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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津渡是镇江继金山、焦山、北固
山、南山后的又一座闪亮金矿。早在春
秋战国时期，西津渡称之为“西渚”，是吴
楚地域古渡。三国、唐朝时期因渡口在
镇江西边蒜山北侧，又被称之为“蒜山
渡”和“金陵渡”。后因镇江东边有北固
山“甘露渡”，西边便叫“西津渡”，距今已
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镇江当地人还将
其称之为“五十三坡”。

1940 年，我六岁，生父病故，早年在
西津渡一家“老虎灶”（茶水店）打工的母
亲便把我接到身边。我们寄居于“老虎
灶”对面的张记木器行，这家木器行前店
后作坊，老板是我扬州外婆家亲戚，店内
生产销售木桶、脚盆、风铃等木器制品。
每日天蒙蒙亮，母亲便去对面“老虎灶”
上班，出门前一再叮嘱我“勿乱跑，就在
附近玩”。头两个月我还守规矩，但日子
一长便忘记母亲忠告，经常到弄堂茶楼
听老人讲西津渡《昭关》：当年“伍子胥闯
昭关，一夜急成白发”；还有“杜十娘从南
京到苏州，船至西津渡江心甩八宝箱”，
还有五十三坡与观音洞善财童子等各种
神话故事。一日，老板娘发现我既不在

“行内”，也未在附近找到我，便急匆匆地
跑去“老虎灶”告知母亲：“五姑娘（母亲
乳名），小狗子（我乳名）不见了！”母亲向
店主请假后便与木器行一名伙计分别在
西津渡寻找。记忆中西津渡的街并不
长，但是每天人来客往，尤其在清晨早
市，街内人头黑压压一片。镇江曾是国
民政府江苏省会所在地，那时苏南苏北
客商们在此“过江”，往返于大江南北；加
之镇江本是人口众多，当时有近两万人
在此谋生。在茫茫人海要寻一个小孩，

哪里去找？据后来母亲说，她从观音洞、
石塔、救生会一直向东沿着大西路找，直
到大华影剧院，逢人便问。眼见人越来
越少，她掉头转身进“小街”，终于在“小
街”北侧一个烧饼摊前寻到我，此时已经
下午两点多钟。我的走失引起了张老板
夫妇的警惕，担心日后再次走失不好向
老家亲戚和我母亲交代。夫妻合计后，
劝我母亲改嫁，母亲并未立即答应。但
考虑到我将来长大成人，长久寄养在人
家也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是答应老板
娘并委托他们夫妇在城市物色一个比较
好的“丈夫”。

在那个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
有钱人家不可能娶一个带着小孩的寡
妇，母亲想在城里找一个托付终身的人
的愿望很难达成。张老板夫妇最终于
1941年在丹徒县农村乔家门一家刘姓农
民家为我们母子找到了安身之处。刘家
父子兄弟三人，老大27岁仍未娶妻，比母
亲小一岁。他原先在上海一家食品店工
作，后因日本人将店铺炸毁，只得回家种
田。刘家上无片瓦下无分田，靠种租田
养家糊口。我刚到继父家第二年清明过
后，便到别的村庄帮别人家放牛，农历三
月至十月吃住在东家，有两斗米的酬
劳。继父农忙种租田，农闲时自制一辆
手推独轮木车帮米行运送稻谷。冬季继
父还去石马、韦岗、小衣庄等地，向农民
收购“柴火”，次日卖给市区的工厂商店
和居民。独轮车每次可运柴火四五百
斤，或稻谷六七百斤。冬季我不在人家
放牛，继父便让我“背线”。所谓“背线”，
就是我用绳子套在肩膀上在前面“拉
纤”，他在车子后面推。但凡装运“山柴”

路过七里甸营房，便被日本鬼子拦下，没
收进营房还分文不付。我们父子为了绕
开七里甸兵营关卡，夜里便开始走远路，
从乔家门至牌湾走镇句公路，绕行十里，
多花两个小时。继父还打听到，西津渡
相较于牌湾，柴火不仅更好卖而且价格
还高二成，但苦于独轮车难以在京畿路
上推行，且五十三坡的台阶也过不去，便
决定将车子停在牌湾附近，再分两次挑
担进西津渡等买主。这样的拉纤卖柴生
涯，直到1947年我赴上海学生意才结束，
至此我告别西津渡，时年13岁。

