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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那年，我毕业了

2022年7月19日 星期二 本版编辑∶殷健灵 编辑邮箱：yjl@xmwb.com.cn

福建的冰心文学馆创办人
之一、文学研究者王炳根是我同
乡，得武夷山出产名茶的地利，
识茶、好茶、饮茶、沏茶，在坊间
颇有知名度。每有相聚的机会，
同好者便以他为中心围坐，听他
神侃茶道茶艺，看他有板有眼地
沏茶，欣赏他在整个过程中不辞
辛劳的投入和愉悦，夤夜方散。
他从来是乐此不疲，详尽讲述随
身携来的种种名茶：哪一包产自
哪片山、哪株树，采于何年何月
何日何时，何以会有桂圆、荔枝、
糯米、茉莉……种种香味，我听
得入神，常常瞠目结舌，形同白
痴。那时，我写毛笔字的兴趣还
在，听说他为了经常与茶友欢
聚，专门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一间
茶室，我特地写了“第一好茶”四
个毛笔字寄去助兴。其中的
“好”字，有两种读法：读作上声，
指他享用的、送人的、收藏的是
“第一好茶”；读作去声，指他是
“第一好茶”之人。

茶与烟、酒一样，是人们满
足基本食欲之后的嗜好，有很大
的普遍性，却又因为各人经济条
件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我因为
能力的限制，一直无缘进入发财
致富的行列，对烟酒茶虽然也有

过嗜好，但趣味始终处在粗俗低
级的水平。
学会抽烟是在乡下，抽的是

当地人的黄烟：竹烟筒，中间吊
个小布袋，烟斗装了烟丝，只够
抽一口，敲掉，接着装烟丝。后
来进了县城，隔三差五熬夜写公
文，开始抽卷烟，平均一天至少
两包，都是最便宜的那种白纸盒
烟。嗓子、牙齿都熏坏了，只好
戒掉。
学会喝酒也是在乡下，喝的

都是当地人自酿的烧酒，热辣如
火，入口即浑身滚烫，甚是过
瘾。从此喝酒，只问是否热辣，
至于名头、价格之类，概不介
意。倘若主人盛情，款待以“国
际的”“世界的”“香飘百年的”
“名人要人非此不喝的”，很惭
愧，我只能是暴殄天物。用我插
队地方的土话说：“乌龟吃大麦
——糟蹋。”
茶在我这里完全属于“酒困

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
（宋 ·苏轼《浣溪沙 ·簌簌衣巾落

枣花》）——实用性的那种。口
渴了，一通牛饮，摸摸胸口，长出
一口大气，上下通泰，如此而
已。至于是不是琼瑶仙芝、宫廷
贡品、祖传秘制，愿意洗耳恭听，
但只当勾栏瓦肆传奇，听过即
忘，如风过耳。
客居岭南之后，有朋友热心

告我，此间某市，众多富豪藏有
巨量名茶，老树普洱几十万元一
饼。富豪们时以斗茶为乐，一泡
茶价以万计。
说起这些，朋友艳羡不已，

似乎仅仅是知道这些，也十足沾
光，许诺有机会一定领我去开开
眼界。
有钱当然好了，只要来路合

法，无可非议。我私心只是认
为，人以群分，对于那些高不可
攀的群体，犯不着觊觎，所谓“庶
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
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
觎。”（《左传 ·桓公二年》）更不必
激动。虽然向往财富、向往成
功，是时人的主流价值观，但一

个人保有起码的自知之明，不拿
自己无法企及的别人的标准当
生活目标，至少对自己的身心健
康是有好处的。
茶是世间万千草木的一种，

其特性被发掘后，经历代风雅文
人渲染，饮茶成为一种文化行
为。进入广泛流通，又染上了商
业色彩，各种品类竞相以天下第
一自封，其买卖的价钱远大于其
本身的生物品质乃至我们常人
可以想象的附加值，对有些人群
来说，喝茶的意义更多的已在财
富、地位、荣耀之类的社会和心
理层面上了。
我给炳根兄写“第一好茶”，

