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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去年国庆节那天，位于
常州市中心的常州京剧票友社

“义园”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清脆
嘹亮的京胡声，板眼激越的“哒
哒”声，婉转悠扬的演唱声，热热
闹闹直冲耳膜。尤其是社长高文
龙，光头脑门更加油光锃亮，大嗓
门也升了个八度，一看，就有喜事
临门。

没错。在举国上下喜迎新中
国成立70周年之际，“义园”于去
年 8 月应央视戏曲频道之邀，携
京剧《贞观盛世》《穆桂英挂帅》

《红灯记》片断、京歌《我是中国
人》《梨花颂》等节目登上了央视
舞台，而其中的两个节目就要在
当天的《一鸣惊人》栏目播出。你
说，他们能不惊喜万分？

高文龙曾是我的采访对象，
是商界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
更是一位超级京剧戏迷。9 年
前，他退休时不忘初心，信守 25
年前的承诺，自费创办了闻名沪
宁线的京剧票友社“义园”，并在
每周六雷打不动免费唱戏表演，
以弘扬传统文化。我被他的一身
正气吸引，因而延续了采访时结
下的友谊。

回到去年 6 月，有一天高总
十万火急的电话打了过来：“不得
了，出大事了。”我一下愣住了，思
忖着会出什么大事。原来，5 月
份高文龙曾作为嘉宾参加了央视
一档节目，没想到在现场与一位
久未谋面，已担任栏目导演的故
旧阔别重逢。一通寒暄后，对方
得知他这些年来为弘扬国粹京剧
殚精竭虑，一手创办的“义园”红
红火火时，深为感动，当即向他抛
来了橄榄枝：参加国庆专题报道
节目，进京表演，攻擂打榜。

“小马，你不知道，登上央视
大舞台是我们常州京剧票友的莫
大荣幸，但既要表演，又要接受采
访，压力山大哦。”高总心事重重，
却又满怀期待，“还好，你曾采访
过我，所以，央视发来的采访提
纲，只有你来救场了。”

“没问题，放心吧！”我笑着安
慰他。于是，围绕采访提纲，我和
高总反复商量，斟酌修改，终于把

文字搞定，并一举通过了央视栏目
组的审核。

高总十分满意，摸着他的光头，
狡黠一笑：“在表演指导上，我去上
海找我师傅去。”我心领神会，不禁
竖起大拇指。高总的师傅不是别
人，乃大名鼎鼎的京剧表演大师尚
长荣！大师出马，那不是盖的！

果然，尚长荣老师得知原委后
满口应允，并向上海京剧院院长汇
报。院长很激动，票友如此钟情传
统文化，并能够进京参与国庆专题
演出，这样吧，化妆师、服装师、琴师
全由上海京剧院无偿提供。

可想而知，从上海满载而归的
高总多么神采飞扬，整个人就像架
启动了的小马达，“突突突”充满了
干劲。然而，去年 7 月初我去“义
园”探班时，却发现高总面色憔悴、
恹恹无力。一问，原来他已发了五
天高烧，那天，好不容易退了烧蓄了
点力，依然强撑着来到排练现场。
他满脸愁容：“时间不等人啊，登上
央视舞台，节目质量是王牌。现在
我每晚做梦都在唱戏。唉！”他长叹
一声。见状，我安慰他：“想当年，你
的企业遭遇危机时，你能力挽狂澜，
相信这次一定能安然度过。”

果然，好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义园”团队不顾夏季酷暑高

温，来往于常州与上海间，在尚长荣
大师悉心指导下，一个字一个字地
抠，以至无论演唱运腔还是一招一
势，都得到了大师点赞。

8 月，“义园”赴北京央视录制
大获成功，尤其是《穆桂英挂帅》中

“捧印”一折，代表常州参加《一鸣惊
人》闯关打榜，竟一举成功。

国庆节前，高总从微信上发来
了节目播出时间：10 月 1 日上午 10
点半。

可想而知，去年的 10 月 1 日上
午我有多忙，穿梭在家中两台电视
间，一边收看威武雄壮的国庆阅兵
大典，一边欣赏着高总他们精彩无
比的表演。当我在“义园”表演者们
字正腔圆的戏歌演唱《我是中国人》
的旋律中，看到阅兵仪式中“钢铁长
城”整齐划一、英姿飒爽，大国重器
利剑出鞘、威风凛凛时，不禁心潮澎
湃，万分激动⋯⋯