每当回忆拉纤卖柴之事，自然联想
起五十三坡，当年西津渡老人传说：早在
远古时就有一位善财童子，虽家有万贯
黄金，但看破红尘，一心想修行成佛。遇
到文殊菩萨，问其如何成佛？文殊菩萨
指点他去问五十三个老者求知识。这小
孩吃尽千辛万苦，经过五十三个关口磨
难，终于成为观音菩萨座下的善财童子，
古时镇江正好有他求教的第五十三位老
者，这也便是让人爬五十三级台阶过“昭
关”进观音洞的来历。当然，这只是神话
传说，而我就是活生生的“卖柴童子”呢！

2000 年我退休后写了《人生回忆
录》，第二年清明回镇江祭祖扫墓，在三
妹夫的陪同下寻访当年的“张记木器行”
和母亲打工的“老虎灶”。2001年的西津
渡，街内行人稀少、店门紧闭，楼房门窗
油漆脱落，陈旧不堪。我漫步在青砖街
道上，逢人便问“木器行”和“老虎灶”的
情况，都未有人知晓，以致我的寻根之旅
以失败告终，因此成为我终生遗憾。我
内心一直想：当年如果没有“张记木器
行”提供住处安身；没有张老板夫妇一再

劝说母亲改嫁，并为我找到忠厚淳朴、勤
劳善良的刘姓继父；没有乔家门邻居介
绍我来上海学生意，我的人生肯定要重
新改写。

2015 年清明节，因五洲山净因寺修
建，父母合葬墓需迁移，我们夫妇率领小
辈们回乡迁坟。返上海前，三妹女婿提
出要在西津渡的某饭店宴请我们全家，
我惊奇地问道：“十四年前的西津渡不是
已经没有饭店了吗？”妹夫忙解释道：“今
天的西津渡不再是十四年前陪大哥你寻
故的西津渡，更不是你六十八年前住过
的西津渡了。近几年镇江市政府拨款按
古街原貌将其修缮一新。部分工厂居民
迁出西津渡，不仅保留了老文物还增加
了新的景点。”

当我再次重走阔别了十四年的西津
渡古街，浓厚的文化气息让我肃然起
敬。刚踏上古道，墙壁上三个黑色大写
繁体字“老码头”便映入眼帘，大字前面
还站立着一古一今两个栩栩如生的人像
雕塑，街内“老码头茶馆”“镇江茶馆”“城
市餐厅”等各类商号、酒楼门前大红灯笼
高挂，酒旗飘荡。镇江特色风味小吃，吊
足游人胃口。唐宋元明清的文物遗迹古
韵犹存，还有现代玩的吃的各领风骚
……

如今，西津渡的商铺和居民不再使
用柴火和煤炭当燃料，家家户户早已用
上天然气和电磁炉。当初西津渡昭关进
口云台山上的英国领事馆，现已成为镇
江博物馆。今日西津渡正如美籍华人作
家韩素音赞叹的那样：“走进西津渡古街
仿佛走进了一座天然的历史博物馆！”

最近得到刚刚出版的 《冰心日记》，便迫不
及待地阅读起来，尤其想找找有没有关于闻捷的
记载，遍寻未见。不过有几处关于镇江的记载倒
是安慰了我，于是也作一移录，以飨读者。

1958年 4月 17日至 5月 12日，冰心以民进中
央委员会委员与作家的身份，参加民主党派组织
的江南与上海的视察、参观访问。4月 23日，冰
心从镇江去扬州，冰心写道：

晨7时许，离南京，8∶15至镇江，进市时看
见金山寺，据云距城四五里，有民建秘书等请我
们在宴春酒楼吃肴肉等。10时离开镇江，坐小船
东下，一路上看见北固山上有甘露寺，以下又有
象山、金山、焦山，所谓之“独立中流喧日夜，
万山无语看焦山”者是也。

4月 26日，冰心又离开扬州到镇江，冰心写
道：

晨 8 时 20 分，离扬州至六圩码头，因晨有
雾，火轮误点。12时才至镇江，仍在宴春午饭。
饭后到金山寺，寺门口写“江天禅寺”。因大殿
与藏经楼均在解放前被焚，倒觉楼前空旷。看了
文物陈列室，存物尚佳，但标题有错误，如大理
石灯火之女像误为马列画像等。后沿层上山，至
江天一览，慈寿塔系为慈禧六十寿建，此寺源于
东晋，每代必毁于兵火，旁有法海洞，又有白龙
洞，有青白石刻青白二蛇女像。到食堂吃点心
后，至“天下第一泉”，王仁堪做镇江太守时所
发现的“第一泉”，看金山寺，柳堤一带甚为美
观。

