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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眾多文協友人的大力支持下，文協第三季度 e-通訊和大家見面了！我們首先和
大家分享一下第三季度中文協舉辦或贊助的一些活動集錦。 
 
在“蘭嶼日出”中，李展平向我們婉婉訴說蘭嶼朗島的變遷。 
 
史家元和我們分享了在雅西公路上自駕游的心得與美景。 
 
張鳳女士所著的《哈佛問學錄》“以史家的冷峻，作家的溫暖，勾勒了百年來哈
佛大學華裔學者的研學史”。本季 e-通訊中再次向大家推出一篇關於《哈佛問學
錄》的書評。 
 
暑期一般用於探親和旅游。在王世輝的“八千哩路雲和月”一文中，我們處處可
以體察作者對台灣故鄉的依 ：“台灣……有榕樹、有鄉音；有古早味、有兒時
情。樹高千丈，落葉歸根，回家真好。” 
 
胡宏的“老--家--”則通過小說的形式，向我們展現了主人公回家尋根的心路。 
 
姚蜀平的短篇小說“父愛”向我們展現了文化大革命非常時期一位父親的遭遇。 
 
文協歡迎新會員加入，請大家邀請對中國文化感興趣的朋友和同事加入。同時，
文協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希望得到各位捐助。文協聯繫方式是：
gbcca.boston@gmail.com。同時，文協開通了 Facebook 和 WeChat 帳號，便於分享
和交流信息，希望大家多多關注。 
 
下期季刊（第 31 期）將於 12/30/16 出刊，截稿日期為 12/10/16。為了使文協 e-通
訊的內容更加多元化，又可以成為文協各社團公佈活動花絮的園地，歡迎各位朋
友分享您精彩的文字創作，也不吝展示您得意的書畫、攝影作品或各類收藏品。
來稿請寄 gbcca.enews@gmail.com。來稿中、英文皆可，並請採用橫排（自左往
右）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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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協活動集錦 
 

文協年度野餐會於 7 月 23 日在牛頓查爾斯河畔的 Auburndale Cove 公園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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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心中文學校，華心藝術学校，及華心课後班在九月十号同时舉辦开放日。这三
种教学项目全是小班教学， 内容多元化，寓教於乐。开放日吸引了众多家长和
学生。 
 
9 月 10 日文協还舉辦了大師級烹飪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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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日出 
 

圖文: 李展平 

 

用日出連結祖先 血液 

更近的巴丹島 有族親遙相呼喚 

從日治雅美到今日達悟 

自從超市到島上營業… 喝椰子變蜜豆奶 

故鄉水芋種籽已聽不到抽芽 

聲音 

只聽到老人悲嘆和小米 

哭聲 

從鹿野忠雄鏡頭銀盔 朗島長髮祭  

飛魚已遠離 輻射汙染陰影  

部落夢境遭侵奪 

部落唯一的月亮 

沉浸在黑沉島嶼  

巨浪 收葬倉庫的併板舟 

剩下山羊孤單爬上屋頂 

如屋脊上的提琴手 輕聲鳴啼 

光燦晨曦 燃起一簇岩漿般金色浪濤 

擁抱弧形之北方海灘 朗島村 

 

注：2015年6月，蘭嶼朗島旅次，坐看日出想起孤島上達悟族命運：核廢料造成

飛魚，鬼頭刀明顯稀少；同時朗島水芋少有人種植，除傳統山泉遭民宿斷流，水

路枯竭。年輕一代胃口改變，每逢祭典只好商店採買，相對日治時期人類學家鹿

野忠雄，踏查紅頭嶼7次，建議總督府保留蘭嶼原貌，處處可見朗島村半穴居，

特此為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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蘭嶼日出 

 

 

 
蘭嶼朗島村孩子，於瞭望台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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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西高速公路自驾遊1 
 

史家元 

 

二零一四年偶而在报章上看到一段有关“云端上的高速公路”的报道，当时就想，

要是有一天我能亲自去看看这个又称“雅西高速公路”该多好。一年后的十月，我

去川西探亲，借宿峨嵋山市，亲友们提到此事，於是“雅西高速公路自驾遊”就梦

想成真了。 

 

雅西高速公路是一条从雅安到西昌的双向全立交全封闭四车道高速公路，是京昆

高速（北京至昆明）的组成部份。它全长240公里（约151英里），在崇山峻岭的

横断山脉中修筑而成。因地形复杂，地质结構脆弱，又要经过多条地震断带，所

以防震是首要考虑。全线桥梁隧道的比例非常高，在240公里中，桥梁隧道就占

了132公里，这在一般公路中是少见的。在270座桥梁中，其中特大桥23座，其余

为大桥或中小桥（桥梁不一定为河流而建，多数桥梁是旱地上的高架桥）。隧道

25座，其中特长隧道二座，长隧道16座。桥梁不沿山建造受地震的影响就变小，

隧道多则可减少塌方所造成的泥石流，在修建时投资可能较高，但维修的费用就

相对减少了。 

 

雅西高速起自雅安，经过雨城区，荣经，汉源，石棉，止於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

县泸沽镇。我们开了两部车。从峨嵋山市经成乐高速进入雅西高速，当天雨雾迷

漫，能见度极低。上高速不久开车的小魏就告诉我车子正在跨越雅西高速的 高

桥梁，我取出资料一查看，应该是腊八斤特大桥，全长1106米，桥高230米，能

有效加强地基对强烈地震的承受力。我左右张望，雨雾中什麽都看不见，更不必

说桥了。很快，泥巴山隧道到了。这穿越大相岭泥巴山隧道有10.4公里长，是雅

西公路 长的隧道，左右两线分别是9962米和10007米，10分钟通过，替代了以

前一个多小时翻越泥巴山车程。大相岭是雅西公路经过 高点（山高约3235

米），但隧道打得深。故坡度不显著。这个隧道还有一个特殊设计，就是在隧道

                                           
1 此文转载于“世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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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点五公里处，有一个互通隧道，向雅安方向的隧道若遭堵塞，车辆可经此隧道

转向西昌方向的隧道脱离堵塞，反之也然。这是相当有创意的设计。 

 

曾经走过泥巴山隧道数次的外甥女对我说，不要看车外风大雨急，出了隧道说不

定能见到太阳，话还未说完，车就出了隧道，果真阳光普照，我简直不能相信自

己的双眼。听说冬季到来的时候，这边是晴天，隧道那一头可能是漫天风雪。我

们回程时进隧道时天光明亮，出隧道时又阴雨朦胧了。横断山脉平均高度2000米

到4500米，山与山之间峡谷很深，云层变化莫测，可能是造成此种气候现象的主

要成因。 

 

雅西公路是2012年夏初全线通车的，设计较为新颖，路面较宽，并且有应急通道

（俗称路肩），以备在紧急事件发生时，救急车辆可前往援救 （严禁车辆停占路

肩，违者严罚 - 我们这次就遇到因车祸道路堵塞，虽半小时后救护车才到来，但

没有应急通道，情况将难以想像）。由於沿途高架桥梁甚多，且远离地面，所以

路的两边都安置护栏，挡住视线，使驾车者不会有在悬岩边行车时的恐高感。沿

线设有三处服务区，四处安检站，六个收费站，若干个停车区，但观景点阙如，

这大概和目前中国修筑高速公路的重点尚不在此有关。另一请况是沿途不时有护

路工在修补小面积的破损路面，这说明中国已意识到护路与筑路是同等重要的。 

 

我们中午在汉源午餐，这是一个因公路修筑而扩建的大城，要从公路出来才能到

达。面对有名的大渡河，可以看得出这里是一个颇有开发旅遊远景的地方。大渡

河两岸高山连绵不断，景致迷人。新修的街道沿江而立，清爽开阔。这里盛产花

椒，吃到的川菜麻辣到难以入口，只好不停喝水。从汉源到石棉沿着大渡河走，

三度跨越大渡河和瀑布沟水库区，是全程海拔 低的一段。过了石棉县，车子就

开始爬坡到达拖乌山（公路行程的第二高点, 约2400米），要翻越此山，线路距

离是60公里，但高差却达到1500米，周围全是峡谷地带，没有展开的空间，只有

以隧道的方式穿越拖乌山。在这种既要克服高差，又要解决坡度限制的情况下，

决定修筑两座双螺旋小半径曲线型隧道。海拔较低的干海子隧道和海拔较高的铁

寨子1号隧道都有两个洞口，开车在拖乌山的肚子里绕了两圈，不到十分钟的时

间，就上升了331米，以长度换取高度，轻易地解决了难题，更避免了地质灾害

区，真是一举数得。要联结这两个隧道的四个洞口，令人眼花缭乱的四通八达的

高架钢桥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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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乌山南隧道出口公路就沿安宁河谷进入凉山彝族自治州，这里是中国彝族聚集

的地界。开车的小魏告诉我彝族喜欢居住在深山，饮酒为乐，政府花了很大的力

量在公路两边为他们造屋开地，修建学校，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但不时他们

仍往山里跑，饮酒作乐毕竟比种地要轻松得多。看来这种过渡还得有一段时期继

续下去。 

 

进入西昌地界，雅西公路就终结了，连接上西樊（西昌到樊枝花）高速公路。我

们在西昌待了一晚，参观了邛海湿地公园，走马观花式的观赏了西昌市容，就打

道回峨嵋了。曾看到有“西昌火箭发射基地”的指示牌，据说可以参观，但要事先

预约，没有时间，只好作罢。 

 

结论：总的来说，雅西公路是一条自然环境 恶烈，工程难度 高，技术含量

高的公路，但也是一条很美的公路，这种美有三种方式去领略它；看航拍，自驾

遊，站在停车区去欣赏它。航拍给你极美的画面，但当你自驾通过时，完全没有

身在画里的感觉。航拍里出现那些长长的高架桥，你开车时只觉得车在路上飞

跑，分不出桥和路。只有当你进入停车区，你才看出刚才开过的是一圈围山而转

的钢架桥。这种身在山中不见山是许多自驾遊者事后所共有的感觉，觉得雅西公

路远没有照片上来得美。其实世界上许多美丽的东西多半如此，画面和实景都是

有差距的。 

 

中国目前全力发展高速公路，到2014年已累积了11.8万公里，据说已是世界 大

的公路网。早年修建的公路干线称为国道，两者间的不同是高速公路必须是全封

闭全立交式的四线道公路，国道则无此要求。雅西公路的前身是108国道（不是

同一道路），雅西段已被雅西高速取代，但108仍然在使用，淪为次要道路而

已。中国古话说“蜀道难，难比上青天”，而今雅西高速已经把这句话粉碎了，相

信今后除了不断新建高速，国道也可提升到高速，那将是 美满的远景。中国是

一个多山的国家，开山架桥是开发陆上交通躲避不了关口。过去没有财力，没有

技术，没有经验，现在都有了，再加上决心，新的公路，铁路将会不断出现。雅

康（雅安到康定）高速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开工，135公里长，桥隧比高达82%，

更高于雅西高速，预计2017年竣工，将是雅叶（雅安到新疆喀什）公路的 先组

成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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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至此，我真想能在这条美丽的路上来回多开几次，进一个隧道，出一个隧

道，过一个桥，又一个桥，看得再仔细一点。累了在停车区打个盹，醒来看云雾

在群山中飞舞，多么自在，多麽洒脱。想到这里，真不知何时还能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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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轮明月：一部哈佛中国学术史 

——读张凤女士的《哈佛问学录》 

 

成祖明 

 
 

如今的资讯时代，往往是久闻其声，不见其声。是次访学计划很荣幸同时获得了

耶鲁和哈佛两个名校的邀请。经过与哈佛导师商量，接受了我先在耶鲁一年，然

后再续哈佛一年的访学。于是未来哈佛前，便早早地加入了哈佛的资讯圈。时常

见张凤女士发布些关于北美华文作家协会纽英伦分会座谈会的资讯，也就对她有

了热心学术的印象。因为我们耶鲁这边也时常组织一些活动，一度还曾想通过她

把这些知名作家邀请到耶鲁来跟中国学者交流。 

 