毗陵艺苑 / 马联平

“义园”进京扬国粹

说起来，新闸并不产成品萝
卜干，新闸人家家户户只忙到将

“白片”卖到北港就完事了，真正
将萝卜干做成餐桌上的小菜的是
北港人。但并不是说新闸人不腌
萝卜干，事实上，新闸家家都腌萝
卜干，一坛子萝卜干要吃一整
年。但新闸人的腌萝卜干仅限于
自家食用，用家里晒好的最后一
批“白片”来腌，腌量小。

从把萝卜从地里收回来，到
把萝卜干腌进坛子里的整套工
序，在我家的分工很明确。爷爷
负责切萝卜须，爸爸的工作是洗
萝卜、卖“白片”，妈妈只管切萝
卜片，奶奶帮着腌和晒。妈妈的
刀工了得，十里八村都有名。她
切的萝卜片，片薄且大小均匀，
晒干之后，成弦月状，红白分明，
颇具几分美感。而且妈妈动作
很快，嚓嚓嚓嚓，一个晚上切的
萝卜片比一般女人多出三分之
一。妈妈白天要上班，切萝卜片
都是在晚上，每天要切到半夜。
农村经常停电，一停就是四五个
小时，切萝卜片基本是在昏黄的
灯光下摸索。

我放了寒假就要帮着爷爷切
萝卜须了。先从门外的一堆切
起，再切放粮食那间屋里的，最后
是堆在堂屋里的。切最后一批萝
卜的时候，萝卜头上的缨子又长
出一两寸长了，天也更冷了。这
个活儿不重，但要一直坐在那
儿。切门外的一堆萝卜时，还要
被寒风吹得鼻涕直流。我很不情
愿，但奶奶逼着没办法，我就“磨
洋工”——把萝卜须切成段，假想
自己在烧菜。爷爷对我没要求，
笑眯眯地干他的活儿，随便我
玩。这样的日子是不计时间的，
妈妈每天都很累，常会长叹一口
气：“什么时候才能忙完！”堆成山
的萝卜却不见少。等到爷爷开始
切堂屋里的萝卜时，日子变得可
见了，每处理完一堆萝卜，爷爷就
会把竖放的八仙桌往里挪一挪，
过道也就一天比一天宽，“忙完”
也就有盼头了。

长大之后我才知道，种萝卜
其实很辛苦，收益却甚微。那时
候卖“白片”，标准全凭收货人一
张嘴，他说好，“折头”就打的小一

点，收购价格就高一些；他说不好，
“折头”就打得很厉害，等于白忙几
天。爸爸那时候去卖“白片”，回来
都会报行情，说今天没打“折头”，奶
奶就高兴；说今天碰到个难说话的，
非说萝卜干晒得不干，打了不少“折
头”，奶奶就生气地嚷嚷：“怎么晒得
不干？！晒了三个足太阳，每天下午
我还翻一回的！”

那个年月，种田真是辛苦，田
里永远是忙不完的活儿。萝卜和
小麦是套种的，最后一批萝卜“白
片”腌进自家的坛子里时，小麦苗
已经长得老高，田间管理需要手脚
了。新闸人并不自己加工萝卜干
去卖，大概也是忙不过来的原因
吧。但新闸人都骄傲，新闸萝卜干
远销海外。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
道有个国家叫加拿大，据说我们新
闸的萝卜干一直卖到那里，老外也
爱吃。四十岁时第一次出国，在美
国的华人超市果然见到了萝卜干，
这才知道，爱吃萝卜干的还是中国
人，老外是不吃的。

直到今天，我依然保持着早饭
喝粥搭咸菜的习惯，我的味蕾早已
习惯了萝卜干的咸。小时候萝卜干
就是零食，嘴里没味道的时候，就打
开碗橱，那里一年到头摆着一碗萝
卜干，随手拿起一根丢进嘴里，开始
嘎嘣嘎嘣地嚼，觉得咸就从水缸里
舀一勺水喝，喝完继续嚼，小嘴巴的
馋就得到了心满意足的抚慰。

