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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来临，一年一季的“过冬
取暖模式”又开启了。说起上世纪
六七十年代前南部山区冬季取暖
的方式来，现在年轻人可能觉得
不可思议。

那时候的居家门窗都是木制
的，尤其是发挥透明透风作用的
木棂子窗户，到了冬天必须用窗
户纸糊严实，否则，不但透风撒
气，还会飘进雪花来。由于那时候
大多数家庭连一个储存热水的竹
条外壳保温瓶(暖瓶)也没有，所
以想用热水洗手洗脸都很困难，
只得在做饭的时候在大锅里馏上
一碗热水。那时候实在是太贫穷，
家中仅有的大白碗舍不得用，便
把凉水盛在一个小黑碗里，馏在
锅中的秫秸箅子或箅棒(放箅子
用的两股杈木棒)上。吃早饭的时
候，就把锅里的那碗水倒在脸盆
里，再兑上点冷水洗手洗脸。记得
每到冬天去东邻四奶奶家串门玩
耍的时候，四奶奶总是招呼从生
产队放工回来吃早饭的四爷爷
说：“孩子他爹，先洗手去吧，那碗
热水还在大锅里馏着呢！”

冬天中午的时候，一些年岁
大的老人或者是体质弱无法参加
生产劳动的人，便三五成群地找
个朝阳避风的好地方，聚在一起
晒晒太阳，拉拉闲呱。晚上的取暖
方法虽然简单，却还能解决一点
驱寒问题。早些时候，是烧火盆，
把木柴放在生铁盆或泥瓦盆里点
燃烤火。这种方法虽然不错，但烟
熏火燎弄得满屋子浓烟呛人。再
就是烧火热炕取暖。炕是专门在
睡觉的大北屋内用每块长六十厘
米、宽四十厘米、重四五十公斤的
大号土坯垒砌而成。火炕的建造
很讲究，从尺寸布局到结构设计
都很复杂，既要把风道、烟道和火
门垒砌通畅，还要把炕面铺设平
整。必须请民间支炕能手帮忙，方
可大功告成。之所以这样做，主要
原因是那时候缺少燃料。人口多
的家庭，一个火炕睡不下，就在大
炕的一端拐弯处，顺墙垒个“小拐
炕”让孩子睡。有人口更多的家
庭，干脆在做饭的饭屋(厨房)内，
迁就着大锅头垒个土坯炕，借助
大锅底烧火做饭传递的热量取
暖。不过，这种“锅头炕”虽然省事
儿，却有无奈的弊端，既不卫生，
又不安全。

缺粮少柴的年代，庄户人也
有烧石头或烧砖头驱寒取暖的。
就是晚上做饭的时候，在大锅底
下烧一块石头或砖头。做好饭后，
从锅底下弄出来，用冷水浇一浇，
削去灼点，再用破布、破衣裳包起
来，放在没有什么铺头的“光席
炕”上暖脚。然而，这种取暖的土
办法缺点也不少，如果太热会把
包石头的布引燃，或者是取暖时
把腿脚给烙出血泡。

再后来，乡下取暖条件稍微
好了些，有了黑陶瓷或塑料制品
的烫壶和“憋来气”的炉子。因为
这时候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地有
了保温瓶，可以把储存在暖瓶中
的热水倒在烫壶里，放在炕上热
乎热乎被窝，暖和暖和手脚。至于
所谓的“憋来气”，就是在屋内安
放的“炭炉子”，靠铁皮烟筒生风
喘气把煤烟引出室外，屋内又暖
和又卫生，而且还能烧水做饭。所
以冬季用“憋来气”取暖的方式，
在南部山区使用的时间比较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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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秋天，徐北文诗作摩崖石刻
在南部山区白云洞景区揭幕，同时，徐
北文纪念馆落户济南市图书馆。这是
济南历史上首次为当代名士开设的

“馆中馆”，展出近五百件徐北文先生
的著述、手稿、书法、笔记，以及文房四
宝、生活用品等，使人们能够近距离和
全方位地认识这位济南名士，感受一
代学者的精神本色和名师风范。