不过是朋友间的一种善意的戏
谑。炳根兄享用的、送人的、收
藏的是不是“第一好（上声）茶”，
以及他是不是“第一好（去声）
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朋友
之间的一种打趣，炳根兄并不会
当真，当真了，就难免“戆大”了。
道理再简单不过，所谓“第

一”，都是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出
来的。在某个范围是“第一”，在
另一个范围可能是最末。如此
看来，世界上凡以“第一”为标榜
的，无疑都是一种愚不可及的愚
蠢，无论人、事、物。

陈世旭

第一好茶
翻开这本《风骨》之前，我在脑子里做了很多设想。
舒晋瑜是一位在文化圈，尤其在文学圈颇有影响

也很有成就的记者，她本人也是一位作家，那么，她刚
出版的这本名为《风骨》的新作品，副标题是“当代学人
的追忆与思索”，又是如何追忆，如何思索的呢？换句
话说，她是用什么风格和方式来书写这个“风骨”的呢？
让我没想到的是，翻开这本书，一下就读了进去。
可以这样说，对读者而言，这本《风

骨》似乎有一种巨大而又无形的吸力。
这种吸力还不仅是来自平实而又细腻的
讲述语言，同时也来自于作者深入，但并
不故作高深的思考，以及她坦诚的表达
方式。仅就这几点，面对所追忆与思索
的对象，大都是鲐背之年且学贯中西、著
作等身的学界和文学巨匠，就非常不容
易。因此，我由衷地佩服晋瑜。她在记
述与这些学人的接触时，给人的感觉并
不是记者，也不是简单的采访，这就使她
与这些采写对象在心灵上的沟通与碰撞
所形成的形而上的时空，已经远远大于
采访和接触时的物理时空。
应该说，这种写法也曾有人有过努

力的尝试与追求，但很难达到。
尤其面对这样一些学界、文坛的耆宿，尽管晋瑜已

是一位很有经验的记者，而且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作家，
但她毕竟还相对年轻，况且这些巨匠也各有各的领域，
但从这本书中不难看出，她与每一位学人的接触以及
对他们的成长过程、在各自领域的成就与地位都举重
若轻，甚至是用一种娓娓道来的方式从容地讲述出
来。这也正是她作为一个记者，实际也是一位专栏作
家，与其他同行的不同之处。她的思考
与思辨，表述与表达都是以文学的方式，
或者说是舒晋瑜式的方式，如此一来也
就使她的采写对象有血有肉，给人的感
觉呼之欲出。
以我这样一个媒体外行来看，这种“专访”往往会

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站在采访对象的对面，我问，你答，
你说，我记，也就是所谓的“录音笔”方式。这种方式最
大的特点就是可以记录得很精准，但有一说一，说一记
一，仅此而已。另一种方式则是站到采访对象的角度，
感受他的感受，思考他的思考，悲喜他的悲喜，过往他
的过往，以自己的心灵去与对方的心灵沟通，而且在沟
通的同时发生碰撞。前者，此处不做评判。但我觉得，
晋瑜是属于后者。惟其如此，她在这里的追忆与思索
才深，且沉，而且饱含情感。
这也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有一种感觉，似乎在随着作者

的采写过程，更准确地说是她的笔触，与她一起穿越在
不同的也是特定的历史时期。而随着这样的穿越，她
所记述的一位位学人，也就真真切切、眉目清晰地出现
在面前，他们是巨匠，其实也是普通人。
我试图用一种表现手段来描述作者的这种写法。

也许，是用一种像素很高的相机拍摄的黑白照片？朴
实，真实，没有刻意的色彩。但似乎还不准确。抑或是
用一种工笔的手法画出的写意作品？似乎还不太全
面。也许可以这样说，作者是以这样的黑白照片为依
据，然后用工笔手法画出的一幅幅写意作品。这，也就
是她在这本书中，对一位位学人的追忆与思索。
因此，这是真实，也很坚实的“风骨”。
（《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舒晋瑜著，生

