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家乡新城

镇坐落在海河南岸，与塘沽虽距20里，但

多少年来一直被“九河汇入似万马，潮来天

地作合声”的海河阻隔，两地民众来往十分

不便。

在我的记忆里，家乡的人们到塘沽上

班、购物、就医、就读、亲友来往，全靠大梁

子及东西沽渡口的摆渡船。来往人多经常

要用较长时间排队候船，若遇大风大浪大

雾等恶劣天气就停止摆渡。那时每到冬季

就有人图方便，冒着生命危险跑凌过河，因

此落入冰窟溺亡的悲剧时有发生。

更为不便的还有农产品进城运输难。

计划经济时代，国家对粮食蔬菜等生活物

资统购统销。我所在的大队出售蔬菜大都

靠马车沿津沽公路绕道海河防潮闸，再过

轮船闸到达新港和塘沽。每次往返百十里

需要一整天。不仅蔬菜的新鲜程度大打折

扣，还要起早贪晚，累得人困马乏。人们望

“河”兴叹——隔河如隔山。

上世纪 70 年代，我在新城乡里工作。

每次到塘沽开会都要提前两小时出发，一

小时用在路上，一小时用在候船过河上。

记得有一次往大梁子渡口赶船，顶着大风

骑车一小时，浑身是汗。再买票检票，当我

推着自行车最后一个登上渡船时，只觉眼

前一黑就摔倒了。渡船靠岸才被众人叫醒

扶起。上岸后立即到药店买了药含在嘴

里。当时心想海河上建座大桥多好啊，让

过河的人不靠船，让送菜的车不绕远，让公

交车来往于城乡间……

1985 年我的大桥梦想得以实现。11

月 14 日我国最大直升式公路桥——塘沽

海门大桥建成通车。后来，又相继建成了

沿海高速、唐津高速海河大桥、海河开启

桥。更令人欣喜的是，天津首条海河公路

隧道——滨海新区中央大道海河隧道

2015 年 1 月 23 日建成通车。隧道通车车

流滚滚，大桥畅通物流如潮，从此海河天堑

变通途。它不仅方便民众往来，而且对招

商引资发挥了积极作用。

现在从小镇到塘沽只有十多分钟车

程，并有多路公交车来往城乡惠及百姓。

古稀之人每当翻阅珍藏的海门大桥等剪报

资料，特别是自己驾车驶过隧道大桥时总是

兴奋不已。这是我梦寐以求的隧道大桥啊！

这些跨越海河的宏伟工程似一座“丰

碑”，见证着家乡巨变，见证着党的十八大

以来滨海新区的飞速发展，见证着新时代

的绚丽画卷正在津沽大地上展现。

曾是梦里海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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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途中不期而遇的动物们
从日本的新千岁机场出来，我们找的