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萝卜
干竟成了礼品中的“新贵”，看到商
场里有卖，包装很小，大概二两装
吧，心里很是不屑：这个也能送人？
再到后来，有朋友问我讨要萝卜干
吃。但我家里已经很多年不种萝卜
了，自家吃的也是爸爸的朋友送
的。几年前，新闸办起一家萝卜干
厂，我有位中学同学在镇上工作，送
过我两盒。我记住了包装盒上那两
句话：“古镇新闸神奇夜潮土 明朝
贡品独特新闸红”。听我那位同学
说，这家厂里出产的萝卜干纯粹是
做成礼品送人的，味道并不比农家
自腌的好，价格却不便宜，还不容易
买到，因为产量很低。听说，整个新
闸种萝卜的农田越来越少，收不到
萝卜。所谓物以稀为贵吧，昔日的

“夜潮土”上早已不复“新闸红”，取
而代之的是一幢又一幢厂房。

江南风物 / 谢燕红

新闸萝卜干（下）

转眼已是1948年的春节，理应享受
节日的快乐，但恽家的处境尴尬。原先 4
号大门一进去是个一百多平方米的大
院，朝东是一排五开间的平房，从南到北
分别是柴房间、厨房间，以及两位叔叔的
书房与寝室。后来，七叔去了兰州，八叔
去了北京，那三间房子由祖母恽苏曼
茹租给了姓周的房客，邻里间很和睦。
抗战胜利后，日军刚撤出占据的恽氏
花园——近园，国民党军队的二百多兵
丁便蜂拥而至。当官的带了随军家属也
就地找房，一眼相中与近园毗邻的我俩
叔叔的三间房子，房客被迫搬走。入住的
一个是李督察长，另一个是子弹库陈库
长，还有军医胡敏。我祖母家住在此处的
后院，虽也有可开关的院门，但从此没了
宁静的环境,院子里终日人声嘈杂。

大门口的各种军车络绎不绝，军官
家属蛮横无理，不近人情。花厅的西山墙
与此一墙之隔，花厅的东山墙外是大厅
的回廊，也是军营中专门体罚军人打军
棍的场所。按民间的习俗，春节期间欢欢
乐乐，但军营中经常发出挨打军棍后痛
苦的惨叫声。听人说，国民党军中的清规
戒律很严酷，动不动对军人尤其是底层
兵士动刑，最常见的就是挨军棍。

我母亲对花厅的房型、布局、绿化都
很满意，唯一对隔墙大厅回廊里每每发出
痛苦难忍的惨叫声感到恶心与愤慨⋯⋯

我快要周岁了。一个星期天下午，俩
哥哥在大厅后天井里踢皮球，母亲在花
厅前走廊里看书。不知不觉已是下午四
点钟了，朔风渐劲，寒意来袭。母亲放下
手里的《古文观止》，到房里取了两件衣
服给孩子送去，经过大厅的北走廊时看
见廊柱上捆了个人，似是“犯人”，边上一
个满脸稚气的看押士兵蹲在地上磨刀，
嘴里还哼着徽腔小调。母亲旁若无人地
走了过去，见孩子们玩得正欢，突然，大
哥飞起一脚，把球踢上屋顶被瓦楞卡住
了，立马惊呼怎么办。母亲一时也没办
法，说是去找根长竹竿，回到家取了根晾
衣竹竿。又经过大厅北边走廊，这回那小
兵关心地问：“要我帮忙吗？”母亲回答：

“最好不过了，谢谢麻烦你了，回头到我
家来吃夜饭⋯⋯”那当兵的放下军刀，接
过竹竿很自信地走去捞球。母亲说：“那
我先回家烧夜饭，等你来吃啊！”母亲见
小兵已拐过弯去，没四五分钟时间不会
回来，于是快速走向“犯人”。“犯人”开口
了：“太太救救我吧！”母亲利索地拾起军
刀割断了麻绳。“犯人”接过军刀藏在后
背，一团麻绳塞进腰间。母亲说：“跟我
走，我送你出去，快走！”为避人耳目，径
直走十子街 15 号我九伯母家的备弄到
达街上。其间，“犯人”感激地问：“太太尊