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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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的头一两年，大学
还没有扩招，学生们的黄金岁月还
停留在闹市。兰州大学就临着兰
州市区的主干道之一天水路，路的
尽头，是兰州火车站，大概只相距
一公里多点吧。天气晴好的时候，
站在兰大的校门口，可以清晰地看
到站前广场耸立的铜奔马和候车
楼顶书法家张邦彦先生古拙的“兰
州”二字。
空间上的近乎零阻隔，便使得

每年寒暑两季的聚散，变得
稀松而家常，毕竟“抬腿就
走”“下车即到”，在二十余
年后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远
了。而这种地缘和心理上
的优势，在聚散的重头戏——每年
六七月的“毕业季”，被放大成一种
独一无二的体验。
毕业的气氛从年后返校就能

明显感觉到了，并且随着气温和物
候的变化而不断酝酿，变得愈加浓
烈起来。同学们的去向一个个明
朗，毕业酒不知喝了多少回，衷肠
也一遍遍地倾诉，这些，都是“毕
业”的题中应有之义吧。等真正到
了最后这几天，我们的世界，仿佛
就浓缩在了学校到火车站这短短
的一公里间。

那时，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
伴随着滚滚钢铁洪流各赴前程，是
跨迈学校—社会界域的唯一路
径。那几天，我们就奔忙于学校和
车站之间，每一位同学启程的时
刻，都被清楚地标记出来。先走一
步的，被后行者簇拥着，行李被同
学们分持着，浩浩荡荡向火车站开
拔。坐不到车也无妨，大家分外珍
惜这相聚的最后时刻，一路欢聊到
车站。那时还有站台票卖，但在这

几天，车站也贴心地关闭了站台票
售卖口，只要是送行的，畅通无阻
到站台。
而这时的各个站台，仿佛都被

毕业季的同学们占据，看不到其他
旅客了——十几条、几十条欢送的
队伍汇聚在一起，再大的车站，怕
也容纳不下这么多的热情。车上
喧闹，站台上更是满溢着一张张稚
嫩、焦急、期盼、强毅的脸庞，歌吹
震地，沸反盈天。如果有不识趣的
站务员或列车员企图阻挡一下相
送上车同学的热情，便会被其他同

学群声喝止——在这种时刻，怎么
能做出这么“有悖天理”的事来！
呜咽声还是点滴出现了，并迅速传
播开去，最终汇聚成一片，并且随
着开车铃声的响起而到达高峰。
无数只手伸出来了，挥动起来了，
无数只脚也移动起来了，正如这个
季节成熟的麦浪，涌动翻滚。
抽泣声随着这趟列车的离去

被延伸到了站外，与下一波进站的
同学相遇，大家穿梭往复，共同完

成一个神圣的仪式。漫
步回校，喘息未定，又在
询问下一班离去的列
车。在蝉鸣声中，送行
的同学越来越少，宿舍

里也慢慢地有了回音。前程就在
此地的同学，就像守道者一样，送
走最后一位同学，护持大家四年的
馨香。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今日道虽长，却已不再阻，但记忆
中的“生别离”，却总是在这个特殊
的季节被一次次唤醒。

黄飞立

“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

我很欣赏一句东北话，叫作：别整那
些没用的！它表现东北人那种豁达、直
截了当的脾性。
我的一个朋友住院胃部微创开刀，

他告诉我邻床的那位二人转演员房某的
事情：房某胃不舒服，上台吃力了，翻不
了跟头，在沈阳看过医生不放心，又到上
海这家著名三甲医院
复查。刘医生说：开
刀吧，病情不轻，不能
拖了。医院很快安排
手术，手术也很成
功。刘医生查病房时，房某问：刘医生，
我的胃病发展到什么程度啦？
这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

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可是，
房某偏偏不是良性。这个当口，医生一
般是逐步告诉病人，有个缓冲，有个心理
准备，不采用突如其来。刘医生温和地
说：小伙子，你的胃里的癌细胞呢，出现
了比较……
房某打断说：别整那些没用的，说