转眼一年过去了。因为在耶鲁这边比较熟了，离开时不禁有些怅然，初到波士顿

也有些浑然不知方向的迷茫。但新学期开始了，也意味着新的生活开始，也很快

适应了波士顿的生活。一切令人兴奋，这里中国学者所营造的学术氛围，明显感

觉要浓厚些，包括一些理工科的学者对人文学科的讲座、交流也十分感兴趣。每

次学术活动只要发一个简讯，人员都几乎爆满。访学的院系是近东学系，旁边就

是东亚学系。随着活动的参与，于是和张凤老师的交往就多了，渐渐也就多了更

进一步的了解。 

 

原来此前她来哈佛已三十余年，主持了近百场文学、文化会议、讲座。所协助主

持的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也已经有二十余载。十六年前，我的硕士导师徐兴无教

授就曾在这里做过报告。张凤老师虽然看上去年轻，岁数像四十出头的样子，看

其简历，应该更高。对我们四十多岁的人而言，或许称其为大姐 为亲切合适的

了。不仅是因为年龄，也确实因为作为哈佛前辈，对于像我一样初来有些迷茫的

学者的关照。我想每一位来哈佛的人都有一段初来时感到迷茫的经历，需要有一

个逐渐熟悉认知环境的过程。哈佛的中国学者虽多，但因各人都在各人的院系，

平时除了听课就是搜集资料做自己的研究，交流的机会并不多。除了居住在一个

公寓或相近的邻居，如果没有一个纽带,平时很少能联系上。而张凤老师主持的中

国文化工作坊,正好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每次活动都会有几十位中国学者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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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是学术观点的碰撞讨论，会后是私下的交流，互留联系方式，一来一往就成

了好朋友，私下里再聚约，于是就加入了哈佛浓厚的人文环境。 

 

有时特别是中国节日或需要，学者会发起一些联谊或学术活动，寻找场地是一件

大事，这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张凤老师，她总是乐于帮助，根据我们的需求

在哈佛燕京学社预约场地。她总是非常谦和，乐于助人，有时学者身体不适，她

也会主动简讯问候和关照。就这样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成为学者联系的一个不可

或缺的连结。有时想如果没有这个工作坊，可能在哈佛的访学经历,将是另一个景

象。因为这个工作坊，无论对人文学科还是理工科的中国学者而言，哈佛燕京聚

会厅的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都成为了中国学者薪火相传的活动中心场所，成为

哈佛中国学者,（其实更广泛到整个大波士顿地区）,一个重要的精神家园，在这

里哈佛中国学者共同体于焉形成。涓涓细流汇集成大江大河。作为俊彦云集的世

界顶尖名校的中国学者，我想,这个不断壮大的共同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在

相互的交流中学术得到补益启发，一念之间,一个大的想法形成，可能就一下子推

动了学术历史的进程，每个人点滴的获益,就会汇聚成学术洋溢前进的洪流。而在

以后漫长的学术生涯中，而这种相知交流仅仅是一个开始。 

 

正因为此，所以我觉得怎么形容这个工作坊的意义的都不为过。我想，这也是当

初创立和推动这个工作坊的老一辈李欧梵教授和王德威教授的远见卓识。而张凤

老师二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对工作坊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诚然在哈佛

也还有许多好的学术活动，但能让人有种归属感和认同感的，我个人觉得可能非

工作坊莫属了。在这里也衷心地希望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越办越好，让学术的溪

流在这里源远流长，汇通滋养中美学术交流健康成长。 

 

如果把张凤老师的成绩，仅限于主持哈佛中国文化工作坊,肯定是不够的。张凤老

师随先生黄绍光博士来到哈佛后，除了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工作了二十五年

外，还从事大量的写作，著有繁简版《哈佛心影录》、《哈佛哈佛》、《域外著

名华文女作家散自选集——哈佛采微》、《哈佛缘》、《一头栽进哈佛》和《哈

佛问学录》等文学和学术著作，是一位高产的作家。初次接触张凤老师的著述，

也是一个机缘。适逢大作《哈佛问学录》（重庆出版社，2015）出版，我正好要

回国参加第九届历史学前沿论坛，她便嘱我带一部分书回哈佛。回程基本上行李

是空的，举手之劳，当然乐得相助。顺便也就得到一点回报，十分荣幸地获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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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作。当时怕来年回国时行李过多，就留在了家中。回国后诸多杂事缠事，一

直 近才得抽些时间从书架上取来拜读。一打开从目录开始，仅流览一下就被深

深吸引。本来以为这仅是一部描述自己在哈佛学术经历的文学性著作，然和想象

大异其趣，原来是一部书写哈佛中国学术巨匠们不可多得的珍贵著作。在我看

来，称之为哈佛中国学术史一点也不为过，随着这些巨匠的如斯逝去，这部著作

的价值也将越来越弥足珍贵。 

 

“张凤带着深情，怀着厚意，用褒而不贬的热笔替一群在海外为‘文化中国’招魂而

不知自己魂归何处的智识分子，绘制了一幅具体图像。”——杜维明 

 

“这是本‘学术因缘’的结集，每一篇章皆严谨呈现学者的面貌风采，深入浅出，鲜

活感人。”——王德威 

 

“张凤以史家的冷峻，作家的温暖，勾勒了百年来哈佛大学华裔学者的研学

史。”——王一川 

 

这是几位著名学者对这部著作的评价，可以说，已完全概括了该著的价值。作为

一不知名的学术晚辈，再在这里对做出什么评价，似乎有点画蛇添足。这里只能

就读后的感想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就这部著作而言，或许可以用古人的分法将之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是一些执教

于哈佛的学者，如杨联陞、赵元任、赵如兰、张光直、杜维明、李欧梵、王德

威、汪悦进、李惠仪、田晓菲等教授和裘开明博士、戈鲲化先生等；外篇当是一

些有哈佛经历或与哈佛有较深关系的学者，如高友工、夏志清、叶嘉莹、孙康

宜、陈幼石、吴讷孙、郑培凯、陆惠风、傅伟勋、台益坚、郑洪、卞学鐄等教授

和作家张爱玲与韩南教授等位。从篇幅安排上看，除裘开明、戈鲲化两先生放在

文末，属于作者未曾谋面的先贤外，基本依此展开。从中不仅可以了解哈佛中国

学术史，也可略览北美中国学术风貌；涉及领域也比较广泛：历史、考古、文

学、艺术、戏剧、思想等人文学科各领域，尤详于文学，这不仅因为作者为作家

身份有关，也与哈佛东亚学术的华人学科偏向有关。但这并不妨碍作者对这些历

史学家和思想史家的叙述，由此也可更见作者的文化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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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联陞先生是我们所敬重的杰出的历史学家。初识他，是阅读他《东汉豪族》一

文，也是我们学习汉魏六朝史的必读名篇。但正如书中所说，除了一些基本的简

介外，他的学术生平“并不为大陆所熟悉”。这本书不但披露了哈佛燕京图书馆善

本书库收藏其珍贵的书信手札，也通过作者亲身感遇与其学生的对话，给我们展

现了一位更加血肉丰满的杨先生。而这些资料，随着时间的流逝也越发的弥足珍

贵。杨先生年轻时就钻研政治，却不愿涉足于政治，清华毕业后虽欲施展报复，

却不愿接受周作人的聘约，因其时北大“似受到日本人的操纵”。（第3页）终其一

生，他虽有许多日本学者朋友，但总在欣赏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军国主义间保持

一个明晰的距离。但他忧心世界，以致晚年患上忧郁症，需要电疗。 

 

杨先生不仅是一位受到严格现代学术训练的著名史家，著有《中国制度史研

究》、《汉学散策》、《中国货币信用小史》、《国史探微》等著作，他兴趣还

十分广泛，曾担任围棋俱乐部会长，甚至著有《杨氏桥经》和麻将规则等书；晚

年又喜爱国画，曾与张大千先生合画国画作品。先生也是一位酷爱中国传统戏曲

艺术的票友，与京剧名角赵荣琛等交往甚好。曾和弟子陆惠风充满深情地以苏州

评弹及河北歌谣唱和《杜十娘》，在悲壮凄凉中感受先生深厚的故土乡愁的情

怀。如作者所指出的其弟子陆惠风挽联“万里乡心埋异土，一怀孤月映清流”或许

正是先生情怀的写照。总之，读是书，对于杨先生，如瞻其面，如临其诲。作为

近代学术史的深刻参与者，从披露的其书札的只言片段中，也可感受到近代学术

的脉动。 

 

如果说杨先生的生平交游深涉近代学术史，那么张光直先生的学术则更多的是远

古文明甚至洪荒，而杜维明先生则又突然转换到哲学思想史领域了。这也非常考

验作者本身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但陌生而深奥的知识在作者的笔下如王德威

先生所指出的“深入浅出”，清澈明了。如张光直先生关于：中国从新石器时代过

渡到青铜时代文明延续性，在宗教和政权的集中方面，与中美洲的玛雅文明相

似，有别于欧洲的文明的断裂性的论述；关于巫在甲骨文中的解释，甲骨文巫字

中的“”是矩，上古法器的意思等，作者对这些深奥复杂的问题都阐述的深入浅

出，即使没有任何考古学背景的人，通过阅读都能对中国考古学有一点了解。而

对于杜维明先生学术的描述，更见作者传统文化的功底。如对杜维明先生的“文化

中国”概念：“第一意义世界，指中国大陆、台湾地区、港澳地区和新加坡华人为

主体构成的地区；第二意义世界，指散布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第三意义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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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全球从事研究、报导和传播与中国相关事物的学人、记者、官员及商贾。”（第

37页）对中国文化，杜先生主张三个前提：一是多元化的认知，二是继承“五四”

批判精神，三是现实考虑；对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法，杜先生认为，这

是“一简单化的不能达到运作实效的提法，是一种抽象的理念，一种无用之体。把

中学当成孤立的体，那中学中比较有生命力的价值，就不可能发展。这样一来，

青年人对传统的说服力、生命力，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样切实的体会，不可能鼓舞

青年， 多不过塑造一批伪君子。”“儒学必须对现代西方文明所塑造的生命形

态，做出创建性的回响，才有进一步发展的前景。”（38、39页）在今天大陆传统

文化热回归的浪潮下，这些言论既简明易了，又震耳欲聩，发人深醒。 

 

因为杜张两先生执教哈佛正值张凤女士“一头栽进哈佛”期间，书中的细节更多是

作者的亲历和交往，所以也更具有原始史料的价值。张先生所从事是“冷而又冷的

冷门”考古学，其学术文章却不枯燥，对之，张先生说“这一点，我受李济之老师

的影响较大，他的文章内容是科学的，文字是文学的，我自己希望朝这方面努

力。李先生对我做学问 大的影响，是坚持 高的科学水平，每篇文章都要提出

多， 强的证据，以排山倒海的方式提出证据来说服别人”。（26页）这段话对

我们今天从事研究的人来说也相当有借鉴意义。而书中杜先生引用王阳明诗句“抛

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托钵效贫儿”来批评全盘西化的观点，指出当“效法孔孟荀以

降的历代大儒，在每一个时代中，通过自觉批判，重新创造人文价值。”(39页)与

上述言论，无不有现实的重要价值。 

 

相比上述几位古典历史和哲学思想史教授，从事文学研究的几位教授在张凤老师

充满文学的笔触下，其学术人生轨迹更是栩栩如生。一曲“叫我如何不想他”唱响

和诠释了赵元任父女的音乐人生。而一些可能是首度披露，作者自己主持的演讲

内容，赵如兰教授用录音，对民歌唱法、通俗唱法和美声唱法的现场实验性诠

释，也具有了音乐理论上文献价值。出生时遭遇日本人的侵略，其父“虎口余生”