姓？”母亲只回答两个字：“勿问。”目送他
出了恽家后门。

迅速回到家里，母亲庆幸途中未遇上
一人，进入厨房正准备烧晚饭，忽然听见
那小兵急声呼喊：“共军跑啰！共军跑啰
⋯⋯”大厅顿时炸开了锅。小兵哭丧着脸
在长官面前说：“我去拉屎的，回来共军就
不见了，刀也不见了⋯⋯”精明的长官把
帽沿向上一推，肯定地讲：“共党劫犯人
了，赶快戒严！”没五分钟，就有全副武装
的搜查队来到我家，见所有的门都敞开
着，我母亲烫着头发，气质高雅，且浑身珠
光宝气，一口上海话，实是不会与劫犯搭
界；再说，作为房东也时常照面，便问了几
声看见陌生人没有。突然又来了一个长官
大声吼道：“浑蛋！在这儿磨蹭些什么，浪
费时间，不长了眼腈看看，走！”

晚上，我爹从外面回家，从化龙巷到
长生巷一路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尤其
是进入长生巷，哨兵们手拿电筒见人就问

“口令”。也有人见了我父亲问道：“口令？”
我父亲回答早出晚归，没人通知。又来了
两个士兵，大概面熟，就说：“放过！”一人
还语气十分肯定地说了声：“这位是恽老
爷。”父亲到家后，把一路所见所闻都告诉
了母亲，而母亲一脸若无其事的样子，更
没有谈及救人的事情。据说那脱岗的小兵

三天后还挨了军棍，母亲后来见他也感内
疚，但也仅仅口头表达了感谢他帮助捞球
之恩。十天后，一切又恢复如常。

1949 年 4 月 23 日常州解放。大约 5
月上旬，有一解放军军人模样的人手里
拎了两个兜，其中一网袋是水果，要进恽
家大院。来人被我家看大院门的裁缝（姓
名已不记得，其子小名叫子官）挡在门
外，军人问：“这院子里有位操苏州、上海
口音的烫发女人吗？”裁缝师傅头都勿抬
地说：“走，走，走，勿要来搞，我家根本没
有这种女人⋯⋯”在裁缝的再三坚持下，
那军人只能扫兴而归。

裁缝对来人的冷漠是因为他长期在
恽家看门，先前国民党官兵的一举一动
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认为好人勿
当兵，好铁勿打钉，因而对上门的解放军
军人也就不屑一顾。此事没过多少时间，
有天裁缝突然兴冲冲地跑进我家表功：

“五太太，我也忙则呒时间来告诉你，前
两天大门口来则一个穿着新佬军装的当
兵佬，手里还拎了两只包，有一包是网线
袋装的水果，说是要寻一个苏州、上海口
音的烫头发的女人。我一听就晓得是寻
你，我得知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被我回
头说呒么这样的女人。”裁缝见我母亲不
置可否，便继续说道：“我想，一个男人来

寻一个女人总归勿好听。”说着，用询诘、
怕错，还想邀功的眼神乞望着我母亲，并
慢慢地、小声地念叨：“好人勿当兵，好铁
勿打钉⋯⋯”末了，他略显遗憾而又口气决
绝地说：“我的眼晴看人勿会走眼的，真要
是将坏人放进来，我将无法向五老爷交
待！”母亲表示理解地点了点头。他这才边
告退边自言自语：“凭良心讲，有些事情，多
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已上了年纪，看得多
了，我问心无愧⋯⋯”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文革”开始了，
我也成人了。母亲在报上老是看到党内揪
叛徒、内奸、走资派⋯⋯那位曾经由我母亲
冒险营救的解放军，假如没有证人证明他
是被营救而逃脱魔爪，谁人能信？这成为母
亲心头几十年的担忧。

母亲是个读书人，无党无派，虽然她在
救人的时候并不知道被救者的身份，但出
于尊重人、尊重生灵的人性，她在无意之中
站对了队，尽管后来并没有得到历史的肯
定，甚至到晚年也没能享受劳保。母亲善
良、孝顺的品质，在子女身上得到了延续，
这是她最大的幸福。