冰心记镇江的文字无疑也是弥足珍贵的。五
年后的1962年4月19日，朱德同志、陈毅同志与
在京诗人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举行座谈会，有几
十位诗人参加。冰心先生与镇江籍诗人闻捷都参
加了这个座谈会。

今天我们在电视古装戏里看到的那些个历史
人物，几乎个个明眸皓齿、口吐芳香，而在古人
的实际生活中，他们真的牙齿很白、护齿有方
吗？古人又是从什么时候采取什么办法开始漱口
刷牙、保护口腔的呢？

在敦煌壁画“劳度叉斗圣图”里，可看到古
人用手指揩牙的场面。但比这更早的是，春秋时
期的孔子在 《礼记》 中记载：“鸡初鸣，咸盥
漱。”这说明，我们的先人在春秋末期，就开始注
重口腔卫生了。

《礼记》中虽然只有“鸡初鸣，咸盥漱”短短
六个字的记载，但却是我国关于人类漱口的最早
记录文献，时间是 3000多年前，比起希腊人、罗
马人、希伯莱人及佛教上关于使用洁牙剂的最早
记载，至少要早500年。

北宋政和年间 （公元 1111—1117年） 官修医
书《圣济总录》有《揩齿》一节，说的是“揩理
盥漱，叩琢导引，务要津液荣流，涤除腐气，令
牙齿坚牢，龂槽固密，诸疾不生也。”它把中国人
重视口腔卫生的观念，推演到了12世纪初。

那个时候，“每日早晚揩齿”“每日如常揩
齿”，说明我们在宋代时期的祖先们，是天天刷
牙，并且是早晚都要各刷一次的。

西汉 《史记·扁鹊仓公传》 中，还专门指
出，“食而不漱”容易引起龋齿。龋齿就是不平
整，牙齿生了蛀虫，又怎可能平整呢？

《诗经·卫风·硕人》中，把美女牙齿形容为
“齿如瓠犀”，对牙齿参差不齐者称之“龃龉”。这
也是华夏文明追求牙齿美的早期记载，暗合了人
类后来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前行。所以，对不齐为
龊、不正为龇、不平为龋者，没有好印象。

关于“漱口”的记载，见隋代巢元方著《诸
病源候论》：“食毕常漱口数过，不尔，使人病龋
齿。”这里指的是饭后漱口，更有人主张晚上漱
口，认为晚上漱口对保护牙齿有更大的效果。

宋代张呆著《医说》“世人奉养，往往倒置，
早漱口不若将卧而漱，去齿间所积，牙亦坚固。”
后来有更多人主张，每天早晚两次漱口，以保持
口腔卫生。

在刷牙工具没有发明之前，古代漱口普遍采
用含漱法，以盐水、浓茶、酒为漱口剂，唐代孙
思邈著 《备急千金要方》：“每旦以一捻盐内口
中，以暖水含……口齿牢密。”《延寿书》有用浓
茶漱口的记载，“凡饮食讫，辊以浓茶漱口，烦腻
既去，而脾胃自和，凡肉之在齿，得茶漱涤，不
觉脱去而不烦挑剔也。盖齿性便苦，缘此渐坚牢
而齿蠢且自去矣。”

不过，更多史料显示，人类在早期，清洁口
腔普遍采取含漱法。后来，才发展到既漱口、又
刷牙，二者兼用。

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就不难发现，像贾
宝玉这些生活极其讲究的贵族哥们，不但天天漱
口刷牙，而且漱口还用青盐。官宦人家把含氯化
钠的青盐雕成棱柱形的块状结晶体，平常百姓家
莫说享用，我估计连见也没见过。

冰心记镇江
□ 沈晓昆

戏说人类刷牙史
□ 谷显刚

20世纪80年代，报纸杂志、街头巷尾
谈论得最多的当数“女排精神”。1979年
底，中国女排首夺亚锦赛冠军，成为“三大
球”中第一个冲出亚洲的项目。从 1981
年到 1986 年，中国女排创下了世界排球
史上第一个“五连冠”，震惊了全世界。当
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百废待兴，
充满希望却又迷茫。女排的胜利，使中国
人真实地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
感。“学习女排、振兴中华”成为时代的最
强音。