的经历，则成为李欧梵教授深深地人生印记，读来令人动容。如其所言：“家父母

一代人由‘五四’的浪漫心态，转向抗战的爱国奋斗精神，心情上的变迁，也是中

国近代思想和社会史上，可以大书特书的。”（44页）而书中李教授對胡适关于文

学革命的争论，更有文学史的意义。相比胡适将文学革命与欧洲的文艺复兴相

比，李教授认为“与欧洲18、19世纪之交的浪漫主义反动相比更较适切。二者皆反

对古典传统的迂晦、雕琢、形式化，主张发扬个性、主观、人性、皈依自然，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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泻一己的坦诚和情感。如果说卢梭是浪漫主义之父，其《忏悔录》是后来各浪漫

作家的经典，中国新文学所受的正是这种影响。（50页）”无疑李教授观点更为适

切，目前也应已成为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从中亦可见近代文学理论发展之轨迹。 

 

对王德威教授 初的认知是从在耶鲁访学时，当时 初的联系老师司马懿（Chlöe 

Starr）教授从事的晚清“红灯小说”研究，她曾有一段哈佛访学的经历，在其著作

中曾提到王教授的观点。但毕竟与自己专业相去较远，所知不甚了了。是书除了

对王德威生平学术做详细介绍外，重点阐述了王教授关于“现代文学”的界定和理

论。这个也可看到了作者对现代文学理论及其脉络的驾轻就熟：20世纪“现代主

义”文学的定义，可以上溯至19世纪中叶，像波特莱尔（Baudelaire）的诗作等，

19世纪末的瑞典的斯特林堡的剧作，法国里波、马拉美等人的象征主义的诗，以

及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尼采哲学、弗洛伊德心理学、索绪尔的语言学和傅瑞哲的

神话学等思想，都肇始了现代主义的周边和架构，在20世纪初逐一形成了“现代主

义”。 “现代主义”有相当的自我意识——意识到时间的焦虑感——时间是留不住

的，现代与过去、历史、传统，有了强烈的罅隙、断裂的焦虑感。疏离感也是现

代文学的特色，人性经过19世纪科学文明洗礼后，失落在科技文明的茫茫大海

中，这种孤独、分离，以致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失落的一代”之说。（60页）而

中国的现代主义，王德威教授认为：“是19世纪甲午战后，有识之士意识到须有一

套新的言谈媒介来看待谈论，甚至‘书写’出我们的国家社会。”（61页）但王教授

认为，中国的“五四”文学与西方现代文学，仍有相当的差别，中国现代作家不只

对个人主体关怀，也再度估量“我”这个作者和读者群体之间的关系，作品跟国

事、天下事之关系；他们虽也处理了孤立感、疏离感的问题，却是写作主体，对

国家社会的深切观点，和参与被拒绝之后，感到无人了解的孤独；或是知识分子

与落后故乡人事间有那堵看不见的墙，而坠入有心无力的自惭孤独，是不同于西

方现代文学的。（61页）这段话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概括可谓精辟深刻。 

 

无论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古籍，或传教士的图书，还是通过机器看已制作了的缩

微胶片，都会经常遇到“汉和图书馆藏”图章，不禁会对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书历史

感兴趣，而在介绍图书版本流传时，也不免会涉及到这段历史。但对这段历史比

较详细介绍，可供征引的文字并不多见。作为参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编目组工作25

年的馆员，该书《美国东亚图书馆第一位华裔馆长——哈佛燕京图书馆首任馆长

裘开明博士》一文自有权威性，该文详细介绍了裘开明博士与哈佛燕京图书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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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历程，是了解哈佛燕京图书馆和所藏图书不可多得的文字。 而通过查阅哈佛

档案，对赴美教学第一人戈鲲化人物传记的整理，则让我们对中国人在哈佛 初

的历史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 

 

限于篇幅，是书之内容不能一一评介。总之，在众多哈佛中国学者的人物画卷长

廊中，是书不仅为展示了一部中国学者在哈佛的奋斗史，也为我们展示了一部哈

佛中国学术史，由于哈佛学术的特殊学术地位，这部学术史，从某种意义上，也

浓缩了近代中国的学术脉络。如杜维明先生所说，这些智识分子“不知自己魂归何

处”，这本书像一轮天涯共此时的明月，穿破历史尘霾，照引人们遥望归魂。 

 

魂兮归来，他们的生命将如活水泉源，在中国文化这块广袤大地上永流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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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哩路雲和月 之二 : 回家真好 
 

王世輝    7/25/2016 

 

8561哩，這是從波士頓經過紐約轉機之後直飛台北的距離；7月2日到7月17日，

前後一共15天，這是我的2016探親之旅。           

 

去年因為禁不住國泰超便宜機票的誘惑，因此不得不放棄老東家華航，並且把回

台日期從六月底改到八月底。雖然國泰的服務和餐飲一直倍受讚譽，但是我的不

愉快經驗和幾位朋友的不愉快經驗不謀而合 。今年因為華航不再需要到日本轉

機，可以從紐約直飛台北，所以我又重回華航的懷抱。機票早在三月就買好了，

沒想到6月24日華航空服員突然罷工，好在罷工一天就結束，讓我流了一身冷

汗，虛驚一場。華航空服員罷工得逞，機師和地勤也好樣學樣跟進，又讓我流了

一身冷汗，掉了不少毛髮。7月2日星期六，心情愉快上了半天班，下午早早回

家，晚上搭Jet Blue去紐約JFK轉機。在華航的櫃台前排隊的時候，遇到一位代表 

“寶成國際集團” 來開會考察的年輕人，相談甚歡。 “寶成” 是台灣製鞋業的龍頭

老大，七O年代以代工生產Adidas而聲名大噪。經濟起飛、家庭即工廠的年代，

父親任職的 “九興公司”，有九間製造女鞋外銷的工廠，和當時專做運動鞋的 “寶

成” ，為國家賺取不少外匯。 

 

這次搭乘的是華航新機種777-300ER，林懷民曾經在電視上代言促銷商務艙，我

們的座位是豪華經濟艙。飛機起飛不到兩小時，機上有位旅客感到身體不適，空

服員廣播找醫療人員幫忙。我自告奮勇協助空服員量血壓、測脈搏，問了一些問

題和作了簡單的檢查，確認旅客只是吃了安眠藥而昏昏欲睡，大家都大大的鬆了

一口氣。座艙經理（座艙長）對我感謝再三，請我喝威士忌、吃小點心，下飛機

的時候又送我一瓶白酒，真是受寵若驚，受之有愧。華航的服務真是親切，空服

員永遠笑容可掬。從台北回紐約的班機上，又遇到去台北班機上的空服員孫昭

綺，真是巧合。7/2晚上7:39離開波士頓，7/3凌晨1:35離開紐約，7/4上午5:30才抵

達台北。入海關的時候，持中華民國護照的旅客很少，根本不用排隊等候就入境

了，而且整個大廳裡沒有一個陸客的蹤跡，這個現象是和去年完全相反的。桃園

機場不久前還淹過水、停過電，醜態百出，遺笑大方。拖著疲憊的腳步，推著沉

重的行李，懷著亢奮的心情，走出了第二航站，沉浸在熱不可擋的酷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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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9中壢市文化二路 

父親臥病在床已經兩年，母親 近也動過手術，因此在中壢的時間，幾乎都待在

家中閒話家常。母親手術後復原很快，因此打麻將沒有問題，我們就展開為期七

天的麻將戰鬥營。台灣的水果種類多、價錢超便宜，西瓜、玉井芒果、龍眼、芭

樂、蓮霧，又香又甜又多汁，每天痛吃水果，既解渴又解饞。台灣的電視台超過

一百台，但是節目的內容一無可取。幾位老（大）牌主持人，把節目當作脫口

秀，自說自唱，自吹自擂，請了一堆 “通告來賓” 當活動佈景。所謂通告來賓，就

是領台幣1350通告費和一個便當，一堆人坐在一起陪主持人聊天打渾。政論節目

的泛濫，名嘴達人的混淆視聽，更是造成老百姓是非不分、道德沉淪的罪魁禍

首。綜藝節目插科打諢、俗不可耐；電視劇只剩下俊男美女的偶像劇，既無劇情

亦無演技。電視機成了一件俗不可耐的家俱，連唯一可供參考的氣象報告，也擺

了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大烏龍。 

 

颱風是夏天的常客，沒想到居然給碰上了。颱風 “尼伯特” 來勢洶洶，在很短時間

内呼風喚雨，成為六十年來第一個颱風就是強烈颱風的狠角色。氣象報告如臨大

敵，不但時時更新，更參考了日本和美國的衛星資料。原本颱風是從台灣東邊來

襲，掃過北部地區的花蓮、基隆、台北。7/7的氣象報告作了大幅度修正，颱風會

在靠近東南部的台東登陸。7/8全台灣戒備，停課停班，如臨大敵，我收到不少美

國朋友關心慰問的伊媚兒。結果中壢市風平浪靜，啥事也沒有發生，逛街的逛

街，看電影的看電影。只有台東首當其衝，有一些預料之中的災情和損害。氣象

預報如此的離譜，大家似乎已經司空見慣，沒有一點責難之聲，只有我這個不識

時務的老土，小題大作，大驚小怪。 

 

前中油董事長林聖宗任職台北建設局局長的時候，推動了牛肉麵節和牛肉麵比

賽，把岡山眷村研發出來的地方小吃，發揚光大成為台灣之光的全民飲食。曾經

是補教界大紅牌的高國華老師，今年三月轉行賣 “高大師牛肉麵”。原來高國華的

祖父高樸齋，於1914年在老家杭州附近開了一間 “高家麵館”，打響了高家招牌牛

肉麵，他的手藝和清宮秘方傳給了兒子國畫大師高逸鴻， 後傳到美食家高國華

之手。父親和高逸鴻是老朋友，高國華的姊姊高靜華是我小學同學，所以義不容

辭郵購了兩箱 “一口入魂” 的牛肉麵捧場。高國華轉換跑道成功，六月底高大師牛

肉麵得到 “華人第一品牌獎”，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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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7/13台北麗都唯客樂：信義路三段 

這是一間位於大安森林公園對面的商旅旅館，原址是小美冰淇淋，旅館旁邊有捷

運站，向東走一個街口就是鼎泰豐和永康街商圈。有人告訴我張菲住在旅館隔壁

的豪宅，也有人告訴我這間旅館常常有 “小三” 進出。我的確看到一些男女用報紙

遮遮掩掩，慌慌張張從旅館側門快閃上車，而且停車場都是賓士、寶馬豪華轎

車，車牌都用紙板遮住。 近四年來台北探親，其中三年都是住這間旅館，因為

岳母家在復興南路，離這裡不遠，和平東路和信義路更是我二十一年的記憶累

積。出了旅館，向東走兩個街口就是捷運東門站，這附近有傳統的 “東門市場”，

有中藥界老字號 “慶餘堂”，有阿姨唸過的金甌女中，還有我的出生地：信義路2

段44巷20弄4號。去年回來時，很驚訝看到五十年前的違章建築，仍然擠在金山

南路和電信大樓的死角裡。我曾經在這裡出生，見證 過 “鍋巴大王”、”寶宮戲院” 

和 “王老吉香燭店” 的輝煌歲月，並且渡過六年無憂無慮的童年。信步走到舊時

地， 後一排違章建築終於被拆除了，只留下一些模糊的記憶，不勝噓唏。違章

建築後面原來是 “台北監獄”，是現在的電信大樓。目前還留下一片沒有人注意的

高牆，牆上有一個牌子，說明監獄曾經關的全部是被日本擊落的美軍，一部分美

軍在附近的行刑場槍決，一部分幸運的美軍被釋放回到美國，其中一位美軍來自

緬因州。 

 