当地导游来接机并驱车去富良野的酒店，

转天去看薰衣草。天空中飘着细雨，暮色

四合，一天的舟车劳顿，使我昏昏欲睡。

突然，导游的车速慢下来，他说，一只

鹿正拦在路中央。我瞬间清醒，抬眼与一

只深褐色的小鹿四目相对，它的眼里有惊

恐与慌乱，呆呆地看着车里的我们，不知何

去何从。导游把车完全停下，直至小鹿慢

慢地走远。哎呀，这生态环境未免太好了

吧，来日本的第一天，与一只小鹿不期而

遇，让我的心情很愉快。眼前浮现一句优

美的话：“遇见你如同遇见一只带花的鹿一

样不易。”虽然我遇到的是一只没有带花的

鹿，但我的惊喜并未减少半分。

于是，想起去年夏天在越南的芽庄海

边，高温如烤，游人都泡在海水里避暑。岸

上的一只小土狗一路狂奔到海里泡了个

澡，游了几下泳，然后，它抖落身上的海水，

立在沙滩高处俯瞰海水里的众生。我以为

接下来它会心满意足地回家了，谁知它又

像猪一样幸福地在沙滩上连打几个滚，弄

得一身沙子走了。刚才的澡真是白洗了，

我替它万分遗憾。转念一想，或许它就觉

得这样才快乐呢，“狗生”的幸福人类怎么

能够体会。于是，这只狗在我的镜头里永

远快乐地张着嘴巴，眉眼间的表情仿佛是

在傻笑。

看完薰衣草的第二天，我们去了北海

道的洞爷湖。一直看惯了日本景点的迷你

精致，洞爷湖的辽阔与秀丽让我想起中国

的千岛湖。湖光山影，空气透明，恍若仙

境。在这里，我又不期而遇了一群海鸥。

海鸥一直跟着游船在飞旋。同船的孩子们

立在船舷，手里举着一根根虾条引诱海鸥

来抢食。海鸥们的胆子还真大，如一架架

迷你小飞机似的俯冲过来一下子就啄走了

虾条，逗得孩子们阵阵欢笑。美丽的海鸥

一会在天空翻飞，一会在水里游泳，天空是

家，湖也是家。湖水深蓝，山影翠绿，海鸥

展翅飞翔，拍出来的照片，张张像明信片

一样。说实话，洞爷湖如果没有这么多海

鸥，还真是单调乏味了许多，时间一久，也

未必能记住，泯然于众湖矣，再说国内的

杭州西湖、千岛湖也确实美得很。但是，

因为这群可爱的海鸥一路保驾护航，倒也

是一种特别的体验，以至于来过的朋友都

会说，洞爷湖的海鸥很多很多，可爱得要

命，不怕人的。

我就爱不怕人的小动物，它们径直在

人身边走来走去，让我觉得自己人畜无害

感觉挺好。不论是脖子一伸一缩的鸽子，

或者眼神狡黠的小松鼠，都能让我停下行

走的脚步跟它们玩上一会儿。

这次在日本还不期而遇了无处不在

的乌鸦，时不时地在我头顶上“啊……

啊 ……”地叫几声，初听上去有点吓人。

在我们国家乌鸦的啼叫被视为是不祥之

兆，但是，在日本乌鸦被视为吉祥之鸟，是

日本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神鸟。人的思维很

奇妙，只要你把事情往好的方面去想，也就

变好了，比如听多了乌鸦的啼叫，虽然并不

觉得有多好听，但也不觉得吓人了，估计再

听几天，会觉得乌鸦的叫声很酷很帅呢。

动物是人类最好的朋友，没有动物人

类该是多么寂寞，我也从不以为人类比动

物高出一等。不知谁说过：“你以为狗不会

上天堂吗？告诉你，它们会比我们任何人

都早到达那里。”

同意。

“特殊学生”
1975年11月初，我被指派到邻村一个

学校担任民办教师。校长分配我接手七年

级（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班）担任语文兼

政治课教学。

初次登上讲台，难免有些紧张。正在

我低头打开点名册准备点名时，突然听到

课堂上传来“噗嗤”的一阵笑声。难道是我

哪里做错了吗？一边迟疑一边探寻笑声的

发源地，“噗嗤”一声，我也禁不住笑了。原

来，我们村和我同时上学的同桌的那个半

大小子，如今正坐在学生中间，居然成了我

的学生。

下课后，好奇的学生们把我那个当初

的同桌团团围住刨根问底，他说：“这不明

摆着吗，人家学习好；我学习不好。人家跳

过两个年级，我留级一年。正好人家高中

毕业了，我上初中毕业班。”那个年代实行

的是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二年的学制。

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巧合。

特殊“师生”关系，引出不少特殊的故

事。一天放学后，他说有事找，于是在我的

宿舍（当时全校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为了

不干扰别人办公，老师找学生谈话都是在

宿舍）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谈判。这次谈判

达成的共识是：第一，作为学生，他尊重我

这个老师，绝不给我出难题；第二，作为老

师，我照顾他的尊严，课堂提问不点他的

名；第三，作为小时候的玩伴，互相尊重，绝

不在学校传播小时候那些“尴尬事”。

当然，作为当年的同桌，我对他照顾，

其他老师也多少受到影响，给他一些“优

惠”政策。因此，他也有一些优越感。一

次，周末放学，我骑自行车回家，刚出校门，

就听“嗖”的一声，车后坐上来一个人。我

扭头一看，正是那个小子。

“立起，在学校给你叫老师，总觉得不

好张口；不叫老师，还不知道叫啥好？”我灵

机一动：“叫老师多别扭，干脆你就给我叫

哥吧！”（庄下论辈儿，我得叫他叔；在农村，

侄子让叔叫大哥是最常见的玩笑话）他一

听，觉得不对劲，抡起拳头砸我后背：“你可

别惹我，进了咱们庄，我就有法治你了！”我

赶紧收场：别闹了，不然车子倒了，会摔坏

我的好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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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小絮——风骨清华人
张克澄为张维、陆士嘉之子，自孩童时期便浸淫在大师云集的清

华校园内，耳濡目染，从生活和学习中感受着大师之魂。华罗庚、钱
学森、林同炎、蒋南翔、常迵、黄克智、季羡林……从科学到教育，从医
学到文学，大师们的形象跃然于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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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先生面无表情，母亲紧张得