“城北徐公美，济南名士多。”在我
眼中，了解历史文化，追溯泉水文脉，
徐北文先生是一座绕不过去的文化宝
库。无论是先秦文学考证、唐宋诗词、
明清小说研究，还是齐鲁文化、大舜文
化、名士文化等，他的诗作、楹联、题咏
遍及济南各大名胜和景区，他的学识
和品格潜移默化影响着后人。

以前，我流连于他留给这座城市
的墨迹，在大明湖畔，在趵突泉边，在
千佛山麓，在泉城街巷；他去世后，我
更多地阅读他的著作和散文，《李清照
全集评注》被我置于案头，他的评说对
我影响至深；最近，我阅读了《海岱小
品》《海岱居文存》《徐北文纪念文集》
等文集，置身于他的“海岱居”，从他的
人生经历中读懂一颗为民立言的诗
心，从他的书缘和诗情中看到“北文精
神”是怎样铸成的。

徐北文先生出生于书香门第，成
长于教育世家，这为他的读书和成才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外祖父王价
藩、舅父王亨豫是山东有名的藏书家，
其父母都是教师，他自幼爱阅读，沉浸
在国学古籍中一发不可收，因此，他经
常说，“书，与我是很有缘分的。”过去
济南的文化市场、旧书店是他常去的
地方，他曾回忆道，“尤其是曲水亭的
小溪两岸，在垂柳披拂下共设有旧书
摊铺二十来家，更是士人和学生经常

出入的地方，而明湖南岸则有山东省
图书馆，来此借书、购书，甚至卖书很
方便。于是，明湖沿岸的小吃店也成了
知识分子聚会的‘沙龙’了。”读书是爱
好，也是家风，他曾分享过两件小事。
当年家贫窘迫，外祖父节衣缩食买书
藏书：一次，遇见一部渴望已久的书，
手中尚缺一吊钱，不得已到当铺中解
开长衫，把贴身的棉袄脱下来质典，但
仅能当予八百文，他只好央求说，“我
是急需，请摸摸这棉袄还热乎呢。”读
来，令人感动万分。父亲徐芝房当年在
北京读大学时，为了邮购康德的大部
头文集不惜卖掉棉被，冬日里宁可挨
冻，“北京的隆冬是出奇的干冷，他把
仅剩的一件棉被叠成窄窄的筒状，再
将棉袍脱下并扣上纽扣，又把棉袍套
在被筒之外，然后将马褂罩在上面，瑟
缩于其中度过漫长的冬夜。”今日重
温，感人肺腑。

父辈的阅读深深影响着徐北文，
他不仅爱书、读书，勤勉好学，且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自幼父亲要求他读

“四书”及《诗经》《书经》《周易》等，先
用工笔小楷抄录，再诵读，直至背诵如
流，这种“眼到、口到、手到”的训练，伴
随他的一生。治学之道，他完全是边摸
索边总结，比如，他崇尚学中有乐，“学
海有涯，目录学作舟”，这是读书的门
径，多读多写则是他做学问的秘籍。在
正谊中学读书时，他经常吃烤地瓜充
饥，把买早餐油条豆浆的钱省下来买
书。工作后，只要每月一发工资，他便跑
书店、逛书市，与工作人员都很熟络，有
时候可以赊欠买书；长此以往，他与售
书者结为志同道合的老朋友，很多大小
书商经常登门为他推荐一些古书、旧
书的好版本，譬如，曲水亭的李子谦、
南门友竹山房的吕少周、小布政司街

宝丰泰的刘汉卿、集古斋的贡世
卿和贡文毓，与他因书结缘，相
交甚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对
他来说，政治运动是躲不过去的
劫难，“文革”前后二十年间，他始
终没有放下阅读，最恶劣的环境
中，饱受双重的精神折磨，他执
笔完成几十万字的《中国诗词格
律通论》初稿。