7/9中午到仁愛路3段，以江浙綜合家常菜，及外面吃不到的軍中菜色為主的 “忠南

飯店” 報到。招牌菜有魚湯(整條鯉魚和豆腐熬成的乳白色濃湯)、泡菜牛肉（用梨

山高麗菜，放入已有25年歷史的老滷汁入味，天然發酵，搭配台灣黃牛肉以蒜頭

爆香）、蹄花黃豆、紅燒獅子頭。價錢便宜，味道家鄉，白飯免費。飯店隔壁的

大鵝仔，有道地的剝骨鵝肉和切仔麵。晚宴是由李淑珍博士作東，席設台大校友

會館的蘇杭餐廳，她的夫婿江宜樺前院長剛應聘到香港城市大學，因此無法見

面，藉由高科技的視訊互相打招呼問好。席上還有老朋友林宜敬博士，他是九零

年代在布朗大學唸博士的時候，每個星期日來我們颱風壘球隊當教練。李淑珍博

士和江宜樺前院長去年在波士頓擔任訪問學者期間，我們有緣相識並且結為好

友。她現在任職台北市立大學，其著作 “安身立命” 探討現代華人公私領域的何去

何從，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 

 

7/10早上六點起床到對街的大安森林公園散步，過馬路的時候看到一位中年女子

在路邊賣蓮霧，閒聊幾句之後，發現這位女子的父親曾經在勒星頓的揚子江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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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過廚師，真是天下之大，會有巧事。中午和岳母、大姊、小姑全家以及小舅子

在Tasty牛排館聚餐，裡面塞滿了年輕人，看起來22K的薪水還是可以混得不錯。

下午秀玲去信義路二段的 “曼都” 剪頭髮，台灣比較知名的髮廊有兩家，一家是 

“小林髮廊”，另一家是 “曼都髮廊”。1966年上海曼都女子美容院成立，1978年開

了第二家分店後，才正式踏足連鎖美髮事業。趁著秀玲在曼都剪髮的空檔，我到

馬路對面的金石堂書店逛逛，書店裡的冷氣和音樂，無法吸引隔壁鼎泰豐門口大

排長龍的人潮。精神食糧比不上小籠包，這是現實，更是趨勢。我買了東山彰良

的 “流” 和郭強生的 “何不認真來悲傷”; 東山彰良是移居日本的台灣人，這本書是

第153屆直木獎得獎作品，九位重量級評審全票通過的滿分奇蹟。內容是描寫父

親在台北的真實故事，五十歲以上的朋友值得一看，必定有共鳴和會心一笑。郭

強生是一位五十二歲的單身同志，現任東華大學教授，全書真誠描述父母親的不

幸生涯和充滿糾葛的婚姻，加上棄家不顧的霸道哥哥，是一本讀了錐心泣血但是

欲罷不能的好書。回旅館的路上不經意又走到永康街，這裡的上海高記、芒果

冰、老張牛肉麵、永康牛肉麵早已經光顧過，芒果冰對面轉角路邊上大排長龍，

原來是鼎鼎大名的 “永康蔥抓餅”。邊走邊吃九層塔加蛋的蔥抓餅，幸福指數直線

上升。走著走著，又看到去年剛開張的 “紅櫻花食品”，這是台中大甲許永明的奶

奶，85年前在家中手工烘烤的奶油食品。2002年，紅櫻花食品公司成立，其中熱

賣的奶油小酥餅、台灣Q餅，都是值得推薦的扮手禮。 

 

7/11原來申請到參觀總統府，沒想到改朝換代之後，總統府自520起關門整修三個

月，因此不得不改變計劃去二二八和平公園。二二八和平公園面積7.618公頃，東

臨公園路，西靠懷寧街，南頻凱達格蘭大道，北向襄陽路。公園建於西元1899

年，原名台北公園，由於興建年代比1897年落成的首座大型公園  “圓山公園” 來

的晚，所以一般俗稱 “新公園”，是同性 朋友的大本營。白先勇的 “孽子” 一

書，深刻描述男同志們在公園裡的次文化。1995年2月28日，陳水扁市長將臺北

公園易名為 “二二八和平公園”。園內有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連橫等諸先賢

銅像，位於館前路正門西側的小展示屋裡，右邊是台灣鐵路第九 號機車（清同治

10年），左邊是台灣鐵路第一號機車騰雲號（清光緒13年）。從館前路進入公園

是國立台灣博物館，1905年天后宮拆 除之後，1913年在原地興工建設博物館，屬

希臘多利亞式2層大樓，原天后宮柱腳現擺在公園楓香林內，當作座椅使用。大

清帝國於1885年決定在臺灣建省，劉銘傳是首任巡撫。1891年基隆、臺北鐵路通

車（全中國第一條運客鐵路），1885年在臺北大稻埕六館街創立西學堂，（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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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新式學堂），他在1887年完成建省工作，為臺灣近現代化奠定相當基礎，

臺北府更是全國 先有電燈的地方。 

從懷寧街大門出來，在衡陽路與懷寧街的交叉口是 “公園號酸梅湯”，以仙

楂、烏梅、甘草和桂花熬煮的冰鎮桂花酸梅湯，和傳統花生、芋頭、牛奶

三色冰淇淋，是百年老店、僅此一家的兩大招牌。沿著衡陽路走，可以

看到專賣南北貨和台灣名產烏魚子的  “伍宗行”，而真正的  “伍中行”已

經遷到潮州街轉業賣老茶。伍中行創立於1945年， 前身為日本西村商社。 

1900年，西村武士郎由日本來台灣經商貿易，在基隆、台北、台中、台南、高雄

設立直營連鎖店，主要項目為奶粉、清酒、茶葉、高級南北貨。西元1945年，二

戰結束， 臺灣光復，脫離了日本統治，所有日商被迫離開台灣，西村先生因此把

公司交由各分店長 (五位中國人) 共同經營，取名“伍中行”。沿著衡陽路走不

久，就拐到桃園街的  “老王記牛肉麵”，這是一間遠近馳名、沒有招牌、

不準照相的老店。說實在的，這家店只是滿足兒時的回憶，已經不能通

過味蕾的考驗。  

晚上是前立委丁守中伉儷請客，席設仁愛路四段的 “常聚餐廳”。丁守中是1979至

1985在Tufts校本部的 Fletcher School of Law and Diplomacy唸博士，我是1982至

1987在Tufts中國城的 School of Dental Medicine唸書，所以沒有交集。今年三月他

來哈佛大學進修，才有機會和學長聯絡上。他還請了國防醫學院副院長孟慶樑，

榮民總醫院葉聖威主任，牙周病專家張迺旭，齒科矯正專家林錦榮，以及台灣金

控、台銀董事長李紀珠。葉聖威是我榮總的老同學，林錦榮、張迺旭夫婦是我在

榮總的老師（師父），老朋友很久沒見面，歲月的痕跡，毫不留情的展現在每個

人的外表和記憶能力上。才華出眾的李紀珠董事長，以短短的三年時間，把默默

無聞的老銀行脫胎換骨，業績名列前茅，哈佛商學院把台銀的成功經過作為Case 

Study，將邀請她來教學演講。 

 

7/12一大早背著相機到青田街七巷六號，這是亮軒的家，也是他父親台大地質學

教授馬廷英住了三十四年的房子。馬廷英教授不但是享譽全球的地質學權威，還

是接收台大的要員。這間結構特殊的日式建築，是日據時代台北帝大的 “足立仁” 

教授參與設計的，現在經過台大城鄉評定為古蹟，平時開放參觀，並且有導覽，

亮軒寫了一本 “青田七六”，書中有許多精彩的歷史典故。穿過和平東路，到了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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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街18巷16弄1-1號的殷海光故居，這間也是開放參觀，但是沒有導覽。我在和平

東路二段住了十二年，曾經聽說有許多台大和師大教授住在大安區，但是從未真

正留意過，現在人去樓空，恍如一夢。早上秀玲陪岳母聊天吃飯，我搭捷運到牯

嶺街舊書店尋幽訪勝。我在建中唸書的時候，牯嶺街舊書店上百家，是全盛時

期，現在只剩下孤零零三家，整條街被郵票和錢幣店取代。我在松林書局買了一

套錢穆編寫的 “中國通史”，書局老板不但已經85歲高齡，而且會說六國語言。從

牯嶺街右轉接上南海路，再右轉接上羅斯福路，南門市場就在轉角口，是捷運中

正紀念堂站的出口。南門市場成立於民國前五年，1982年改建完工，共有270個

攤位。地下樓是傳統市場，雞鴨魚肉、各種蔬菜一應俱全，甚至還有活田（青）

蛙。一樓是南北貨、熟食和糕點，金華火腿、臘肉、南京板鴨、湖州粽和風雞腿

是大熱門，我買了愛玉子和（戚繼）光餅。二樓是服裝店和小吃街，我排長龍苦

等 “合歡牛肉刀削麵” 和 “九份芋圓”，吃得不亦樂乎，不虛此行。 

下午搭捷運到板橋，拜訪老朋友蕭乃彰醫師和參觀蕭中正醫院。乃彰是在BU拿到

MD/Ph.D. 的學位，在校期間展現出超高人氣和卓越領導能力，畢業後束裝回國，

全力投入醫院擴充和轉型，把父親在1976開始經營的婦產科診所，成功轉型成為

數一數二的地區性綜合醫院。乃彰不但親自為我們作了詳細的介紹和展望，還請

我們吃了一頓豐富的日本料理。 

 

7/13因為我有腎結石，所以約定下午來蕭中正醫院作 “體外超音波震石”。上午從

旅館退房後，搭捷運到府中站，走路大約十分鐘，就到了國家級古蹟 “林本源園

邸”（林家花園）。林本源園邸佔地六千零五十四坪，1853開始建三落大厝，直到

1893才全部完成。園區的景點有三落大厝（私人產業）、汲古書屋、方鑑齋、來

青閣、香玉簃、月波水樹、定靜堂、觀稼樓和榕蔭大池。林家始祖1778遷台，三

代致富，蓋了這座令人追思、懷舊的文化遺產。參觀了林家花園，在附近的傳統

市場內，吃到了道地的炸臭豆腐和魷魚羹米苔目，原汁原味，口齒留香。在醫院

裡會見了泌尿科主任陳志榮，他為人親切，醫術高明，我的兩顆結石很快就處理

完畢，毫無疼痛。晚上搭捷運回到旅館，跳上弟弟的專車回中壢，結束了短暫但

充實的台北之旅。 

 

7/14-7/15下午和秀玲搭 “虎航” 去新加坡，拜訪未來的親家。虎航是所謂的廉價航

空，所以不但飛機老舊擁擠，而且沒有任何服務。飛行了將近五個小時，抵達樟

宜機場第三航站。一個小小的國家，居然有三個寬敞先進的航站，而且正要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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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想想我們的兩個航站，淹水、停電加上政客的口水戰，真令人汗顏和氣

短。親家招待我們在海邊的 “珍寶海鮮餐廳”，品嚐各式各樣生猛海鮮。雖然已經

將近九點，每一間餐廳還有兩三百人。港灣裡停靠二十多艘巨型貨櫃輪，燈光照

射在水裡，好像一座海上長城，非常壯觀。新加坡沒有任何資源，靠著航運和金

融，在亞洲經濟體綜合競爭力排名第一。 

 

酒酣耳熱中，雙方舉杯正式結為親家。晚上在Charlton City旅館過夜，第二天早上

見識了市容的整潔有序和多元化百姓的和諧，不得不佩服李光耀的高瞻遠矚，和

新加坡人的團結守法。中午在 “翡翠金閤”飲茶，由我們作東，算是回請。餐廳的

布置非常高雅大方，港式點心非常精緻美味，讓我們對新加坡的軟實力另眼相

看。互道珍重之後，提著一大皮箱的新加坡特產：潮州肉骨茶香料、泡麵、海南

雞飯配料、海南椰子蜂蜜抹醬，滿載而回。 

 

