文回忆
道：“她绝不拿时间换产量”。杨绛也曾
说，“我翻译其实是很慢的，首先要把每
段话的原意弄清楚，然后把每个原文句
子统统拆散，再按照汉语的语言习惯重
新组织句子，把整段话的原意表达出来。”

在文学评论家白烨的眼里，杨绛则
是一个“特别认真”的人。上世纪九十年
代，白烨作为责编出版过《杨绛作品

集》。白烨回忆道：“事先友人曾告诉
我，对杨先生没完没了地校改作品一定
要有准备。即使如此，我仍没有料到编
完杨先生几经删改的书稿，发稿之后又
数次有补正，排校之后还不断有校改，
这一过程一直持续到最终出书。”

正是从这一“慢”、二“认真”的斑驳往
事里，我们看到了以杨绛为代表的一代
学者严谨求实、精益求精的可贵品质。

人生边上：一滴清水，淡泊名利

杨绛的一生，诠释着“不争”二字，活
得干净洒脱。杨绛还有篇散文名为《隐
身衣》，文中直抒她和钱锺书最想要的

“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
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

2004年《杨绛文集》出版，出版社准备
筹划其作品研讨会，杨绛风趣回绝：“稿子
交出去了，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事了。我
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

杨绛的“不争”也并非忘却这个世
界，相反，她不断叩问人生。2007 年，

她以 96 岁高龄完成了《走到人生边上
——自问自答》，这本书完全依据自己
的生活经验，朴素地回答了有关生与
死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现实关怀：“我
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
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
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
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
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
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
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

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
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
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在
吗？灵魂不死吗？”

杨绛还以全家三人的名义，将高
达八百多万元的稿费和版税全部捐赠
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
学金。帮助那些家境贫寒的学子完成
学业。虽然“万人如海一身藏”，杨绛
仍以特殊的方式悄悄影响和改变着这
个世界。 □韦衍行

怀念杨绛：且以“不争”过一生

7 月 17 日，是杨绛先生诞辰

119周年纪念日。杨绛，本名杨季

康。跨越两个世纪的人生起伏，

她是安静、优雅、博学的女性；在

钱锺书眼里，她是“最贤的妻，最

才的女”。

先生之笔，于无声处见喜悲；

先生之风，绚烂至极见真淳。“我和

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

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

境界……”她是杨绛，一个把自己

的人生活成了传奇的女子。

语林指瑕

长辛店：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
长辛店工人运动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

人运动相结合的起点与典范，在中国马克思
主义传播史、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国工人运
动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而特殊的地位。长
辛店不仅留下了李大钊、邓中夏等中国共产
党早期领导人的革命足迹，也孕育出史文彬、
王俊、杨宝昆等中国最早的工人党员代表，是
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发源地。

“自治能力吾人亦瞠乎其后”

长辛店，地处北京西南卢沟桥附近，距天
安门直线距离约 20公里。俄国十月革命后，
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意识到工人阶级蕴藏的巨
大力量。长辛店作为北京铁路工人的聚集
地，是知识分子的团结对象。1918年夏，华法
教育学会的蔡元培、李石曾等在长辛店设立
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5月 4日，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北京学生
举行示威游行时，就有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
学员和铁路工厂的艺员养成所的学员，以及
车务见习所的学员参加。他们回到长辛店
后，立即在广大工人中进行爱国宣传，组织

“救国十人团”，开展斗争。当时北京《益世
报》赞誉长辛店工人“不但爱国之心之纯粹、
真切为我学界所不及，即自治能力吾人亦瞠
乎其后”。5月 7日，长辛店铁路机厂铆工场
铁匠史文彬，带领 100多名工人，上街示威游
行，组织罢工，开展反帝爱国斗争。这次罢
工尽管规模不大，但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第
一次政治性罢工，因此被视为中国工人阶级
登上历史舞台的预演。

6月 3日，上海工人大罢工后，史文彬、张

珍等带领着许多工人和留法预备班、艺员养成
所、车务见习所的学生，在长辛店大街上示威游
行。6月10日，正当长辛店工人准备全体罢工
的时候，受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北洋军阀政府
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撤销曹汝霖、章宗祥、陆
宗舆的职务，并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五四
运动由此获得胜利。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长
辛店工人的无产阶级觉悟得到大大提升。

“工人的力量比天大”

为了进一步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
思主义，1919年 3月，在李大钊指导下，邓中
夏在北京大学组织建立“平民教育讲演
团”。1920年 4月，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
接受了当时在团里担当领导职务的邓中夏
的建议，开始到长辛店开展讲演活动。1920
年 12月 19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派邓中
夏、张太雷、杨人杞、张国焘到长辛店商讨筹
办劳动补习学校事宜。