其实，早在 1980年，中国女排就曾经
和日本、美国两国女排在市体育馆进行过
友谊赛，这是体育馆建成后的第一场重大
赛事，也是我市体育史上一次重要的外事
活动。

当时，于 1978 年建成的市体育馆场
地新，硬件设施好，在沪宁线上，仅次于五
台山体育馆。体育馆有一个工作人员叫
金玉坤，是从省排球队退役的，和国家队
主教练袁伟民是队友。机缘巧合下，袁教
练了解并选择了镇江体育馆来进行热身
赛。

据曾经担任过体育馆馆长的彭钦彦
女士回忆，当时，本应是中日美古四强来
镇进行友谊比赛，但古巴队因故临时缺
席。来的三支队伍，队员个个都是明星球
员：如中国队的郎平、孙晋芳、周晓兰、陈
招娣；美国队的主攻手、当时世界三大扣

球手之一的海曼；日本的江上由美、佐知
子……女排队员们素质高，气质好，平易
近人，给人一种说不出来的舒服。

虽然只是友谊赛，但大家都非常认
真，比赛的激烈程度不亚于世锦赛。队员
们刚从南京赶到镇江，下车伊始，就投入
到紧张的训练当中去。为了让女排队员
尽快适应场地，袁伟民教练提出，请体育
馆给中国队多安排些训练时间。“袁伟民
是位儒将，无论是在训练，还是比赛中讲
解语气总是那么平和。”彭钦彦回忆道，他
就像运用孙子兵法，排兵布阵，不急不躁，
整个团队的氛围十分融洽，训练也轻松高
效。日本队的风格却截然相反，主教练十
分严厉，情绪化特别严重。训练时，陪练
都是直接把球往球员身上扣发。有球员
被球打得爬不起来了，教练也不放过，仍
旧要求队员立刻爬起来继续进行训练。
比赛输了球，教练大声训斥运动员，队员
们脸色沉重，站在那里“嘿-嘿-”不住点
头应和。而美国队休息室则相对封闭，神
神秘秘，不让外人进入。

那几天，体育馆的门票一票难求。想
一睹国手风采，却苦于没票的市民，把体
育馆围得水泄不通。每天，馆四周的玻璃
窗上，贴满了一张张向里面探视的脸。每
场比赛都座无虚席，欢呼声，呐喊声，随着
比赛的进行高潮迭起。特别是有中国女
排出场的比赛，热情的声音似乎能冲破体

育馆的屋顶。
我市两位老摄影家庄润贵和陈大经

参与了这次比赛的全程跟拍。陈大经说，
虽然中国队在 1979 年夺得了亚锦赛冠
军，但当时日本队的实力是强于中国队
的，曾六次获得世界杯冠军，被人们称为

“东洋魔女”。友谊赛中中国队能够战胜
日本队，一方面是因为女排队员永不言弃
的拼搏精神，另一方面，中国队主场作战，
镇江的观众非常给力，拼了命地加油助
威，中国队才能士气如虹，高奏凯歌。

比赛间隙，他们陪同女排队员，参观
了金山和焦山。大家兴致很高，虽然语言
不通，但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交流。陈大经
拍的都是大场景，还抓拍了海曼的特写，
庄润贵则给中国女排的教练和队员拍摄
了彩色标准像。陈大经说，那时彩色照片
很少，彩色胶卷更是难得，他们用外汇才
买到较好的德国胶卷。照片放洗成12英
寸。遗憾的是，陈大经拍摄的照片在几次
搬迁中，遗失不少。庄润贵家后来不幸失
火，留存了几十年的老照片全部被大火吞
没。

“谁也没想到四十年后，我这老照片
成了当年镇江体育外事活动最好的见
证。”陈大经感慨地说。后来，中国女排又
来过两次，而自从来过镇江后，球越打越
好，开启了全胜模式，创下了世界排球史
上第一个“五连冠”。 （陈大经 图）

1980年，中国女排“全胜模式”
从镇江开启

□ 贺 莺

我记忆中的西津渡
□ 王大章

中日两队比赛郎平拦网

赛前热身赛前热身中国队阵容中国队阵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