7/17等待探親的日子總是遙不可及，親友相聚的時間總是稍縱即逝，又步入曾經

出盡風頭的桃園機場，結束了一年一次的探親之旅。雖然旅居在美國的時間超過

了在台灣成長的歲月，但是人親土更親。雖然台灣的炎夏讓人卻步，台灣的檳榔

汁讓人側目，台灣的摩托車讓人心悸，台灣的媒體讓人嘆氣，台灣的政客令人髮

指，台灣的民主讓人無所適從。但是台灣是寶島、是故鄉，有榕樹、有鄉音；有

古早味、有兒時情。樹高千丈，落葉歸根，回家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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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见到老奶妈 

 
 
高鐵客車開到常州北站就幽然停了。下車的人不多，衛瑛拿著小提箱跟著

大小乘客緩緩地下車。她從來沒有來過常州，談不上近鄉情怯，但她還是深深地

呼吸了幾下。衛瑛想到了，她該準備見到趙淑蘭的時候說什麼話。她們二人這一

陣通過信，甚至於還有電話來往。畢竟，她們是沒有見過面的朋友。衛瑛總把趙

淑蘭想成親人，奶媽家的人就是親人。  
想著、想著，她隨大批乘客從月臺乘自動扶梯下到車站出口。她後悔沒有

問趙淑蘭要張照片，也沒有問过她的身高，現在如何在茫茫人海裡去找她﹖奇怪

的是，衛瑛再下了一層樓就老遠看到了趙淑蘭。一定是她，一位中年婦人，穿著

入時，還帶了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小伙子，她正在對著衛瑛望。 
「您就是衛瑛姑媽，是吧﹖」  
趙淑蘭滿面笑容地先開口問，那是帶一點江浙口音的普通話，好耳熟。衛

瑛馬上說﹕ 
「是淑蘭嗎﹖對不起，我們國外呆久了都不知道禮數，這樣稱呼您可以

吧﹖」 
「可以，可以﹗這是我的兒子，衛其。」 
他們說著說著已經到了停車場，這時衛瑛才有機會回頭望望。他們剛剛走

出的是個全新的高鐵車站，金屬的，流線形，一些乘客還陸陸續續地走出來。這

停車場是個樹木成蔭的廣場，規劃得寬敞，令人感到這兒就是郊區。  
「姑媽還沒有吃過中飯吧﹖」 
衛瑛稍微遲疑了一下說﹕ 
「吃過了一點，就在高鐵上吃了點。」 
「那還是沒有吃到中飯。」 

說著就撥手機，說了幾句話淑蘭就關機說﹕ 
「我們準備了一點小菜請你嘗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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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上車開了一會兒就轉上高速公路，衛瑛看到遠處的高樓和近處的小溪

伴著成片金黃的稻田。這是什麼個地方呀﹖一定是常州的郊區。衛瑛聽爺爺和爸

爸描述過常州，但從來沒有這麼個印象。 
「這像美國什麼地方﹖」衛瑛不斷在自問。  
這是個新城，像加州，像加州的矽谷。對，這兩個地方都是一樣的光艷，

令人興奮。衛瑛看到公路邊的小城鎮，都林木成蔭，行人、車輛來往，井然有

序。衛瑛不覺想起『桃花源記』 裡面那漁夫，從口入 之後見到﹕ 

 

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
相聞... 
 

沒一會他們開到郊外，車行加快，衛瑛看到郊區繁複的公路，大都是在路

橋之間穿梭。忽而車子減速了，他們沿著立交橋旋轉而下。 
「這裡離我們家不遠了。」淑蘭在解說。 
衛其減速慢行，車子經立交橋轉到地面，又轉進一條小巷。衛瑛看見路邊

有幾片翠綠的田野、柳樹、小溪和農家，她感到一種無名的興奮。衛瑛想馬上下

車，她要在田野裡放情地奔跑....  
衛其的車停在一棟二層的樓房前面，聽到淑蘭說﹕ 
「姑媽，到了。小地方，請進，請進﹗」 
一時幾位中年人從屋裡出來歡迎衛瑛。好在淑蘭已經在車上介紹了這些親

人，衛瑛一一禮貌地稱呼大家。熱鬧到最後，一位老太太從後房裡走出來，她身

穿白的布衫，洗燙得整整齊齊，她笑容滿面地抓著衛瑛說﹕  
「瑛瑛呀－」   
「是老奶媽嗎﹖」 

衛瑛小心地撲上去，正要去行大禮，淑蘭在後面說﹕ 
「這外面亂亂的，我們進去吧。太奶奶做了幾道小菜，她要請你吃她親手

做的菜。」 
衛瑛忙扶著老奶媽進屋，在大廳裡面衛瑛跟老奶媽說﹕ 
「衛瑛相向老奶媽請安﹗還有點小禮物送上。」 
衛瑛行個大禮，又奉上一個紅包。老奶媽高興地接了，交給淑蘭。老太太

為衛瑛介紹客廳、飯廳，再往裡面走，聽到趙淑蘭說﹕ 
「太奶奶還是喜歡用她老式的爐灶，我們一直給她維修著用。」 
老奶媽笑瞇瞇地打開一個大鍋蓋，裡面是一鍋正在煮的大米粥。衛瑛聞到

大米粥傳來的香氣，好熟悉，她差點掉下眼淚來。只見另外一位老太太在大米粥

裡加了些豆腐、西紅柿、蘑菇碎片，老奶媽又往灶邊的小碗裡抓了一把切碎的小

白菜，鋪在大米粥上，再把大鍋蓋上，大家往餐廳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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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蘭指著剛才那位老太太說﹕  
「這位是婆婆，是太奶奶的女兒。」 
衛瑛忙追上去說﹕ 
「哦，婆婆﹗我是衛瑛，我小時候一定搶了你的奶吃，真對不起。」 
婆婆只是笑著看衛瑛，沒有說話。 
「婆婆耳朵不好，聽不見你說的話。」 
淑蘭說著就在婆婆耳邊大聲地又說了一遍，婆婆才大笑著對衛瑛搖搖手，

又對淑蘭說了幾句常州話。 
「婆婆意思說﹕你沒有搶，倒是你的小孃孃吃過。」 
婆婆見淑蘭說完，就親熱地拉拉衛瑛的手，又回過頭去扶著她的媽到桌子

上位坐下。 
這些話，對衛瑛來說是個大意外。她原先以為，只要找到老奶媽她的疑團

都可以釋清。她想﹕那麼這位老奶媽不是我的奶媽，我的媽沒有喂過我，是誰把我喂大

的﹖ 
衛瑛突然感到目前這些疑團並不須要趕快理清，只想到﹕我要認識這一家人，

他們是多麼的和善可親哦﹗這裡就是我的老家﹗ 

老奶媽招呼衛瑛坐下，淑蘭的先生為衛瑛端來了一些小菜，他弟弟為衛瑛

端了小白菜大米粥來說﹕ 
「對不起，姑媽，我的太太在公司上班，不能馬上來迎接你。」 
衛瑛說她來的時間不巧，打攪大家。 

正說間，老奶媽大聲地說﹕   
「你們衛家都是我的恩人。我到你們家照顧你的小孃孃，又照顧你，都

乖，好帶。」 
老奶媽的常州口音有些難懂，淑蘭為衛瑛再說了一遍。老奶媽又回憶著

說﹕ 
「你的爺爺、奶奶看我懷了孩子，又成天在家受老公的氣」 
衛瑛記得小孃孃說過，奶媽的先生在外面還討了個小的， 
「日本人打來了，你的爺爺奶奶要我跟你們家去大後方，我就跟著去

了.... 」 
衛瑛感覺得到當時一定是一片混亂;以百歲的高齡，老奶媽還說得那麼清

楚，真匪夷所思。她正想問﹕那我是怎麼回事﹖老奶媽好像已經想到了似的說﹕

  
「你名字叫衛瑛，是因為你是衛家一顆透亮的明玉。你這個 瑛 字，是你

的爺爺給你取的。你生的那天你爸爸在天上打仗，不在家。你媽媽生你的時候身

子很弱，是你爺爺把你們母女送到醫院才順利生產的。」 
這一切都清楚了，衛瑛感覺得到:難怪媽媽老是喜歡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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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瑛還想追問下去﹕我們都姓衛，是不是有親戚關係呢﹖她發覺自己可能踩到老

奶媽家的私隐，就忍住不問了，只聽到老奶媽又說﹕ 
「你媽媽嫁到衛家來，她身子不好，我也去幫忙。你奶奶跟你媽合不來，

我從來不傳話.... 」   
這更明白了，媽媽那個性子怎麼可能在衛家做小媳婦﹖老奶媽沒有說的也可以猜

出來了。衛瑛覺得，她已經從老奶媽這裡多知道了一些自己媽媽的事。對，她就是

我的媽媽。  
「後來共產黨打來了，你的爸爸說，要帶我去台灣。我想去呀，可是我先

生不讓我走。他來求我，我只好留下來了.... 」 
老太太說著，忽然起身進房﹔沒一會，她拿了一張照片回來要衛瑛看，又

激動地說﹕ 
「就是這張照片，就靠這張照片我才跟你們家再聯絡上的。」 
衛瑛一看照片就認得出，那是小孃孃還沒有上學時的照片﹔旁邊那位婦

人，一定就是老奶媽年輕時的樣子。這照片真是穿越了一個世紀，是它把一家人

抓緊了起來。  
衛瑛還想多看看，奶媽把照片收回去，她一邊小心地把照片放回盒子，一

邊說﹕ 
「紅衛兵來抄家的時候見到這照片就要撕，我不肯放。還好領隊的說: 他們

是勤苦農民，不必抄了。這張照片才留得下來。」    
衛瑛又把照片要來，仔細地看了一陣，體會到小孃孃當年，一定是不計千

辛萬苦地从美国來找老奶媽，就憑這張照片小孃孃知道她找到奶媽了。多少年的

辛酸，多少人的淚，都保留在這照片的後面! 
衛瑛努力地控制自己，她知道，只要自己開始激動地流淚，就會像山洪爆

發似的，不可收拾。在美國，不知有多少次，她幻想著找到自己的老家，她要讓
自己毫無顧忌地被懷抱在老家裡，把真情流露出來。可是今天、此刻，她還是控

制住了。她要走完這一程，她要經歷了全程才會讓自己徹頭徹尾地奔放。  
「太奶奶說，我們儘管說話，還沒有看見你吃中飯呢。」淑蘭親切地提醒

了一句。 

衛瑛馬上舀那碗中的小白菜大米粥，她一口氣吃了三匙，清香可口。大家

圍著看衛瑛，看她滿意的樣子，都笑了。衛瑛注意到，婆婆在一邊搽著眼淚。 
「老奶媽，這些菜都是你和婆婆親手種的呀﹖我想吃過飯去看你們的菜

園。」 
「太奶奶最高興帶你去看了。她跟婆婆每天都在菜園裡做工，讓她跟你介

紹她種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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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瑛飯後扶著老奶媽出門，一走到田裡就見到一圃小白菜，綠油油的，在

風裡擺盪著。衛瑛驚喜地蹲下，撫摸著密密、嫩嫩的菜葉子，片片都挺在白菜莖

上。她從來沒有種過菜，好喜歡這撫摸在小白菜上的感覺。這麼多年的離難，一切都

變了，就這些小白菜，一百年也改不了它。老奶媽說﹕  
「這是常州白梗，是秋天種的小白菜。」 
淑蘭的先生在一旁跟著說﹕ 
「這小白菜種起來不費事，就是要有那種透氣、保水的營養土。我們太奶

奶帶著婆婆花了好久才在河邊找到營養土，又用板車運回來。這園子種的菜夠我

們全家吃一年。」 
衛瑛望著他驕傲的表情，一邊聽到淑蘭問﹕ 
「姑媽，你們在美國有這樣的小白菜賣吧﹖」 
「有的，有的。」 
「你們要經常吃小白菜，我們太奶奶說的﹕她從小家窮，只有小白菜下飯