1921年1月1日，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正式
开学。它“以增进劳动者和劳动者子弟的完全
知识，养成劳动者和劳动子弟高尚品格为宗
旨”，在工人中间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启发工
人的阶级觉悟。劳动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上
课。夜班是工人上课，设国文、法文、社会常识、
科学常识、工场和铁路知识；日班是工人子弟上
课，课程与普通国民高等小学堂的课程略同。

教员大都由北大师生担任，李大钊和北
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其他成员，都曾去过该
校视察或讲课。在一次讲课中，李大钊在黑
板上写工人两个字，当他问起工人们这两个
字合起来念什么时，突然一位工人回答：“老

师，我认识，念‘天’！”李大钊高兴地说：“天就
是你们工人，工人的力量比天大。”

教员们讲课，先教识字，再讲革命道理，
使工人们既能学习文化知识，又能听到革命
道理。学校还订购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
的宣传读物，如《劳动周刊》《劳动者》《劳动音》
《共产党》月刊等。劳动补习学校开办后，长辛
店工人的政治觉悟得到迅速提高，尤其是李大
钊、邓中夏等在工人中所进行的启发式教育，一
方面使工人坚定地站到马克思主义者一边，另
一方面这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也通过与工人的接
触，认识到中国发展的前途和出路所在。

“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通过创办长辛店劳
动补习学校，把工人紧密团结起来，不断教育
和启发了工人的阶级觉悟。但是，邓中夏说：

“这个学校（即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当然只
是我们党在此地工作的入手方法，借此以接
近群众，目的在于组织工会。”因此，由李大
钊、邓中夏等指导，史文彬、王俊、谢德清、陈
励懋、洪永福等工人带头，串连各处工人，开
始筹建工会组织。

1921年5月1日，长辛店1000多名工人在
娘娘宫召开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大会，天
津、保定等地的工人代表也专程前来参加。
会上决定成立“长辛店铁路工人会”。会后，
工人们举行了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以及《五
月一日》《工人的胜利》两本小册子，高呼“增
长工资”“缩短工时”“工会是最好的法子”“平
等”“最合理的事情是每天工作八小时”“官僚
是公仆，工人是主人”“五一节万岁 ”“劳工万

岁 ”等口号。当时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对长
辛店工会评价道：“五月间，他们组织了一个
工会，……他们的努力，实可令人佩服，不愧
乎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1921年5月5日，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正式
成立。各地工人纷纷到长辛店参观访问。“大
家不觉油然而生羡慕之心，在当时工人们仿
佛觉得长辛店是工人的‘天国’”。他们将长
辛店工会组织当作样板，纷纷在各地建立自
己的工会组织。这是中国工人阶级在马克思
主义指导下，党领导建立的第一个产业工
会。它的成立对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积累
工作经验，推动工人运动的深入，以及中国共
产党的创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张国
焘、刘仁静代表北京党组织，向大会汇报了长
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以及长辛店铁路工人会的
情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
议》，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明确提出：“本
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工人学
校应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从党的
第一个决议可以看出，长辛店工人运动对党
的创建和发展的重要意义。中国共产党创建
伊始，主要处于秘密状态，为了公开领导工人
运动，1921年 8月，中共中央组建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并指示要在工人群体中发展党
员。长辛店是北京地区开展工人运动最重要
的实践基地，经邓中夏等人努力，先后吸收了
史文彬、王俊、杨宝昆、康景星等工人入党。

北京党组织通过这些骨干力量，开始对

长辛店铁路工人会进行整顿。1921年 10月
20日，长辛店机器厂、修车厂、工务厂的工会
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将长辛店铁路工人
会改组为“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因
为长辛店铁路工人会混进的工头、员司、巡
警，并不真正代表工人群众的利益。另外，长
辛店工人俱乐部，以俱乐部之组织，行工会之
实。俱乐部这种方式，政治色彩相对较淡，便
于党领导工人运动。

当时有人认为：“工会是如俱乐部一样，
是工人娱乐的机关”；“工会是如救济会一样，
是工人互相救济的机关”；“工会是如研究会
一样，是工人互相研究技艺的机关”。邓中夏
批评了这种观点，他指出：“娱乐、救济、研究
等，只是工会中的一部分工作，不是工会全
体的事务，即是说工会对于工会娱乐、互助
研究这一类的事，是可以做的，但不是专门
来做这类的事，因为专做这类的事，并不能
使工人得到很多利益，得到完全的解放。”从
这个意义上讲，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是新时代
职工文化的重要源头。

