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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在辭舊迎新的時節，文協第四季度 e-通訊和大家見面了！我謹代表文協全體干事
祝賀文協各位朋友及家人節日快樂、闔家幸福、身體健康！ 
 
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第四季度中文協舉辦或贊助的部分活動集錦。同時，我們轉
載了趙鍾英老師獲得母校嘉獎的喜訊。祝賀趙老師！ 
 
漁童在“石緣”中通過圖片和詩歌的巧妙結合，向我們展示了石頭和文字的魅力，
以及作者觀察生活獨特的視角和情懷。此文中選用的字體和格式由作者本人選擇。 
 
眉子深情描述了文協合唱團 2016 年度公演中的一首客家話歌謠《頭擺的你》。  
 
嵇止的“台生回鄕行”記錄了他回到祖先出生的地方，廣東汕頭、潮陽、海門一
路走來，回味無窮。 
 
張鳳女士所著的《哈佛問學錄》榮獲僑聯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 2016 年華文著述獎
文藝創作散文類第一名。祝賀張鳳女士獲此殊榮！本季 e-通訊中再次向大家推出
一篇關於《哈佛問學錄》的書評以及張鳳女士的獲獎感言。 
 
繼上一季刊發表的“老--家---（上）”，胡宏在“老--家---（下）”交待了主人公
回家尋根的心路歷程，處處體現了主人公對家的眷戀和責任。 
 
姚蜀平的短篇小說“玳瑁”敘述了一個普通幸福的家庭因為戰爭而支離破碎，情
節曲折，可讀性強，促人思考人性之善惡，並警惕世人要珍惜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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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季季刊是2016年的 后一期。再次感謝在2016年所有季刊中投稿的作者！2017
年季刊繼續期待大家的支持和幫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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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季度中，文協主辦或贊助協辦了豐富多彩的社區活動，我們在這裡作一簡要
回顧。 
 
On October 8，Hal Grodzins was invited to lead an introductory session on wine 
appre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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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mmunity witnesses the wonderful GBCCA Chorus Society Concert on November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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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ovember 12，Albert Li provided another session in the Speaking Series on 
taxation. 
 

 
 
 
 
 
The 2017 GBCCA Annual Banquet will be held on February 11, 2017. Dr. Henry C. Lee, 
one of the world’s famous forensic scientists has accepted our invitation to speak at the 
banquet. Please see details of the banquet on the flyer be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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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 趙鍾英獲得母校嘉獎 
 
（此文轉載自波士頓雙語網，2016 年 11 月，http://bostonese.com/2016/11/beatrice-
lee-receives-ad-laudem-dei-award/） 
 
【本報記者李強波士頓報導】大波士頓中國文化協會（GBCCA）、牛頓中文學校、
喜齡會等機構的創辦人之一趙鍾英老師日前到紐約她的母校聖維生學院（College 
of Mount Saint Vincent）參加校友聚會，得到了學校的嘉獎，表彰她大學畢業之後
62 年來為社會作出的傑出貢獻。 

 

 
趙鍾英老師（左）同校友們合影。 

 
今年 85 歲的趙鍾英老師 1950 年畢業於台灣建國中學之後，來到紐約的天主教聖
文森特山學院大學留學。她回憶說「當年我 19 歲，拿到德州一個天主教小學校的
四年獎學金。當年的教育部長程天放對我們說只要你們考及格中國地理，中國歷
史，和三民主義，得到國外大學全部獎學金就可以出國。可是于斌主教一定要我
留在紐約讀大學，因為他不放心我到別的地方去。他與紐約的大主教史伯而曼
（Spellman）是 好的朋友，他也住在我們學校，史伯而曼大主教又正好是我學
校的主管，所以我就進了聖維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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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鍾英老師和已經去世的丈夫李瑞駿先生培養了 5 個優秀的孩子。大女兒李和敏，
二兒子李夏平及小兒子李波平都遠道趕來參加在聖維生學院的頒獎儀式。兩個在
耶魯大學畢業，在紐約工作的外孫女同媮及外孫大明也來參加， 難得的是二兒
子李夏平領養的小女兒李同璇也趕來了，她在爺爺的母校俄亥俄大學攻讀獸醫。 
 