吃。她老了身體反比別人家好。我一查書才知道﹕小白菜的維他命Ｄ多，所以太
奶奶骨骼好。」 

「是呀，我看她蠻硬朗的。」 
「還有，小白菜含有大量的纖維素和多種維他命，可以防止很多病，她到

現在都沒有癌症、血管硬化那些毛病。」 
「太奶奶現在快慶祝一百歲生日了吧﹖」 
「去年慶祝過她的百歲大壽了！」 
「啊，我都沒有算對。」衛瑛不好意思地說。 
說著，他們看見太奶奶和婆婆兩人走開了，一個去劈柴，一個把材撿起

來、捆好，動作熟練、仔細。太奶奶又給衛瑛介紹她們種的豌豆、番茄、青蔥，

讓衛瑛覺得是美不勝收。她想起一件事，就無心地問﹕ 
「我聽說現在大陸可以有自己的田地了，是吧﹖」 
淑蘭先生的弟弟在一旁起勁地說﹕ 
「對呀﹗以前什麼都歸公，人民都沒有積極性了。」 
衛瑛沒有想到現在可以說這樣的話，沒有接腔。那小叔又接著說﹕ 
「改革開放的時候，政府試驗了好幾個政策，發現人民自己有田是增加積

極性，結果是政府、人民都高興，就沒有堅持歸公了。」 
衛瑛望著這幾片田，也被熏染到大家的幸福感，忍不住就問﹕ 
「淑蘭，你們這兒離高速公路不遠，不用耽心會被拆掉去蓋樓房吧﹖」 
「按照計劃這兒是會被拆的，我們已經去申訴過兩次了，他們暫時不

拆。」 
「哦，這就是大家說的丁字戶，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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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丁字戶，早晚還是要拆的，這是計劃經濟嘛。不過，就算他們硬要

拆，我們一家人不會散掉，大家心都在一起，散不了。」 
「對，你們該有你們自己的太平日子﹗」 
淑蘭淒淒地說﹕ 
「那就不知道了。我們只要政府把老家還給我們，自己來管。好像這個大

環境由不得我們這麼要求。」 
衛瑛看見淑蘭的先生從車上拎了一個包進屋，那不就是她的小旅行袋嗎﹖

衛瑛忙說﹕ 
「淑蘭，我只是請你們幫我在外面找個乾淨的酒店過夜就行了，不敢打擾

你們。」 
「姑媽，這就見外了。我們這裡衛生設備都現代化了，跟我們擠擠吧﹗」 
衛瑛曾經想過住的問題，她沒想到這兒已經考慮到衛生設備了。好，正好

跟老奶媽一家人親近一點。可是，等到他們看完菜園，一進屋衛瑛就感到疲倦沉

沉地襲來，眼睛都睜不開了。她只聽到淑蘭在她耳邊說﹕  
「姑媽，你的床鋪準備好了.... 」 
 
不知什麼時候衛瑛醒來，她發覺已經是這兒的深夜了，聽不見也摸不著什

麼，只有她一人舒舒服服地睡在床上。她想到今天，太不可思議了。她在美國不

知有多少個失眠之夜，總在想﹕她跟劉興本蓋了這個大房子，是她跟自己的老家分離了

嗎﹖世道多變化，我們真的還有老家嗎﹖今天看見老奶媽他們很幸運地維持住自

己的老家，他們真的是運氣好，沒有在時代的衝擊下被拆散﹔難道他們有什麼秘

訣﹖  
 
不由地，衛瑛心中唱出一個『月下的獨白』: 

 
有多少個月夜，我在月光下耽心﹕耽心回不了老家，回不到永在我心中的老家。 

 

今夜，我又在月光下耽心﹕回到了老家，但這溫暖的老家有一天會被拆除。 

 

世事多變化，戰亂總不休，戰亂產生了多少英雄和冤魂，扭曲了多少人性﹖ 

 

我的心中只有一個家，是個戰亂、世道扭曲不了的老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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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 爱 
 

姚蜀平 
 

（注：选自美亚出版社2016年7月出版的«沉默的路一一姚蜀平短篇小说集»） 
 
我调到土产公司工作才三个月，就接到去西北容城出差的通知，说心里话，我实
在不愿意到这个偏僻的外省小城去。我们科的老邢，上次跑的杭州，这次又去重
庆，为什么我就该到那种穷地方去呢？不过，我没有提出反对，甚至连一点不痛
快都没有流露出来。因为我必竟是新来乍到的，得给领导一个好印象。别看我才
二十八岁，这点本事倒练出来了，大概也算得上这些年的一个收获吧！ 
 
在我订火车票时，科长让我多订一张，说是科里老戴跟我一起去。我一听就不大
高兴，我又不是没有出过门，为什么这种小地方也要两个人去？我心里直犯嘀咕，
是对我的工作不满意，还是不放心？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凡事好寻根问底。我悄
悄地打听了一番，原来是老戴——他的名字叫戴寞宇——自愿去容城。因为这是
个新点，科里也不反对，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可是我却感到纳闷，要说自愿到
上海，自愿到青岛还有人信，为什么要自愿到这个偏僻的地方？老戴光棍一人，
老家是东北，听说专了十年政，去年才平反。他的自愿有什么用意吗？ 
 
我们这个科是管采购的。在很多省市都有常驻代表，对一些货源不丰富的地万，
就只派我这样的人去作不定期出差。戴寞宇原是常驻广州的代表，听说他提出不
习惯南方生活，不想干“长工”，只想来“短打”。没想到。这次短到我头上来
了，我倒得防备点。 
 
火车上，我给老戴递支烟。他接过烟，默默地吸着，我坐在他对面，一边喷看烟
雾，一边瞇着眼睛琢磨着他。总有四十六、七岁了吧，他的脸蜡黄蜡黄的，不知
道的以为他有病，常见面的知道他生来就是一张黄面孔，个子稍高，但并不魁梧。
他的眼角好像总向下搭拉看，是疲倦？还是有心事！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
很少见他笑，而且，总是缄口不言，忧心忡忡，就像现在这样子。 
 
“老戴，你去过容城吗？”我可不是个喜欢沉默的人。 
 
“……没有。”沉默了半晌，他才吐出两字。 
 
“那你一定知道这个地方有点什么名堂吧！”我试着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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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回答倒干脆。 
 
“那为什么你自愿去容城？”我忍不住了。把小道消息搬到了桌面上，说完又后
悔；这个问题只会暴露我的冒失，而这是我 忌讳的。 
 
他看了我一眼，又把眼光移向窗外，停了半晌才说道：“看个新鲜。” 
 
新鲜？我听了倒觉得新鲜。可是看他的脸上像升起了乌云，我的话也就咽回去了。 
 
到了容城，不出所料，是个又土气，又破旧的小城市。像这种地方，有什么必要
停留一个礼拜？不过，我还是在小城 好的旅店，按计划登记了一周的住宿。工
作进行得很顺利。城市虽小，但也有它的独到之处。在给我们看的土特产品一览
表里，竟然还有“大熊猫”一项。我伸伸舌头，因为我不打算为动物园采购名贵
动物，但是对其它诸如中草药、皮毛等物品，我们还是很有兴趣。每天上午办事，
下午就由我们自己掌握。 
 
第一天下午，我邀戴寞宇逛逛容城。他摇摇头，说累了，想在旅店好好休息休息。
我只好自己去逛土城，我竟然也看中了一样值得买的东西，那是一顶狗皮帽子，
才三元多钱。我一掏兜，没带钱包。赶紧回旅店，轻轻拧开门，生怕吵了正在休
息的老戴。不料，屋里竟是空的，戴寞宇根本不在！ 
 
第二天，我打定了主意，再次邀请老戴去市里唯一的公园玩，戴寞宇又一次推脱
了，他说：“年青人，你玩吧！我跑一上午够累的了。”我没有戳穿他昨天下午
根本不在旅店的秘密，却在心里拟好了一个计划。 
 
前不久我刚看完《福尔摩斯侦探案》一书．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开眼看这
类书是太晚了，可我还像个孩子般地激动；看后充满了幻想。我想象自己是个福
尔摩斯式的侦探，我破了一起又一起疑难案件．我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人们
意想不到的地方，干了人家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料，今天机会来了。戴寞宇自
愿来这偏僻小城，本来就让人费解；来后行动又诡秘，我分析，此中必有隐私。
是政治性的？还是生活上的，也许是经济性的……管它呢！我决心要查它个水落
石出，也不枉此次枯燥的西北之行。 
 
在戴寞宇拒绝我的邀请之后，我径自走到了旅店对面的理髪馆。坐在长椅上，拿
着报纸，睥睨着大玻璃窗外。我内心充满了激动和兴奋，好像正在进入角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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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敌人落网，或是奇迹出现…… 
 
不到二十分钟，果不其然，戴寞宇出来了。他的蓝卡其布中山装变成了灰布制服。
可是．不管怎么换衣服，他刚出旅店，我就认出了那稍高的身个儿。我把报纸一
折，拉低了帽子走出理发馆。 
 
我们在马路上一前一后，一左一右地走着，我的第一个发现是老戴对路很熟，他
没有像我那样，三步一问路，而是向北，头也不回地走去。这增加了我对他的怀
疑，看来是个老牌特务。来接头的？还是和旧情人幽会。我倒要看个究竟。 
 
老戴向火车站走去，这里人明显地多起来，我生怕把他跟丢了。结果刚进站，就
真的把他给丢了，急得我团团转。我虽是初次“办案”，但我是不会承认自己无
能的。因为他的消失是突然的，我想即使是福尔摩斯本人来，也未必不会出现这
样的小问题。我自我安慰了一番以后，悻悻然地转到公园里去了。 
 
晚饭时，我们在旅店食堂里碰面了，我看出他的事情办得不顺利，一付忧心忧心
忡忡的样子。他的脸更黄了，眼角更低了，嘴也更不想开了——他只吃了一个馍
（容城人是这样称呼馒头的）；而我却不客气地吃了三个。 
 
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我在猜测老戴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接上关
系？还是旧情人翻脸不认人？老戴在床上翻了一个身，我知道他也没有睡着。我
真想爬起来问他：“你来容城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好容易忍住了。因为我得像
个侦探的样子，要沉着、要冷静，我渐渐地睡着了。 
 
容城完全属于大陆性气候。早晚凉得可以披皮袄，中午却热得想穿单褂。第三天
我下了决心。一定要搞出点名堂来。因此，我做了充分的准备，也许今天会晚一
些。我在提包里放了件毛衣，又借口先出了旅店，坐到理发馆的长椅上等着。 
 
和前一天一样，我在马路对过跟踪着老戴。快到火车站时，我干脆穿过马路，以
相距十米的距离尾随着他。不料，这次他没有进站，而是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
拐到一条小街上，这条街一直通到铁路线，小街上人少，幸好老戴想不到会有人
跟踪他，没有回过一次头，否则我一下子就得暴露。 
 
铁路沿线有一片平房，这里是铁路职工宿舍。这些小平房大概是解放初盖的，为
了及早把那些住在木棚里的人搬出来，又幻想着很快能盖出又宽又大的楼房，所
以它们盖得既简陋，又狭小，完全是一种临时过渡性的房子。没想到一住就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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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人们初搬进来时的喜悦早已变成了怨气，可是新楼房还只是个别的点缀。
人们在小平房里生了儿子，又开始抱孙子，屋子没有变大，屋前的树却已长大了。
现在，在树下就坐着一位老奶奶。她面前是一辆破旧的小推车。她握着小推车的
把手，轻轻向前推去，又慢慢地拉回，小车就像摇篮一般。车里躺着不知是孙子
还是孙女，在有节奏的摇摆中安然入睡了。 
 