“故乡有人才如先生者，竟
无所知，真愧对桑梓矣。”季羡林
先生曾这样评价徐北文的文章，
这里面既有桑梓的拳拳深情，也
有学术的殷殷赞叹。

徐北文先生位于杆南街三
十九号的住所，见证着他后半生
的读书与著述，他的书房里有一

个可以转动、四面皆可放书的方形书
架，书架上放着常用的书籍，平日里他
不用起身，便能信手拈来。有意思的
是，书架上还贴有“书不外借”的条子，
他在《藏书与借书》一文中请求“亲友
莫怪”。事实上，他是惜书如命，受儒家

“仁民爱物”的思想浸润，他说，“对于
书籍更应特意爱护，并非出于吝啬，而
是求得良心的安适”，此乃读书人的大
家风范：对待学生从不吝于扶持，面对
新人从不保留所得，他的藏书最后都
无偿捐赠给了济南职业学院，这些便
是最好的说明。他的书房命名为“海岱
居”，源自他的姓氏和籍贯，“取名‘海
岱’者，《禹贡》云，‘海岱惟青州’，蔡沈
注云，‘青州之域，东北至海，西南距
岱。岱，泰山也。’……昔年曾请王仲武
兄刻了一方图章，文云，‘泰山民东海
氏。’因为泰安城市是我的出生地，而

‘东海’又是我姓氏的郡望，所以‘海
岱’……可以概括我的姓氏和籍贯。”
家中门厅挂有他的一副对联，“心仪大
山，神游四海；书开万卷，尚友百家”，
带着体温的墨迹，氤氲出读书人的风
骨。临终住院期间，病床上的他依然手
不释卷，读宋人笔记《鹤林玉露》，他的
最后一部著作《海岱居文存》也是在这
个时候定稿的。
如果说书缘中可照见徐先生的不

渝初心，那么诗情中则蕴藏着他的宽
厚仁心。这要从济南文坛的一段佳话
说起。徐北文与孔孚、孙静轩、任远，被
人们称作当代“济南四大才子”，他们
也是志同道合的老友。“静轩豪放，孔
孚热烈，我则是跅驰不羁的人，只有任
远却是‘温良恭俭让’。四个人游山逛
水，品茗纵谈，因三个人都是外铄，只
有一个内敛，我们仍然被目为自由放
任的少年气盛的一伙。当年的意气风
发，令后人回味不尽。”

“故乡固有情，山水亦有情，亲人
固有情，世间亦有情，大至于宇宙万
有，小至于一草一木，在有情人的眼
里，都是一家眷属。”一个“情”字，由腕
底至心底，流转出脉脉情谊，如市井的
无名泉，清澈，澎湃。1997年，孔孚先生
逝世，他悲痛送别。2001年，任远先生去
世，他含泪悼念，笔墨之间，情谊永存，

“风雅不朽，文章千古；音容宛在，德泽
永存”。

2005年的一个冬日，徐北文先生驾
鹤西去，桑恒昌先生作诗怀念，“你就
像你笔下的朝阳/把翠绿给了叶子/把
红润给了花朵/把金赤给了谷米/留下
全部色彩/带走一身清寂”，这全部色
彩，最终幻化成了满天云彩，在满城泉
水的光芒下大声说着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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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在地图上看到济南东
北方向上有一座名叫华山的山。到了
小学四五年级，我在课外诵读读本上
读到了赵孟頫的“云雾润蒸华不注，波
涛声震大明湖”，才明白华山原来就是
华不注。从出生到现在二十八年了，我
还一次没来过华山。直到最近华山景
区整修扩建，以至在国庆期间霸屏，我
才动了初访华不注的想法。

在历山北路下车，沿华山西路向
东望去，在两三公里外就能清楚地望
见整个华山。诗仙李白在《古风(其二
十)》中写道：“昔我游齐都，登华不注
峰。兹山何峻秀，绿翠如芙蓉。”是的，
现在还是这样。一千多年过去了，华不
注掌握了冻颜的诀窍。山上植被依然
青翠茂密，山体挺拔险峻。