據介紹，聖維生學院的這個獎項 Ad Laudem Dei 每年只給三個有名望的校友，今
年趙老師是三位獲獎校友之一。該校歷史上只有三個華人校友獲得這個榮譽獎
狀，另外兩位是 1969 畢業的楊蘇菲及 1951 畢業的何欽翼。趙鍾英老師多年來在
喜齡會照顧老人，教新移民英語，幫他們申請福利，組織中文學校夏令營。 
 
趙鍾英老師出席了頒獎儀式之後，還由女兒陪同參觀了大都會藝術館的東方藝術
部門以及歐洲的荷蘭部分。趙老師告訴記者讀大學時候她主修老人福利及兼修藝
術的，所以特別熱愛藝術展品，照了很多相片。她說「似乎時光倒流了半個多世
紀，自己又覺得年輕了很多。」在談到重遊紐約的印象的時候，趙老師表示停車
和餐館吃飯的費用比 60 年前貴了很多。 

 

 
 

趙老師提到她女兒今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畢業之後搬家到北卡州，為希拉莉的
競選團隊做義工。她表示不管支持誰，華人選民一定要在 11 月 8 日的總統大選中
投票，因為這樣政客們才會重視華人社區的意見。 
 



 

 

 
 

 石緣  漁童 
 

 

 
 

                                                                                               Thunderegg 
 

共嬋娟  



 

 

 
 
 
 
 
 
 
 
 
 
 
 
 
 

 
 

Picasso Marble 

 

 畫石    木石集一      漁童   

 
 

 揮灑自成調       寫石意本妙 
 

雲潑彩墨間       素手何需描 

 
 

  



 

 

 
 
 
 
 
 
 
 
 
 
 
 
 
 
 

 

 

 Snakeskin Agates 
 

  寫詩的     文字        與         心情 
 

 
  



 

 

 
 
 
 
 

  
 

                                                                                                                                                                           Turritella Fossil  
 

  古戰場   木石集二     漁童   
 

         

 

不是帥  不是兵卒 

        也不是牽強的出兵藉口 
 

不是刀  不是戈矛 

        也不是可笑的擴張理由 
 

不是車  不是馬炮 

        也不是政客的棋將的功 
 

  

是         亂蹄踐踏  利箭射穿 
 

是         時光掩埋    嗚咽蹩癟 
 

    是         冷眼旁觀  的  號角 
 
  

http://dictionary.sina.com.hk/p/word/%F1D


 

 

 
 

               
 

 

Blue Forest Petrified Wood 

   六點七分         木石集三    漁童    B. C. 400,000,000          

 
 

我終於找到一個能留住時間的方法 

卻誤把它停在塵封的過往 

  



 

 

 
 
 
 
 
 
 

 
 

          Thunderegg and Me 

 

 

我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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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擺的你》                    
 

眉 子 
 

 
週末聽了文協合唱團的2016年度公演。其中一首客家話歌謠《頭擺的你》深深打
動我。  
 
頭擺，在客家話裡指從前，上次。我認為可以理解為曾經。 
 
音樂會是合唱形式，鋼琴伴奏。以男聲部起頭，一詠三疊，輕柔抒緩，喚起遙遠
的畫面，「還記得，還記得，還記得你」。  
 
接下來鋪陳：頭擺的你，毛辮長長，頭擺的你，愛看人撮把戲，頭擺的你，愛蹶
圍牆，頭擺的你，會摘花送分人。 
 
這個時候，女聲加入，與男聲相呼應，反復吟唱，使歌曲形象更加立體，層次豐
富。 
 
第二段，高低起伏，錯落有致，繼續鋪陳敘事：頭擺的你，家鄉的你，頭擺的
你，想跟人做大戲。 頭擺的你，擰禾埕（曬谷場）看大雨，頭擺的你，想遠走高
飛。 
 
這兩段歌詞，極其簡練地描繪了一個青春靈動的少女形象，美好，爛漫，充滿幻
想。而多聲部的交替吟唱，在鋼琴的引導下，清新如流水，汩汩而來。將往昔夢
中人刻畫得淋漓盡致。 
 