当年被母亲营救的那位革命者，年龄
估计与母亲相仿，亦应在一百零八岁左右
了。相信他到了另一个世界，能够寻找到曾
助他虎口脱险的恩人。 作者供图

往事钩沉 / 恽子康

十子街恽家大院内——

黎明前的冒险营救

1981年，作者（第三排右）与母亲（第二排右二）、父亲（第三排左）等亲属的合影。

手头的这副家传对联，上联为“武库
从来推杜预”，下联是“长城今日识随
州”。它在我手里已有三十几年了，从未
好好去斟酌研究此联的含义。日前又一
次拜读联语，竟萌生作一探究之念头。

这副对联是上世纪30年代初，常州
大儒钱振锽（号名山）先生赐与其表侄潘
仪上的墨迹。潘仪上是我外祖父，为我曾
外祖父潘鸣球（号霞青）的次子。清末民
初，潘鸣球在河南为官，潘廉上、潘仪上
兄弟俩追随左右，读书之余，协助做些杂
务。

钱振锽为潘鸣球姨表弟，兄弟俩相
差两岁，两人自小发蒙于常州大家钱鹤
岑（钱振锽之父、潘鸣球姨父）。光绪二十
九年（1903）、三十年（1904），经过二十
多年寒窗发愤的钱振锽和潘鸣球，以江
南乡试举人的身份先后参加了中国历史
上最后两科进士的会试、殿试和朝考，分
别高中进士，搭上了中国科举制度的末
班车。

中国近代有许多名人志士在最后的
科考中及第，除了状元刘春霖、榜眼朱汝
珍、探花商衍鎏，还有谭延闿、汤化龙、蒲
殿俊、沈钧儒等。

我曾翻阅过潘鸣球科考的文章，从
考试题型看，大都为策问与对策，其内容
非常丰富，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法律、
文化、教育、天文、地理、民族等各种与国
计民生相关的大事或经史典籍中的问
题，都作为策问题目。统治者试图通过举
子的对策来了解民情、征询解决问题的
对策；同时，策试这种形式可以考查应试
者的德、识、才、学以及对“时务”即现实
问题的见解。特别是时务策，主要是与国
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三场考试都有“政
治”的成分，对个人各方面的知识要求很
高，如能考出高分者，在当今来说也绝非
等闲之辈了。

回头再看这副对联。上联“武库从来
推杜预”中，武库，泛指藏器物的仓库。这
里，称誉人的学识渊博，干练多能。而杜
预，史称第一个真正“文武双全”的名将，
但他却连骑马射箭都不会。杜预是魏晋
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他虽然不会
骑马，但是却能够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在平定蜀国时担任钟会幕僚，在灭吴的
过程中居功至伟。由于他智谋过人，军功
卓著，故被后世誉为“文武双全”的名将。

下联“长城今日识随州”中提到的随
州，位于楚北。在随州，有一座神秘而又
古老的山寨，就是被誉为“华中第一古山

寨”的随州桐柏山田王寨。它凭着原始的
风貌、自然的美景、纵横的寨墙、完整的
遗迹而声名鹊起。田王寨位于鄂豫两省
交界的桐柏山第二高峰固城山上，海拔
1018 米，始建于商、周时期。清同治《随
州志》称随州市东北75公里处有山名蛮
荐山，北方 85 公里处有固城山。它一山
骑两省，出寨北门不远即为河南省桐柏
县地界，山势险峻、奇峰横出、雄壮巍峨、
气势峥嵘，实为鄂豫之天然屏障。此古军
寨雄踞于绵亘百里桐柏山诸峰之上，面
积约 5 平方公里，城墙周长 30 余公里。
寨墙依山顺势用石块砌成，围有九个山
头，起伏长达两千余米，宛若长城。石墙
高丈余，宽可跑马，实乃养兵聚将、积草
屯粮、训练兵勇之良地。寨内面积 1.5 平
方公里，建有银銮殿（现仅存遗址），另有
高水位泉池，名曰饮马池，泉水用之不
竭。钱振锽在这里将随州田王寨的寨墙
比作御敌的城墙。