来到山脚下，山四周如今已被改
造成人工湖，起到美化景观、调节气
候、涵蓄洪水之效。

上华山前，首先要路过华阳宫。迈
过朱红色的高门槛，映入眼帘的是若
干株参天古柏。树干上的铁牌标注着
它们成长于宋元时期。往事越千年，弹
指一挥间。历经王朝更替与战火侵袭，
它们仍屹立于此，成为历史的活化石，
关注着泉城每一天的变化。

华阳宫内供奉的神灵有些复杂，
有佛，有道，还有其他各路神仙，甚至
还有肉体凡胎，比如忠祠。看过祠外石
碑上的介绍才知道，原来他是齐国大
臣逄丑父。之所以能在此共享香火，是

因为他与华不注有一段渊源。春秋时
期，齐顷公伐晋，结果兵败困于华不
注。逄丑父让齐顷公换上士兵服装，自
己则换上主公的战袍，并让主公借取
水之机逃跑，由此避免了国君沦为俘
虏的结局。曾巩在《华不注山》中感叹
道：“丑父遗忠无处问，空馀一掬野泉
甘。”逄丑父危急之中镇定自若，为主
公赴汤蹈火，现在进忠祠配享，可以说
是名副其实。
继续往北走，是三教堂。这当然不

是西方的教堂，而是儒、释、道三教。堂
内从左至右分别是孔子、释迦摩尼、老
子的塑像。我看栩栩如生的塑像正看
得入神，忽听得房梁上有翅膀拍打的
声音。叽叽喳喳，原来是几只麻雀在此
歇息。心中初想，这大概就是“山光悦
鸟性”的意境吧。而后再深思，这应是
鸟儿有了灵性，在庙堂内聆听圣贤的
箴言；而孔圣人、释迦、老子也来者不
拒，普渡众生，一花一草、一鸟一木，皆
在救助之列。

再往后走，是关帝庙。关帝庙前后
两间，共有两座神态不同的关公像，一
个正襟危坐，遥望远方；另一个全神贯
注地阅读《春秋》。走遍华阳宫各殿，只
有关公像让我觉得最威严。也许是看
过《三国演义》的缘故，我总觉得关云
长会在游客离去之后悄悄显灵，在院
内踱步，饱览华不注的美好景色。

静谧古朴的华阳宫，竟有一种难
以置信的力量，让人们的心灵得到净

化，行为受到约束。在这里，虔诚的信
徒向佛祖、菩萨祷告；小孩子不小心踩
在了神像前的垫子上，母亲要求他用
手把踩上去的灰尘拂去；人们自带垃
圾袋，使庭院里留下的只有来往的足
迹。这恐怕不是简单的敬畏和崇拜，而
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传统文化的
敬重和爱护，人们在此找到了认同。

看过华阳宫之后，就剩最后一
项——— 登山了。华不注在市内群山中
算是比较陡峭的了，与英雄山不是同
一等级，即使与佛慧山比也有过之而
无不及。华不注的外貌特点可以概括
为“60度”。从任何一个方向看，山体都
近似于等边三角形，山上台阶的坡度
目测也在60度左右。特别是接近山顶
时，我几乎手脚并用，中途休息了四五
次，才最终登上了山顶。

结束华不注之行，有两件憾事令
我印象深刻：

其一是关帝庙内的壁画。殿堂内
的部分壁画被刷上了政治宣传标语。
这大概是“文革”期间遭到破坏的，已
无法复原，令人惋惜。

其二是华不注旁的卧牛山。卧牛
山同为“齐烟九点”之一，但上世纪末的
非法采石活动，导致山体几乎被挖成平
地。虽然此次华山重修将卧牛山纳入规
划加以修复，但也难以重现昔日之貌。

令人欣慰的是，我们从中吸取了
教训，这就是我把它叫作新华不注的
原因。青山依旧在，旧貌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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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北文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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