後一段：頭擺的你，赤腳的你，頭擺的你，愛笑的你，頭擺的你，唱歌的你，
頭擺的你，快樂的你。靚靚的你，幾時嫁分人（嫁給人）。 
 
這一段，除了鋪陳，有深深的懷念，有祝福，有憂傷。 合唱的優勢，使這種懷念
與憂傷顯得更加醇厚綿長，意尤未盡，餘音繞梁。 
 
這首歌的整個曲調舒緩，懷念，意韻悠長，很有民間歌謠的韻味。用客家話唱，
你聽不懂，但能聽進去，很容易感受到語境。回家查了一下，這首歌得過大獎。 
但是獨唱太單薄，這次的合唱編排更能表現歌曲意境，令人過耳不忘。所謂山外
有山，藝術的追求本無止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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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語言的精髓，往往出其不意。客家話來自古漢語。頭擺二字，真是太形象生
動，生命的過程，轉瞬即逝，一回頭，已是百年身。曾經的你，頭擺的你，多麼
美好的記憶，在我的心頭蕩漾，卻又，隨風而去。經過歲月的洗禮，只有癡人在
多聲部的起伏中喃喃低語：還記得，還記得，還記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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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生回鄕行                                     

嵇 止 

 

1987年台湾的戒嚴時期结束後，台灣同胞往來中國大陸不受限制，到現在大約人

人都去過了，單單去年2015一年，就有3百40萬人次的台灣人入境大陸，這還不

包括2百萬先到香港而後可能轉口入境的。海外地區如美國，去年有208萬人次到

了中國，其中有台灣背景的應該不在少數。筆者要遲到2012年的10月，才生平第

一次去了大陸，個人經驗猶如滄海一粟，搏個版面，希望讀者見諒。 

 

筆者入境的口岸是廈門的東渡港，從金門的水頭碼頭搭乘渡輪東方之星，航程需

要一個鐘頭。東渡海關建築新穎獨特，屋頂由片片弧面組成，牆面鋪設烤漆鋼板，

入口大廳之內的宣傳海報，有「廈門海關禁毒典型案例」，有「遠離毒品、珍惜

生命」，門戶一開，蒼蠅蚊子就飛了進來。入關後在一波強力的叫賣聲浪中，神

智不是很清楚的狀態下買了手機卡和往汕頭的車票，沒能多體驗大陸行第一站的

情境，便被帶上的士，司機是從四川來廈門參軍後留下來的，和他說普通話，大

約10分鐘便到了廈門長途汽車站。中午時分，登上開往汕頭的大巴。廈門島和金

門島面積相若，都是五十多平方英里， 但一個是大型商港，一個多旱田軍營，兩

處景致很是不同，廈門市區的植披和建築，倒像是台灣的高雄。鄰座的年輕人，

是湖南過來做冷凍空調的。車子往西行，上了高速公路，沿線的路標，開始出現

了漳浦、詔安、漳州，這些熟悉的名稱，進入廣東前的這個區域是多數台灣人的

祖籍地。筆者祖籍廣東潮陽，清代隸潮州府，民國時期直屬廣東省，現在則是汕

頭市的一個區，此行的第一夜要住在汕頭市原城區的堂弟家中。 

 

日本人在1926年做了一個「台灣在籍漢民族鄉貫別調查」，籍貫為潮州府的，佔

了當時3百75萬漢人中的3.6%，1945年台灣光復以後定居台灣的粵東人士約占外

省人的1.8%，兩者合計，目前台灣的潮裔人口應該有60多萬，先人留下的痕跡包

括散見全台200多座三山國王廟和有關的信仰活動。語言方面。潮州的饒平客語

仍有2萬多人使用，潮州話則融入台灣的閩南語，只能從部分俗諺裡找到關連。

比如說人自作自受，是「林道乾造槍打家己」，以台灣為基地的潮州海商集團首

領幫泰國人做大砲·結果膛炸炸死自己。筆者家中講潮州話，是遷台人家還能持續

使用鄉音的少數特例，六十年來，只有三兩位同鄉長輩能常以潮語溝通。此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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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和汕頭的堂弟有過電話交談，純用家鄉話無法完全達意。旅途中堂弟於是用簡

訊聯繫，抬頭必稱大兄，飄飄然覺得自己彷彿便是功夫片「潮州怒漢」和「唐山

大兄」裡的原型人物，主演兩部電影的譚道良和李小龍武功雖強，但還不會說潮

州話呢。 

 