1922年4月9日，长辛店工人俱乐部正式成
立。长辛店工人俱乐部的建立具有很强的示范
效应。“在中国职工运动的初期，‘工人俱乐部’
这一名称，相习成风，成为当时全国各地（广州
除外）工会通用的名称。”在长辛店工人俱乐部
成立之后，一批由共产党人领导的、方向明确、
组织坚强的产业工会和地区工会组织，如雨后
春笋，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为即将到来的全国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56年 3月 6日，毛泽东在听取铁道部长滕
代远汇报铁路工作时指出：“中国工人运动还
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乔东

说来话长。自 1983 年起，笔者
编辑《陕西工人报》副刊二十余年，
接触的作者为数不少。那时尚未有
现今的电脑手机传稿，稿件均是手
写体，或送或邮，而到编辑部。凡送
稿者，我大都提出或选用或修改或
退稿的意思。大约在 1990 年某日，
我接待了某厂脸上已有些沧桑的作
者，他送来的是诗作，内容是歌颂改
革开放的，起首一句便是“芳龄五十
三”。开宗明义，是说自己感到年轻
了。我将其诗作看完后，提出了修
改意见，并指出“芳龄”运用之不当。

说来也巧，就在我作此文之当日，
即 2019年 11月 6日，又见央视播放电
视剧《外公芳龄 38》，竟称 38岁的剧中
人何志武（佟大为饰）为“芳龄”。

“芳龄”，美好的龄，犹“妙龄”，与
芳年同为赞美青春年少之人。尽管男
女皆可用，却是偏重于女性。年龄较
大的女性已不适用，更不能用来指年
龄大的男子。道理很简单，男女有
别。正因如此，所以窈窕、蛾眉、美艳、
令爱、豆蔻年华等词，并不适用于男性。至于“河东狮
吼”，“环肥燕瘦”，本义皆指女性而言，此不可不察也。

“河东狮吼”，本是形容悍妇的，有人不知此义，
而用以指莽汉。2005年 8月 16日《现代快报》有篇
文章《我认识你》。中有句云：“就在这时，一个中年
男子飞奔过来，一把抢过话筒，大吼一声：‘我认识
你！’他的声音如同河东狮吼。”依文中所述，可见这
中年男子其行其声，大有喝断当阳桥的张飞之味，
大声吼叫，是粗犷，还是鲁莽，这里不必评论，但说
这“河东狮吼”，就用得错到爪洼国了。此四字是
比喻妻子妒悍，常用作嘲笑惧内（怕老婆）之人。
宋代洪迈《容斋随笔》记载，陈慥字季常，自称龙丘
先生。好宾客，喜蓄声妓。而其妻柳氏绝凶妒，故
苏轼有诗云：“龙丘先生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
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河东为
柳姓郡望，“狮子吼”，佛家以喻威严，而陈慥好谈
佛，故苏轼借佛家成语为戏。后遂泛称妇悍为“河
东狮吼”，妇怒为“狮吼”。

崇文书局的《历代小品默》中，就有篇《文殊菩
萨》，文殊菩萨是佛教中的菩萨，坐骑为狮子。该文亦
可证河东狮吼指悍妇。文曰：

一人诨号文殊菩萨，闻其名者，皆不知其命意之
所在。一日问其所素狎之友，友曰：“因其室有悍
妇，故得此雅号耳。”曰：“岂文殊菩萨有悍妇耶？”
曰：“非也，因为悍妇有河东狮子之称故耳。”曰：“河
东狮子与文殊菩萨何干？”曰：“狮子非受文殊菩萨
所骑者耶？”问者为之粲然。

明乎此，便可知“河东狮吼”与男人无涉。“环肥
燕瘦”，“环”指唐玄宗贵妃杨玉环，“燕”指汉成帝皇
后赵飞燕。玉环天生丽质，丰腴雍容，回眸一笑百媚
生；飞燕绝代佳人，体态轻盈，能为掌上舞。她们同
称美人。后世因以其形容女子体态不同，而各有风
致（诗文中常借以比喻各种艺术作品流派、风格、样
式各有所长，皆擅其美。）并不涉及俊男。

而 2006年 8月 16日，浙江卫视“相亲”的节目《男
生女生》中，节目组邀来百位各种类型的男生，供女
宾们“挑选”。一出场，个个都是帅哥，女主持见此脱
口而出：“环肥燕瘦”！可惜用错了。