其实，钱振锽在这副对联中暗喻的
是潘鸣球为政河南期间的功绩。这一点
从他所撰写的《潘霞青传》中，也得到了
印证。《潘霞青传》详细介绍了潘鸣球清
末民初在河南为政 16 年的政绩，其中
写道：

“霞青名鸣球，少能文书气。光绪甲
辰进士，历官河南剧邑，任沈丘，与安徽
太和接境。太和食淮盐，沈邱食芦盐。太
和兵弁以缉私误入沈邱境，君管之，宽以
争盐岸，忤大发意去沈邱，任洛阳，地多
教匪，有金钟罩、铁布衫、阴童会、硬肚诸
名，君以法治之，走解散。任沁阳，沁丹二
水同时决口，君救灾防川甚力。继以蝗
祸，乡民诏之神虫弗敢捕，君晓谕乡民火
焚而土掩之，秋禾无害。任陕县，时河南
督军赵倜与陕西督军陆建章合贩烟土，
用兵护之，沿途强夺民车骡以为常。陕署
有衙卒百，君亲教之，不设队长。日烟土
过陕，君躬率练兵，截之，获土二万两。护
兵视君卒数倍，相顾不敢动，见连长挟银
九千圆，请曰：愿以此银为公寿，公亦放

烟土出境。君不许，点其银数还之，驱车
归，焚烟土县门前。大众欢呼若雷。于是
陆赵两督军大恨之，以他故罢其任。将伏
兵于张茅硖石间，冒土匪劫杀之。陕县绅
民知之，尼君行不可，劝走他道，又不可，
劝夜行，又不可，曰：死生命也，此曹安能
害我。于是，陕绅集大众护君行，先后奔
走至观音堂，俟君登汴洛车，然后崩角而
去。任商城，土匪客匪交至，匪首老洋人
围攻固始，分股窜入县境，君击败之于三
星坪、观音铺等处。时以君能军，呼商城
为潘家营。是役报纸传商城没于贼矣。君
尝为我言用兵城守之法，当以宁静为第
一义，虽有危急，过三钟必无事矣。”

我们从《潘霞青传》中，看到了钱振
锽对潘鸣球的高度评价。作为手无缚鸡
之力的一介书生，靠寒窗苦读获取功名
的县官，潘鸣球则在焚烟土、兴水利、除
蝗灾、建“潘家营”治理匪患等一系列保
境安民县治举措上，显示了他的为政能
力。当年潘鸣球离任陕县时，为纪念他为
官清廉及焚烟土壮举，陕县绅民为他修
建了生祠，以表敬意。

所以，钱振锽在此联中，将潘鸣球比
作“文武双全”但不会骑马射箭的杜预，
将被土匪围攻的商城比作随州田王寨。
而刚好随州田王寨位于鄂豫两省交界
处，潘鸣球为官的陕县、商城为豫陕交界
地。武库杜预、随州长城这两个引用的典
故，看起来互相不搭界，但却巧妙地契合
在潘鸣球身上，可见钱振锽遣字用典之
功力。但在我看来，钱振锽对潘鸣球的褒
扬有过誉之嫌，不过也可看出他们兄弟
俩的情谊切切。

潘鸣球在辞官回到故里常州后，与
表弟钱振锽以及谢仁谌时相唱和。谢仁
谌号柳湖，其子谢玉岑、谢稚柳均有盛
名。潘鸣球善古文，文体骈丽，浑厚简明，
近欧阳文忠之文作；善书法，挺秀伟奇，
对临晋唐诸家丛帖，能得大作之势，并以
神韵胜者。遗著《养和堂类稿》若干卷，惜
在“文革”中佚失。原常州城内后河马山

埠段的世丰桥上，刻有潘鸣球、钱振锽、费
久大、邱洵等常州名士题写的桥额、桥联，
书体各异，俨然一处书法展示平台，在老常
州人的心中印象尤深。

从时间上看，钱振锽这副对联是在
1932年潘鸣球去世后不久书写的，也算作
是盖棺定论吧。 作者供图

——钱振锽书赠潘仪上的一副对联

名人研究 / 陈亮

“武库”“杜预”与“随州”“长城”

钱振锽赠潘仪上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