巴士從汕頭的金湖區進入市區，沿路先見廠店合一兩三層的樓房，大多是建材有

關生意，而後出現的大樓，跟台灣城市一樣，一樓店面，樓上住家。到站後，來

接人的堂弟，臉型五官和父親相像，很容易就認了出來，上了他的海馬牌座車，

車上還有弟婦，要先去龍湖區的「快活海鮮苑」和三叔家人見面。已去世的三叔

全家11人，除了二弟長子在深圳念書外，全數到齊，席間的三嬸，看過她50年前

照的相片，見面時已是白髮蒼蒼，其他人雖從未謀面，但覺親切，小輩紛紛前來

問候，有學鋼琴的，有身高180公分好打籃球的，個個溫和有禮。和他們用普通

話溝通無礙，三嬸及堂弟妹的潮語，則只能聽懂5成，母親來自潮州府城，家中

說的應屬韓江口音，只知道潮陽話比較「huain」，但沒想到聲調語速如此不同。

忙著認親，倒忘了留意在大陸的第一頓吃食，記憶裡是先用白粥配小菜，而後才

上主菜，清蒸石斑和台灣的口味相似。血蚶是從未吃過的，還有普寧豆腐，原來

也是名菜。 

 

飯後大家一起到二弟家喝茶，喝法和台灣類似，第一泡用來沖洗茶葉茶杯，續泡

的才入口，功夫茶具現在有了改進，茶盤下接排水管通到水桶，人多的話省事不

少，二弟家在小區五樓，沒有電梯，除了飯廳客廳，還有類似台灣的公媽廳，供

奉神明用。四個臥房每間都有衛浴設備，待客倒是方便。第二天晨起，窗外見到

蒲葵、椰子樹、黑板樹的迎風搖曳，這些樹種中三五年就可以有10 幾公尺高，是

建設公司喜歡選用的景觀植物。 

 

弟妹準備的早午餐有竹仔魚、紅花魚、瀘水鴨、蕹菜，也是台灣家中常用菜肴。

餐畢往潮陽進發，車行不久，就經過了香港富豪林百欣的國際展貿中心，此公在

潮陽家鄉，還捐設有小學中學。轉上海濱路，只見各式氣派的政府建築相連朝向

海灣而立，當年汕頭作為和深圳同時成立的第一批經濟特區，這幾棟大樓頗有先

聲奪人的作用。海濱路的盡頭是渡口，要在此處開上跨越榕江出海口的礐石大橋，

家父生前回鄉，大橋尚未建成，便是在這裡搭船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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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海灣，路旁見到多座被挖到剩下一半的小山，此處的紅色砂岩區，應是風景

名勝，若開放礦權，也應好好利用，美加地區資源如此豐富，採石場尚需儘量往

深處開採，直到無法再挖為止。留下的礦坑作為湖泊，也可是遊憩所在。進入潮

陽城區，只見馬路上一幅橫聯「潮陽人民歡迎您」，繁體字寫就，是給我等僑民

看的。還有紅色喜幛，祝賀「汕頭市潮陽實驗學校2012年高考再創輝煌」，有10

人考上了北大清華。另有一聯，是「全民動員打好三年禁毒戰爭」，時至2016年，

禁毒宣導工作已進入校園，要從根救起。城區全是水泥樓房，一樓開店，招牌廣

告貼牆而設，不見突出建築物牆面的看板，市容因此較為整齊，肯德基，上島咖

啡都是弧形招牌，十字街口佔據了兩個牆面，甚是醒目。馬路上的行人、腳踏車、

摩托車、汽車路權都一樣，汽車慢慢行駛，沒人亂按喇叭，大家悠閒度日。 

 

潮陽首站是雙忠行祠廟，此廟歷史九百多年，是宋神宗的時候，潮陽軍校鐘英從

睢楊的雙忠廟請來神像銅輥始建的。老厝祖祠都已拆掉改建，只能來此致意。三

嬸和弟婦是虔誠的信徒，早已準備好香燭紙錢，經過他們的指點，才曉得如何拈

香。下一站去南桂坊，裡面的泰安古廟供奉的福德聖王，台灣稱為福德正神，也

就是土地公。旁邊還有觀音堂，兩處都上了香。此時戲台上潮陽潮劇團正在演出，

不曉得劇目為何，相片附在文末，還請看倌不吝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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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拜完護土的神祇，來到文光塔旁史姓族人聚居的溧陽巷。近來遺傳學界研究史

姓成為顯學，基因、族譜、傳說互相對照，江蘇溧陽史父系血源可以上溯到唐堯。

台灣高雄的茄萣、大樹兩鄉的史姓約有兩萬餘人，也有族人共襄盛舉，提供了基

因檢體，檢驗結果是和浙江的四明史同源，屬於大禹一脈。老厝原址現在是七層

樓房，小叔的長子分得的部分一樓一半開雜貨店，一半作鐵門窗生意，二樓住家，

和堂弟小嬸在他們的店裡見面。 

 