由此我想起了一段佳话。五代前蜀时，临邛
（今属四川）人黄崇嘏，本一才女，却自幼作男儿
装，人皆以其为男，蜀相周庠举荐其代行司户参军
的职务，黄干得非常出色。周庠便想把女儿许配给
黄崇嘏。黄不得已而作《辞蜀相妻女》诗云：“一辞
拾翠到江湄，贫守蓬茅但赋诗。自服蓝衫居郡掾，
永抛鸾镜画蛾眉。立身卓尔青松操，挺志铿然白璧
姿。幕府若容为坦腹，愿天速变作男儿。”“坦腹”系
用晋代王羲之典，即女婿。

因之女主持说俊男们是“环肥燕瘦”，显然是用错
了。倘若真要以此作比，那大抵还须戏翻黄崇嘏诗中
的后两句：“若容俊男为环燕，愿天速变作女儿。”

□杨乾坤

近日，南方强降
雨来袭，多地百姓
受到洪涝灾害的

影响。自古以来，洪灾就是常见的自然
灾害之一，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很早就
在民间流传。古人治水有啥妙招？

法规：官员轮流上堤指挥 河务按月上报

早在三国时期，蜀相诸葛亮就制定了
防洪法规：“按九里堤捍护都城，用防水
患，今修筑竣，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
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通过修筑九
里堤来防洪治水，可见古人未雨绸缪的
智慧，并“治以严法”来保护堤坝。

唐高宗永徽年间，颁布了一部重要
法典《唐律疏议》，其中也记载了严格的
防洪法规：“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
主司杖七十”，“以故杀伤人者，减半杀伤
一等。若通水入人家，致毁害者，亦如
之。”条文规定修缮堤防不及时要受到惩

罚，如果故意破坏堤防更是死刑，可见当
时朝廷对于防洪是非常重视的。

金元时期也颁布了关于黄河及海河
水系诸河流的修守法规《河防令》。在黄
河“涨水月”，州县河防官员要轮流上堤
指挥防汛；河务情况要按月呈报工部；对
未设专职埽兵守护的河流，出现险情时
也要差员救护等规定。

明清时期，产生了《堤甲法》，其中规
定每千丈堤老一人，五百丈堤长一人，百
丈甲一人，职责是“夏秋守御，冬春修补，
岁以为常”，防洪成为“常态”。

预警：“水报”“羊报”传递汛情

除了设立法规，古代还有洪水预警机制。
古人就曾多次尝试通过预测水位减

少洪水灾害的发生。水利专家陈潢就是
其中一位。他在辅助河道总督靳辅治水
时曾发明了“测水法”，这种方法可以使
正河保持一定的流速流量，把“束水攻

沙”的理论置于更加科学的基础上，有效
治理了洪水，这对我国河道管理理论作
出了显著贡献。

后来，为了不让洪水淹没庄稼，产生了
“水报”，即黄河堤岩备有报汛的“塘马”。
当上游地区经历暴雨，洪水陡长，士兵们便
会快马加鞭把消息送到下游，从而加固堤
防预防洪灾。“水报”站站相传，士兵皆备良
马“八百里加急”将消息快速扩散。

除了“水报”，“羊报”也是古代传递水
情的重要手段。据记载，清代设有水位观
测标志，根据原有水位来判断汛情。每当
遇到险情时，水卒会带着干粮和“水签”也
就是情报，坐上“羊舟”（缚着羊皮袋泅水）向
黄河下游的河防传递汛情。随流漂下时，沿
水路每隔一段投掷水签通知，下游的守卒
会于缓流处接应，并迅速做好防汛准备。

工程：堤坝水渠防洪排涝

水利工程在防洪排涝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都江堰、灵渠、赵州桥都是古代重
要的水利工程、防水工事。

灵渠建于秦朝，是秦始皇下令修建
的，一直被沿用至今。郭沫若曾在《满江
红·灵渠》中写道：“亲眼见，秦堤牢固，工
程精当。闸水陡门三十六，劈湘铧嘴二
千丈。有天平小大溢洪流，调分量。”历
史上，灵渠在航运、灌溉、防洪等方面做
出了很大贡献。

除了灵渠，都江堰也是古代知名的
水利工程之一。都江堰始建于秦昭王末
年，是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基础上组
织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同时也是全世界
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并且沿用至今的以无
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两千多
年来，它一直发挥着防洪灌溉的作用。

说起防洪防水，自然少不了赵州
桥。得益于匠师李春运用巧妙的设计，
桥体至今屹立不倒，守护着百姓。

□杜佳妮

“塘马”“羊舟”传情报 古人防汛有妙招
钩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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