“大娘，跟您打听一个人。”这是老戴的声音。 
 
我急忙停住了脚步，侧身贴在屋子墙边，我紧张得全身的汗毛都立起来了。他在
打听一个人——终于等到了。 
 
“你找谁？”大娘操着当地口音问着。 
 
“你们这儿有叫耿田心的吗？”又是老戴的声音。我心里默念着：耿田心，耿田
心！可别忘了啊！ 
 
“你找老耿啊；他住在离这儿不远。你往北走，他家在一排五号。铁路边上。”
大娘和气地回答。 
 
一排五号，一排五号。我又默念了两遍。 
 
老戴道了谢就往前走去。我为了不让就要到手的胜利果实从身边滑掉，也谨慎起
来。反正我已掌握了他要找的地址和人的姓名。所以我没有跟在他身后，而是从
旁边两排房子间的小道向北走去，到了铁路边上，我傍着房子向前探头查看着。
我感到奇怪的是老戴没有去敲门，而是在离房子不远的一个破木板岗亭里蹲下抽
起烟来。 
 
老戴观察着五号，我观察着老戴。我想他一定是在等待信号。为了能掌握全面情
况，我必须选择一个更有利的地形。我迂回到了铁路旁的开阔地，那里停着一辆
没有轮子的旧车厢。斑驳的车皮和生锈的框架说明它们被遗弃的年月已经很久远
了。车厢里面甚至窜出一棵小树。我就钻在小树下面，从窗口向前望去，正好对
着一排五号；而向左看去，恰是老戴蹲的那个小岗亭。我和他的距离还要近一些，
连他黄脸上的皱纹我好像都可以分辨出来。 
 
一个钟头过去了，什么动静都没有。我真不知下面会有什么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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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的车厢又热又闷。我对自己的行动提出了疑问。值得吗？眞是没事找事，到
这儿来活受罪。 
 
突然，一个妇女走向五号，我紧张起来。从窗口我看见老戴也掐灭了烟头，他一
定比我更紧张。但是他没有动，只是斜着身子把头转向五号……那是一个短髪的
妇女，从花白的头发和发胖的身材来看，总有五十多岁了。不会，不会是什么风
流韵事，她总比老戴大七、八岁。妇人把晾在门前的几件衣服收下来，从怀里掏
出钥匙，开门进屋，门在身后“啪”地一声关上了。一切恢复了平静，老戴又点
燃了一支烟。 
 
我真有点不耐烦了，心中暗暗咒骂着这个该死的不开口的人。你倒底在等什么呢？ 
 
约摸四点钟左右，路边响起孩子的嘻闹声，大概是学校放学了，我正躭心自己的
隐蔽地方是否会被发现。突然，我看见老戴一咕碌地爬了起来，他钻到岗亭里面，
站起来，没有玻璃的窗口露出了他蜡黄的脸。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张面
孔…… 
 
戴寞宇的眼睛突然睁圆了，好似平时这对眼睛从来都没有睡醒过，唯独此时，此
刻，镶嵌着它们的那个大脑才苏醒过来，它们也才睁到本来的大小。那竟是一对
明亮的大眼睛，那对眼睛像是两团火焰，给人以希望；像是两个深潭，让人去深
思。戴寞宇往日 有代表的特征莫过于那张黄脸，此时却涨红了，黄上加红就变
成酱紫色，再配上那双眼睛……我的第一个感觉老戴根本没有四十六、七岁，他
一定更年青些；另一个感觉就是一个人的心灵在受了什么样的鞭挞，才能出现这
种奇异的变化呢？ 
 
我随着老戴的目光看去，只见一个小姑娘正蹦蹦跳跳地跑到五号门口，她看上去
十岁左右。虽然看不清眉眼，但一眼就看出，这是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儿。她走到
门口就放轻了脚步，蹑手蹑脚地把耳朵贴在门上，又一下子躲到门旁。房门打开
了，屋里的妇人走了出来，小姑娘突然大喊一声：“妈妈！”把个妇人吓得一哆
嗦： 
 
“死丫头，吓我一眺！”伸手要打女孩儿。小姑娘知道妈妈舍不得打，却笑着跑
进屋里。妇人转身把她拉了出来，拿个扫床的小扫帚，一边上上下下地给女孩儿
扫衣服上的尘土，一边说着：“看你跟个泥猴似的，不扫干净不让进屋。” 
 
女孩儿撒娇地说：“一会儿跳皮筋还得脏呢，妈！我都十岁了，你还把我当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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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人家都该笑话我了。” 
 
“孩子在妈面前，永远是孩子，别说十岁，三十岁妈也得管你。”妇人又在自己
身上扫了几下，才关上门。 
 
我转过脸看戴寞宇。只见他的脸颊上挂着两行泪痕。那张酱紫色的脸此刻又变得
苍白。我不由地浑身一颤，周身发冷，急忙把毛农穿上。我看到戴寞宇扶在窗口
上的两只手在微微地颤动，慢慢地，人缩下去了。虽然隔着木板。我好像看到此
刻他一定蜷缩在岗亭里面，也许正抖动着双肩，哭出了声。 
 
我没有勇气到岗亭去看老戴，我迈着沉重的脚步在这个小城的街道上走着。没有
目标，没有速度，刚才的那一幕虽然只有几分钟，可是却比我一生中见到过的任
何一幕戏，任何一个场面，都要更加使我激动和难忘。我相信世上 好的演员也
表演不出戴寞宇刚才所扮演的那个角色。一个人，如果没有亲身的、痛苦的，却
又是难以名状的经历，他怎么会让精神承受这样的重担，让肉体经受这样的撕裂？
我感到深深的内疚，我把自已扮演成一个“侦探”，却不知同事的痛苦。 
 
当我恢复了平静，我的头脑就做出了清醒的判断——我肯定戴寞宇既不是来容城
接关系的特务，也不是会旧情人的一次幽会。他到容城来一定和那个小姑娘有关
系。因为，这一切都发生在小姑娘蹦蹦眺跳回家以后。那么，他们又是什么关系
呢？ 
 
晚饭我只吃下一个馍，却坐到 后一批人离开食堂，始终没有等到戴寞宇。整个
晚上，我都躺在床上看报。其实我连一个字也没看进去。我是在等他回来，我已
经忍耐不住了，我要知道事情的真相，我要给他安慰；也许，我还能为他出一点
力。只要能减轻他的痛苦。只要不再看见那张可怕的绝望面孔，我愿意做我所能
做的一切。 
 
九点过了，戴寞宇才回来。他好像刚从盥洗室出来，脸上湿淋淋的。他用干毛巾
胡乱地擦了一把脸，就上床蒙头睡了。没容我跟他打个招呼，我也带着满脑袋问
号通宵耿耿不寐。 
 
我们到容城已经四天来。计划在此逗留一周，也就是说。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我
决心今天一定要把谜揭开。不料，戴寞宇吃完中饭就上床睡了。也许他昨晚没睡
好，我自然觉得没有必要再到理发馆去坐着等了。我怀着深切的同情看着已经睡
着了的戴寞宇，自己不知不觉地也进了梦乡。等一觉醒来，发现已经三点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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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寞宇的床是空的。 
 
我急忙爬起来向那熟悉的地方跑去。 
 
这次我不但自己穿上了毛衣，还在提包里拿着另一件。我没有钻进长了小树的旧
列车，而是绕到岗亭的后面。当四点多钟远处传来小学生的笑声时，戴寞宇从岗
亭里站起来了。小姑娘又欢快地跑向家门。 
 
这时，我清楚地感到岗亭在轻微地颤动。我清楚地听到戴寞宇哽咽的声音：“女
儿，我的女儿……” 
 
容城倒有几家象样的饭馆。因为不管它怎样小，怎样土，倒底还是一个城市，而
不是县城或村镇。对于一个常在外面出差的单身汉，上饭馆本是一种癖好，更何
况有朋友陪伴或是有什么值得叙谈的事情。 
 
今天对我来说，正好有这样一种机缘。我把带来的毛农套在浑身颤抖的戴寞宇身
上，拖着他来到了我早巳侦察好的本地有名的「又一顺」饭馆。大方地叫了四个
菜，还买了两个冷盘，一斤汾酒。 
 
戴寞宇一句话不说，只是一杯又一杯地往下灌酒，我不住地给他夹菜。半个钟头
以后，他似乎从迷惘中回到了现实。他问我：“你都看见了？”我点点头。我有
点尴尬，因为这几天的行动如果用来对付朋友，那是很不道德的，不知他发觉了
没有。幸好，他没有问我，好像他根本没有力量顾及这些，他右手拿着空酒杯，
不住地转着，没有等我发问就说开了：“那是我的女儿，确实是我的女儿。不过，
连她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他茫然地看着我，我没有接话，因为我不知该怎
么安慰他。他又把两只眼睛盯着酒杯，开始讲述他的伤心故事。 
 
“我的老家在黑笼江，家里老人去得早，临走前给我说了个媳妇，我属牛，媳妇
属虎，小我一岁。” 
 
我暗暗吃了一惊，我也是属牛的，戴寞宇长我一轮，今年刚四十，可是他显得多
么苍老啊！此刻脸上的皱纹更深了，手上的青筋鼓得更高了。他恍恍惚惚、娓娓
动听地述说着，好像在叙述一个久远的童话。 
 
“那年我回去探亲，假期没满就接到单位一份电报，要我回来参加运动。我兴致
勃勃地回来了。文化大革命嘛，定是场深刻的运动，应该受教育。没想到刚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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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就让人给看住了。四个人把我押到隔离室，连夜开始了审讯。我不知道我犯了
什么法，我是一个普通科员，我和各种物质打交道比跟人打交道要多。我一向奉
公守法，不循私情，为这个我也得罪过人。可是，我没犯过法，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明白。 
 
开始他们要我交代，我不知我犯了什么法，当然没有什么可交代的。我总以为他
们搞错了，我每天幻想着开门进来的是一些脸上堆着笑脸的人，他们会向我道歉：
‘戴莫宇同志，对不起，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可是，没有笑脸，只有逐步升级
的审讯，我渐渐知道他们要我交代什么了。他们说我侵吞公物，贪污舞弊。我心
中十分坦然，因为我没有一本值得躭心的帐本或是任何类似的问题，我太天真了，
我以为我的清白会换来公正的对待。但是，根本没有，他们不信，反而一口咬住
我态度不老实。慢慢我明白了，是有人跟我过不去，那是谁呢？ 
 
我深感自己陷到了一个泥潭，愈挣扎陷得愈深。我挂念家乡的媳妇，她已经两个
月没有接到我的信了，她会躭心，会着急，可是我该怎么和她联系呢？ 
 
被专政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昨天专别人政的人，今天又被人专了政，只有我没
有出过隔离室。我被套上了经济犯的枷锁，而不受政治气候的影响。可是我明白，
这个所谓的经济案件的背后，却是有着政治背景：如果没有适宜的政治气候，又
怎么能造出这种无中生有的经济案件呢？我好像有些感觉出来了，只是没有任何
证据，直到一年后，才有机会证实了我的推测。 
 
那是一九六七年春天，突然我得到一个消息，我媳妇抱着孩子找到单位来了。孩
子，我有孩子了？我算算去年回家探亲的日子，孩子现在也该有半岁了。是男、
是女？叫什么名字，长得结实吗？我渴望安排一次会面，就算是探监吧！没想到，
我没有见到媳妇，也没有见到孩子，只接到一张纸。那不是张普普通通的纸，是
一张离婚书。我愣愣地看着媳妇的签名。她只有小学程度，签个名还是很流利的。
可是我好像看不明白，不懂那三个字的含义。那是她吗？是我的媳妇？我现在多
需要亲人啊！哪怕一句话也不说，只看我一眼，……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这一
眼，看到的却是她在离婚书上的签名。我还看到了子女安排一览，上面竟写着：
两个女儿，一人一个。啊？原来我有一对双胞胎，一对女儿，我不知该哭还是该
笑。可怜的孩子！从来没有见过父亲就要离开我，不！不能！我不同意离婚！我
绝不签字。 
 
我以为这一切都将从我拒绝签字而平息，没想到，一天晚上，门外突然传来了婴
儿啼哭声。门开了，他们给我抱来了一个拚命哭泣的孩子和一张离婚判决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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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抱着孩子，一手颤抖地接过判决书。 
 