晚飯在潮陽的東苑酒家，鱟粿內餡用豬肉替代,像是彰化肉圓，蚵烙就是台灣的蚵

仔煎，都成了酒筵的主菜。大姑的大兒夫妻都到，席間談到表弟當年因有海外關

係，所以無法參軍，但困難時期海外親友寄回的米麵糖油衣物，對他們的成長也

是不無小補啊。父親堂妹也來相會。飯後到三叔大兒家中喝茶。見到小叔女兒，

堂妹夫是文化人，沒有出現，但送上「英歌舞」光碟一套。潮州英歌舞和台灣的

宋江陣類似，是 迎神賽會隊伍的一部份，演出者扮作水滸人物，招式和動作就是

武功套路，但英歌舞使用道具只有短棍一雙，不若台灣天高皇帝遠，宋江陣裡面

甚麼兵器都可見到。 

 

回汕頭過夜前，先送堂姑回家，堂姑家有神龕，供奉觀音佛祖，祭拜時還有機器

播送佛號。堂姑丈為退休高中物理老師，一旁專心看電視，此時釣魚台歸屬重新

受到重視，他告訴我釣魚島是我們的，我說蔣介石當年敢要琉球的話，現在什麼

問題都沒有了。堂姑丈高考猜題很準，還有不少補習學生，外孫女才從汕頭轉來

潮陽唸高中，帶在身旁，可以好好調教。 

 

第二天早上堂弟說昨晚準備了牛肉丸，但我已睡去，早餐另有安排，是到潮陽吃

觸肉，西洋菜湯就薄肉片，原來也作一餐。早餐店裡見眾人都將用過的餐巾紙，

隨手丟在地上，甚覺奇怪，堂弟說會有人來掃的。用完早點，回溧陽巷拜訪堂叔，

老人年近90，仍然思路敏捷，說起年幼時和父親玩水的趣事，還很生動。堂侄特

地休假一天，用他的本田車接續往後行程。下一站是和平鎮的「大峰祖師」園區，

大峰祖師於北宋欽宗年間集資建造了橫越練江的和平橋，千百年來，造福鄉民無

數。南宋理宗時的進士蔡震為發揚這種助人精神，將其祖和平橋旁的書齋改建成

「報德堂」，是潮州善堂襤鰑，以濟世助人為宗旨的非政府組織，我們老早就有

了。紀念園區的 大峰祖師紀念亭，梁柱均為石材，鏤空雕花，甚是精美，梁上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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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可見星馬泰國各地僑社落款，亭後是大峰祖師陵墓，園區角落另有一亭，當

中是石製「聖人神位」，乞討的人集中於此，弟婦備有大疊小額紙幣，一張張送

到他們手裡。 

 

午餐前車經潮師高級中學，在大門口照了幾張像，此校前身潮陽師範，是父親的

母校。午飯有龍蝦雙吃，蝦肉拌麵，蝦殼做湯，水果是楊桃。下午先到貴嶼小姑

家探望尚健在的姑丈，姑丈剛動過髖骨手術，閒坐家中，古宅翻新不久，整舊如

舊，正廳檀木供桌橫跨了整面牆壁，上頭有花草浮雕，一面大鏡子，還有十仙賀

壽長幅壁畫。屋頂用藍色橼子，紅漆圓桁架設，屋脊下的桁條，更是繁彩重繪，

中間還有太極八卦圖，姑丈業餘兼做道士，法器都收起來了，只看到牆上一幅錦

旗，上書「為迓祖駕，同德同心」，獎勵他迓老爺繞境巡行時的出力幫忙。屋內

所有房間挑高，沒有天花板，所以偏房還可另加一層，廳外天井，蘇鐵盆栽，廚

廁浴室都在此處，順應了潮陽熱帶地區的天候。表哥住在貴嶼街上，行近時聞到

塑膠燃燒的味道，此地主要行業是回收電子元件，表哥做的也是這個生意，住處

四層樓房，一樓雜貨店，店名燙金直接饟在白瓷外牆上，誠所謂金字招牌。大家

上到二樓客廳，是大媳婦出來奉茶，廳旁幾個大型尼龍布袋，裝的是一顆顆復原

的集成電路chip，當地作坊拆解作業包括使用電熱器切割燒融電腦主機板，難聞

氣味由此而來。台灣1970年代廢五金行業亂燒亂丟電線電纜對二仁溪流域的危害

殷鑑不遠，希望他們盡快找到別的可以持續的發展模式，河川、土壤、空氣能夠

早日復育。 

 