吧，我的胃癌咋样了！
这时候，恰恰是最需要医生来“整那

些没用的”，先迂回，再靠近，最后慢慢说
出实情。既然这个姓房的病人着急，刘
医生也急了，说：你胃里的癌细胞已经转
移了，不是局部，而是全部，所以我们把
你的胃全部切除了。今后，你要多顿少
吃，肠子的消化功能毕竟不能和胃比，所

以要特别注意……
房某又打断刘医生的话：别整那些

没用的，说吧，我还能活几年？
刘医生一愣，心想和这个病人打交

道怎么老是处于劣势呢？很被动，应该
是医生比较主动，病人一般都是听“医
嘱”的。可是刘医生怎么敢说“一般能活

两三年”呢？于是，
他不为所动，坚持
“整那些没用的”，
耐心地说：是这样
啊小伙子，要看病

人的体质，也要看药物对病灶的作用，更
要看你有没有耐心和病魔相伴，因人而
异的……刘医生就是不明说房某能活几
年。
房某叹息：刘医生，您还是整那些没

用的。
别整那些没用的——就是直奔主

题，就是不弯弯绕，就是不兜圈子。东北
人表演的小品和二人转里，凡是不想听
对方絮絮叨叨，一定会说“别整那些没用
的”，敦促对方直接说，快快说。
我是很欣赏这句话的，人跟人之间

不要“摆花斑”，不要“王顾左右而言他”，
虽然有时候直接说出实情会伤到人，尤
其是触及对方的不幸遭遇，但是我认为
还是比七绕八弯好，还是比说一大堆没
用的好。再说了，对方总归会知道真相
的，你不说，别人会告诉。

童孟侯

别整那些没用的

眼睛一眨，春天好
像还没来得及好好体
悟，夏天就接踵而来
了。现在生活条件好，
气温再高，在屋内空调
下，看电脑、看电视、看手
机，或看看书，悠然自得。
说到室外，天气再热，逛街
的、玩耍的照样不亦乐
乎。夜幕降临，路边大排
档的食客尽管大汗淋漓，
可照样吃烤串、吃麻辣烫，
外加冰啤酒，好不惬意。
南京路、淮海路更
是不到深更半夜，
人流就不会停止，
这就是上海人的消
夏图。
也许是人老了，老要

回忆过去。尤其是拿过往
和今日比较。比着比着，
就觉得今日之夏天总缺少
一点什么。
回想我们的儿时，也

就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家

住静安寺附近。每到夏
天，烈日当空，路旁的法国
梧桐树上就会有知了不知
疲倦地“热煞了，热煞了”
叫个不停，引得我们男孩
千方百计地去捕捉。夜幕
还没有降临，南京西路沿
街的住户就会拿出一盆盆

冷水洒在人行道上
降温，紧接着又端
出各式竹椅、躺椅、
小桌，抢占有利位
置。天刚黑，他们

就端出饭菜，边乘凉边吃
饭。酒足饭饱，接下来就
是喝茶聊天或打牌下棋。
当时电视机和半导体收音
机还是稀罕之物，所以听
收音机看电视的几乎没
有。也有的居民从家里的

自来水接根皮管，大庭
广众就开始洗澡了。
全然不顾被匆忙路过
的行人看白戏。
我家楼下的李家，

大儿子在外地读大学，每
逢夏天放暑假必回上海，
他深受我们这些小孩的欢
迎，我们搬张小板凳围坐
在他身边，他就会跟我们
讲水浒，讲三国演义。
父母有时也会带我们

去逛夜马路乘风凉，远的
走到中苏友好大厦，近的
就到市少年宫或美丽园。
夜深了，乘凉的人渐渐散
去，我们回家点上蚊香，每
人摇着一把蒲扇，摇着摇
着就进入了梦乡。将睡未
睡之时，耳旁还不时传来
20路电车开过的声响，还
有穿着木拖鞋的路人踢踏
踢踏的走路声……
这就是我们那时候的

夏天。

陈造奇

夏天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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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刊
《带着特殊
的联结开
始远行》。

柳下风来 （中国画） 李知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