大气都不敢喘。等看完了，老先生

抬起头轻轻一拍桌子：“祝贺你，我

收你了！”这是改变母亲一生的决

定，也是母亲极大的荣耀。一向

以严厉挑剔而著称的普朗特教授

在关山门两年后重新收徒，收了

他学生中唯一的外国人、唯一的女

学生。

无巧不成书，母亲的小学同学

钱学森在美国也选择了这行，师从

著名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教授，

而冯·卡门正是普朗特教授的第一

个博士生。20世纪50年代钱学森

回国后，父亲曾开玩笑对他说，从

学术传承上来说，士嘉是你实实在

在的师姑。钱学森笑而不语，虽然

嘴上不说，心里却很明白，母亲和

他都是普朗特的传人、哥廷根学派

的嫡系传人。

在普朗特教授的指导下，母亲

学业精进，半年后获得了洪堡奖学

金。洪堡奖学金的金额比父亲的

庚款留学经费要高出近一倍。有

了这笔钱，生活费的问题彻底解决

了，母亲立即去信施今墨，表示感

谢资助，可以停止按月寄钱了。

1942 年，母亲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拿到了德国三等博士学位中的最

高级——一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母亲

被选为全国妇联 执 委 ，所 到 之

处 ，总 要 给 女 学 生 们 讲 自 己 这

段求学经历，鼓励女生自尊、自

爱、自立，奋发向上，不惧权威，

积极向学。

宗师

普朗特在收下母亲后，给她列

了个听课名单——授课教师全是

哥廷根大学的知名教授。母亲

接过名单后一个问题也没提，回

去 精 心 准 备 ，从 W 教 授 的 物 理

课听起。

她早早来到教室，坐在第一

排，上课时认真听讲、埋头记笔记，

下了课抬腿就走。几堂课下来，W

教授注意到了这位东方面孔的小

姐，心中充满疑惑，讲课中不时看

她一眼，分明是在问：你是谁，为什

么来听我的课，你能听懂吗？

又一堂课后，母亲刚站起来准

备离开，W教授叫住了她：

“对不起，小姐，你是不是走错

教室了？”

“这不是206教室吗？”

“是的。”

西方人的教养使得他没有再

追问下去，生怕由于自己的猜测冒

犯了女性。又过了几堂课，W教授

见母亲仍然如此，实在忍不住了：

“小 姐 ，你 确 定 是 来 听 我 的

课的吗？”

“是的，W教授。”

听到肯定的回答后，W 教授

小心地追问了一句：“我的课你能

听懂吗？”

母亲微微一笑：“教授，您的

课讲得很好，将我过去学过的知

识重新梳理了一遍，我真的是获益

匪浅！”

W 教授这才明白母亲早已掌

握了这些知识。他不禁好奇心骤

起：“你学过？那你为什么还来

听呢？”

“我的教授指定我来的。”

“你的教授是谁呀？”

“普朗特。”

W 教授听到普朗特的名字时

大为惊讶，连连说：“他又收学生

了？哎呀，那我的课对你来说太浅

了，太浅了。”

从那以后，W教授对母亲多了

几分尊敬，讲着讲着有时还会问

她：“我没讲错吧？”

这段故事，我们姐弟俩从小就

通过父亲的讲述耳熟能详。我们

俩对这位从未谋面的普朗特教授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缠着母亲问

普朗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也许

是因我们尚小，更可能是当时的氛

围令母亲不愿谈及她在海外留学

的经历，我们对普朗特知之甚少，

依稀中只知道他的名气很大。

没想到20年后，我却有偶然的

机会亲眼见证了普朗特的威力。

这要从父亲说起。父亲 1946

年回国前，曾在瑞士时属 BBC（布

朗·勃法瑞公司，简称BBC）的一家

公司担任理论设计工程师。在得

知父亲决定回国时，公司颇为不情

愿，要他推荐继任者才同意放行，

父亲遂介绍钟朗璇（上海交通大学

本科生，清华 1936 年留美庚款生）

接替自己的工作。钟朗璇不负众

望，到20世纪70年代初，升至该公

司总工程师，而此时的BBC已经是

世界上最大的蒸汽轮机制造商，能

生产当时世界领先的 60 万千瓦蒸

汽轮机。

此时，哈尔滨汽轮机厂正为生

产30万千瓦蒸汽轮机攻关，遇到很

多技术难题，在该厂工作的清华电机

系毕业生向母校求援。 （连载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