大堂弟弟妹當日在棉北街道的石泉岩道場輪值義工，邀請大家過去，堂侄輕車熟

路，離開貴嶼，不久便到了石泉岩山下的齊天閣，齊天閣裡供奉的正是齊天大聖，

另有神話小說中其他人物塑像，由此沿山路拾級而上，先有供奉儒教聖人的文津

閣，再有道教的朝元閣，包括階梯，這些亭台樓閣都是新近完成，全用石材素面，

淡雅莊嚴。山徑上有古榕橫越，狀似奔馬，有人亂拔氣根，所以特用竹籬層層圍

住保護。住持道鑫年輕有為，弟妹引見，和他談了一會。此處原是民間傳說觀音

菩薩應化處，因有泉水自石壁中流出而得名，石頭上的泉眼還在，刻有一龍，泉

眼就在龍口，現在泉水乾凅，水是從別處引來的。主殿有藥師、如來、阿彌陀、

彌勒三世諸佛和一百零八羅漢金身，香火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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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站是海門，原來要到蓮花峰文天祥題字處，因天色太暗，只好掠過，直接去

了成園酒家。文天祥於1278年10月率義軍由江西南下至此，在山石上用佩劍刻下

「終南」二字，不久於往西勤王途中兵敗被執。隔年20萬軍民在江門崖山投海殉

國，宋室淪亡，我族從此成為人下之人。 

 

海門晚餐時有拜佛堂姑弟弟來會，堂叔剛從海南的農場退休，和我年紀相仿。菜

色中有海帶肉絲，也是家常口味。餐後到住宿處「芙蓉商務賓館」，潮陽的堂弟

們知道我第二天一早要搭汽車，先在長途汽車站旁訂了旅店，旅館房間竟有功夫

茶具，大家喝茶聊天，堂弟送來風乾魷魚、弟妹也送來自製黑橄欖，一定要我收

下帶走。 

 

次日清晨五點，堂弟們已在旅館大廳守候，和他们一起走到車站，上了巴士，離

開了這個父祖生長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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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大師的哈佛情緣-評《哈佛問學錄》 
信實的精靈 

 
初識夏志清先生（1921-2013年）是因為 近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先生的《感
時憂國》，因為他無論在任何情況下，都願盡自己一己之力來改變中國現代文學
史生態譜系的這種堅持，使得現代文學在國際漢學界拓出一片天地。夏先生的著
作有《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古典小說》、《夏志清論中國文學》、《文學
的前途》、《人的文學》、《新文學的傳統》、《談文藝·憶師友》《愛情、社會、
小說》等和《張愛玲給我的信件》等散文。因為張愛玲的文學貢獻逐步被挖掘，
夏先生因為與張愛玲的交情也進一步進入大眾的視野。 
 
另外一位漸漸映入眼帘的女作家就是葉嘉瑩女士（1924年生於北京，現任南開大
學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是因為2015年9月份中信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給孩
子的古詩詞》（這本書是當今中國古典詩詞講壇影響 大、絕無僅有的葉嘉瑩先
生的心血之作。），因為一本書，再次認識這一個人。以前僅僅是在很多地方看
過葉嘉瑩教授的隻言片語，然而在葉老師的筆下，她用自己獨特的方式開拓古詩
詞的現代觀，這一點，對我感觸頗深。 
 
這兩個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夏先生曾經受邀去哈佛大學講過學，葉嘉瑩女士曾
經執教於哈佛大學，這兩個人曲折坎坷的一生，竟然都與哈佛大學有千絲萬縷的
聯系。然而身雖在外，情系祖國，才有這些感動國人的傳世作品。 
 
在由重慶出版社出版的這本書《哈佛問學錄》的作者美籍華人作家張鳳女士的筆
下，我們可以走近一睹大師們的風採。在她的筆下，典雅的辭藻，或許僅僅是根
據她曾經接觸到的一些華人作家或者科學家們的一些生平事宜，帶領著我們可以
近處一窺這些名人的真實。 
 