啊！上面竟有我的签名。是谁？是谁干下这罪恶的勾当？我险些把孩子扔在地上，
我的两只眼睛模糊了，一阵强烈的怒气好像要把我的胸口撕裂。我咬着牙没有倒
下来。我把孩子放到床上，任她啼哭。在灯下仔细辨认着我的签名的字迹。是他，
是他构成大狱，是他的笔迹。 
 
从给我栽了那么多的赃，我就猜出是他。他是我们科长。这个时候已经是我们公
司革委会副主任了。从我在他手下工作以来，他曾对我提过多少次要求和建议。
可是，我记忆中，没有一次使他如愿以偿。我本来没有多大权利，但很多手续从
我这里过，如果我们配合默契，就可以捣很多鬼，而外人完全无法察觉，可惜我
没有成全他，没有成为他的同谋，这也注定了我悲惨的命运。 
 
如果在平时，他能对我怎么样呢？不重视，不提拔就是了；可是在这非常时期，
一个人是很容易将另一个人致于死地，或是使他扶摇直上。他们利用政治运动报
私仇，泄私愤，而自己还以 革命的面目来迷惑羣众。事情不仅如此，今天，他
竟然代我在离婚判决书上签了名，还塞给了我一个吃奶的孩子。我陷身囹圄，如
遭汤煮，如坐钋毡，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晚上我把馒头用水泡软了，喂给孩子吃，她终于睡着了。我躺在床上，奇怪，我
既不想科长，也不想媳妇，我只想着身边的这个小女儿，我唯一的亲人。我没有
精力去发怒，没有时间来伤心，我只有一个念头：要让女儿活下去。为了实现这
个可能，我必须逃出去。 
 
当月的十五元生活费刚发下来，我还在女儿的棉衣兜里找到了十五元——这大概
是孩子她妈表示的 后一点母爱。有三十元，够了！因为孩子哭，一直看着我的
专案组的人那晚也不肯睡在我的房间里了。这对我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我在
夜静更深的时刻，用棉大衣裹着女儿，溜出了隔离室。没有值夜班的人，就是有，
也会回去钻被窝的，因为那是个寒风刺骨的夜晚。我只穿了一件小棉袄，棉大衣
裹着女儿呢。北风吹到身上，真是吹透了，心都冻僵了。如果我不是抱着一个活
的生命，我一定会倒在地上，永远也爬不起来。可是，如果我倒下，将会有两颗
心脏停止跳动。不！我不能倒下。我在寒风里走到了火车站，买了一张马上开车
的火车票。我不管它是向南、向北，不管它是快车、慢车。除了留下两元钱吃饭，
剩下的钱够买多远就买多远。我只希望快走、远走。就这样，火车把我们带到了
这个西北的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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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寞宇一口气讲到这里才住口，他抬头向窗外看去，好像想看看这个曾经是那样
遥远，又那样陌生的小城。天已全黑下来，又起风了，呜呜的风声听起来有点凄
凉，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心境都回到了那个寒风凛冽的夜晚。我不知该说什么，又
给他斟了一杯酒。戴寞宇端起酒杯只抿了一口就放下，他现在已经不想喝，只想
说了。 
 
“我下了火车，不知该往哪儿去，我知道通辑令马上就会全国满天飞，我要抢在
它前面。我抱着孩子进了车站值班室，有生以来第一次撒了个谎。我打听了，再
有五分钟就有一列车开回来，我把孩子放到值班室桌上，对值班同志说：‘对不
起，一位女同志上厕所去了，她让我帮她抱一下孩子，我的车到点了，孩子先放
你们这儿，她一会儿会来这儿找。’说完站台铃就响了，我转身向火车跑去。我
听到后面有人喊：‘同志，等一会儿……’我跳上了火车，头也没回。我躲在一
个角落里，火车开了，我的眼泪流了下来。女儿，我把你给扔了，扔给谁？扔到
什么地方？我回头看了看站台，木牌上写的《容城》两个字在我眼里慢慢模糊了；
可是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里，我的心上。 
 
我盼望着等我自由的那天，我再来找她，接她。可是，没想到，一等竟是十年。” 
 
戴莫宇又沉默了，我也张不开口，可是我的脑子却在激烈地活动着。我早从同事
那里听说戴寞宇开始是因为经济问题被专政，后来又变成政治问题。我完全不用
细打听，在那些年月里，什么罪名不能加在一个毫无反抗能力的囚犯身上？可是
对于戴寞宇处理孩子的这种独特方法，我却感到了好奇。我忍不住发问了：“十
年当中，你没有打听过孩子吗？” 
 
“没有，怎么有可能。那次我又乖乖地回到了专案组。不过回来的车票是他们给
补的，因为我已身无分文。我知道我逃不脱他们的手心，他们一个全国通辑令就
可以把你逮回来。但是有一点我是可以保守秘密的，就是女儿丢到了哪里。我只
告诉他们，我把孩子送给了一个旅客。” 
 
“你把女儿扔到一个不认识的地方，交到不认识的人手里，你能放心吗？”我真
的感到不理解了。 
 
“放心！不过这个放心也是相对而言。我讲的是比放在专案组里要放心。我相信
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尤其当他们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时候，他们善良的天性会表
露出来。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没有暴露孩子的身世。车站只知道孩子是一个
上厕所的妇女交给一个过路男人的，但是那个妇女根本不存在，而我又被关到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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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室，他们无处查找。对于这样一个半崴的女孩，人们是不大会作恶的。她娇嫩，
可爱；她会呼吸，会喊，会哭，会笑。她是个活的生命，那么周围就会有活的生
命去理睬她。当然，如果人们知道她父亲是个专政对象，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了。
正因为这样，我才绝对保守孩子所在地的秘密。” 
 
“你，你是怎么打听到的？”我脑海里闪过那天在车站里，他突然消失的一幕。 
 
“我到值班室去打听的。十年过去了，不会有人认出我就是当年送孩子的那个人。
车站工作人员虽说多次更换。但老一点的人还都记得十年前那件很是震动了不少
人的新闻。当时，车站多次广播找这位根本不存在的上厕所的妇女，没人来领孩
子，倒惊动了不少铁路员工。 
 
一位没有孩子的铁路工人，把孩子抱了回去，说什么时候孩子妈妈来了，什么时
候就把孩子交还给她。可是，从来没人来领孩子。孩子渐渐长大了，以为自己就
是铁路工人的孩子，知情人谁也不愿说穿这件事。” 
 
我听了喜出望外，一把抓住戴寞宇的手：“来了，现在来了，明天。不！今天咱
们就去认孩子，把她接回来。” 
 
“不！”出乎意料之外．戴寞宇吐出一个坚决的‘不’字。他把我的手推了回来：
“我不打算认她，更不打算领她。” 
 
“什么？你……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认她。”我吃惊得几乎要跳起来。 
 
戴寞宇没有回答，他默默地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我茫然回顾，这才发觉我们已
经是 后的顾客了。服务员开始打扫，再不走就该挨轰了。我跟着他出了饭馆，
街上的行人稀少，车辆更少。我们并排无声地走着，路灯在风中摇曳，灯影在地
上悠荡。我感到了西北高原夜晚的寒意，不禁把衣服裹得紧一点。我想加快脚步，
可是戴寞宇还是那样不紧不慢地走着，好像想让夜风吹散他胸中的郁闷和烦恼。
我只有踏上他的步点，跟着一步一步地向旅店走去。 
 
回到房间，我们都疲倦地躺在床上，刚才听的故事在我的脑海里变成了一幕幕的
电影。形像愈具体．我愈加不能理解戴寞宇的 后决定。终于冒出一句：“你是
怕打扰孩子，对吗？” 
 
戴寞宇没有回答，我想我的分析大概对。便接着说：“是呀，孩子妈妈挺疼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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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也不会坏，孩子一直把他们当作亲生父母……。” 
 
“这只是一个原因。”老戴插进一句。 
 
“还有别的原因？”我感到奇怪。 
 
戴寞宇忽然坐起来：“你认为我现在就安全了吗？以后永远会安全吗？” 
 
我也翻身坐了起来，我们两人面对面坐着，四只眼睛对视着。他此刻是多么虔诚
而恭谦，好像一个孩子在他尊敬的人面前寻找答案。 
 
可是我该怎么回答他呢？他的诚恳和渴望又使我不忍心闭口不言。我脱口说道：
“你难道认为还会有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不一定叫文化大革命，不一定是这种形式。但是，另一种运动为什么不可能再
出现呢？”他的回答使我感到他似乎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可是我却想
得不多，也许是因为我觉得答案很简单。 
 
“不，决不可能！”这就是我的答案。 
 
“为什么？”他的一双眼睛逼视着我。 
 
“我们国家经不起这样折腾了。” 
 
“哈哈……”戴寞宇忽然爆发一阵狂笑，笑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他的笑声又嘎然而止：“这次运动的特点是什么，你想过吗？是混战，一场大混
战。无论是发起人，是执行者，还是参加运动的羣众，谁都没有，也不可能估计
这场运动发展的趋势和结果。这就说明，悲剧可能重演。” 
 
“不！这样推理不充分。”我摇头否认。我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体会和总结这场
运动。因为我曾经是老红卫兵，我曾经……“老戴，你应该相信人民，难道咱们
白吃苦了？我不相信，下次运动还会哄起几亿人来瞎折腾。退一步说，如果再折
腾，咱们国家就会灭亡，如果国家亡了，个人还在乎什么呢？” 
 
“不！国家不会亡。历史上多少外族侵略过中国，占领过中国。可是 后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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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被熔到了中华民族这个火炉里；中国自己打过多少内战，分裂了又统一，又发
展。中国不会亡，民族不会衰。但是，作为个人——”戴寞宇的嘴角露出一丝悲
哀的微笑：“我会毁灭的，但是我的女儿，她还可以自由地成长，她会有她的生
活，她的幸福，没有我，这一切的可能性会更大些……” 
 
我望着戴寞宇：蜡黄的脸上，不再是悲切，却充满了希望，甚至有些幸福的样子
呢！伟大的父亲，伟大的父爱，我喉头哽咽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在容城的 后两个下午，人们可以在铁路职工宿舍区里，看见两个男人在徘徊，
那是我和戴寞宇。我们在一排前面逗留的时间 长。 
 
我们看见了那个小姑娘，她在窗前写作业，在屋前跳皮筋。还看到了小姑娘跟她
母亲撒娇；向父亲要钱。那个胡子拉渣的铁路工人，一定就是耿田心。他瞇着眼
伸出两个拳头，让小姑娘猜，钱在哪只手里，猜中了给钱，猜不中刮一下鼻
子…… 
 
小姑娘也发现有两个陌生的叔叔总盯着她看，她并没有恼，而是报以友好的微笑，
还用从学校学来的普通话问道：“叔叔，你们找人吗？” 老戴用苦笑回答她；我
却把牙齿咬得喀喀响，压低了声音问道：“她妈妈呢？” 
 
“又嫁人了。连老家也不回，没有人知道她在哪儿。”戴寞宇的声调很平静。 
 
“你不恨她？” 
 
“不！比她可恨的多得是，恨她干吗。她给了我一个孩子，我还该谢谢她呢！” 
 
“可是——”我不知该把这股怒气泄到谁的头上，忽然又想起一件事，忙问：
“那个科长呢？代你签字的科长，找他算帐去！” 
 
“你找不着了。”老戴的声音近于冷漠。 
 
“怎么？升官了？”我急忙问。 
 
“不！升天了。清队时，他自己成了专政对象，为了历史问题。自杀了。” 
 
我们按预订计划离开了容城。我曾向老戴建议是否多留几天，他摇着头说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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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的路上，我又喷着烟雾观察老戴，他像来时一样沉默地望着窗外。我心里盘
算着，该怎样向领导汇报：别看容城小，货源挺丰富。 
 
还有些独特的玩意儿。这里也应该设个常驻点，至于常驻代表呢？当然，戴寞宇
是 好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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