張鳳女士，密歇根州大學的歷史碩士，曾跟隨著自己任哈佛大學核磁共振實驗室
和貴重儀器中心主任的先生黃紹光博士來到哈佛大學，並且任職西方漢學研究的
寶庫——哈佛燕京圖書館編目組二十五年，現為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主持人，另
擔任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副會長曾任秘書長、海外女作家協會審核委員、常務理事
等職。並且她在哈佛期間，借地利人和之便，得以與哈佛文理各科教授時相往還，
並且與前來哈佛客座或訪問的學者也有求教交流機會，所以她得以寫下來自己與
各位大師們的所見所聞，甚至於就其學術成就發表自己的見解。其作品具有濃厚
的歷史感、文化感、民族性，為近年來少有的有創見的作家，著有《哈佛心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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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哈佛哈佛》、《域外著名華文女作家散文自選集——哈佛採微》、《哈
佛緣》、《一頭栽進哈佛》等關於哈佛的作品。 
 
這本書裡面包括了一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當代名人，同時也是台灣“中研院”院士的
一些人，比如漢學名師楊聯陞教授（一懷孤月映清流），語言與音樂學家趙元任、
趙如蘭教授父女（叫我如何不想他），考古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啟發漢學的中
國考古文明），首開哈佛大學中國現代文學課程的王德威教授（如此繁華），感
時憂國的小說史家夏志清教授（改變現代文學史生態譜系），高能物理專家鄭洪
教授（紅塵裡的黑尊，同時在他1978年41歲時當選為台灣中研院院士時，也是當
時 年輕的院士）和航天結構動力學專家卞學鐄教授（黃金歲月，是麻省理工學
院的教授）等等。張鳳女士用自己細膩的筆觸，從民國大師到當代新銳，書寫出
自己與哈佛大學教授對話30年的美好時光。 
 
用哈佛燕京中國歷史及哲學與儒學研究客座教授杜維明的話說就是，“張鳳女士帶
著深情，懷著厚意，用褒而不貶的熱筆替一群在海外為“文化中國”招魂而不知自
己魂歸何處的智識分子，繪制了一副具體畫像”。甚至於在有些大師的生平對話中，
張鳳女士從自己與他們接觸的點點滴滴之處來寫，還原一個大師的常人面貌。 
 
這本書中還有另一群特殊的群體人物，他們同樣都是哈佛東亞語言與文明系的教
授，包括解讀城市現代性、中國現代浪漫文學教授李歐梵先生（鐵屋中的吶喊），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李惠儀女士（她主要進行明清文學的審美風尚與女性研究），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田曉菲女士（她注重古典與現代的學術及詩情），劍橋新語
社創辦人陸惠風教授（欲識乾坤造化心）和哈佛中國古典小說史家韓南教授（他
曾與張愛玲女士因為繡荷包而結下緣分，並且熱衷於研究中國的古典文學）。張
鳳女士用獨具慧眼的氣魄和創見翔實記述了教授們的人生經歷、內心世界、學術
成就等，著力呈現這些大師個人經歷中富有人情味的片斷，見証了他們在異鄉撒
播漢學種子的努力和對中國文化深沉而庄嚴的愛。 
 
除此之外，這本書還介紹到致力於儒學現代化轉化的杜維明教授，哈佛大學藝術
史與建筑史系教授汪悅進及他談《紅高粱》，普林斯頓大學高友工教授（他重視
研究中國之美典與審美態度），開拓古詩詞現代觀的葉嘉瑩教授（她以自己的人
生經歷將古詩詞融匯古今，卓然有成），孫康宜教授的古典文學研究與生命情懷，
創辦《女性人》雜志的陳幼石教授，鹿橋吳訥孫教授的藝術史和文學深思（《未
央歌》歌未央），詩人鄭培凱教授（他主要論中國文化與史學意識），探索生命
哲學的傅偉勛教授（他致力於探索生愛死與生死智慧），台益堅教授談戲劇（他
主要討論近代戲劇和表演藝術的還本歸原），哈佛燕京圖書館首任館長裘開明博
士（他是美國東亞圖書館第一位華裔館長），哈佛1879年首聘中文教師戈鯤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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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是穿著清朝的官袍赴美教學的第一人），正是這些人，將中國的古典和文
化帶給世界，帶給世界文化的巔峰——哈佛大學。 
 
本書附錄記載了哈佛燕京學社的的緣起以及其漢學貢獻，以及哈佛的理科人物的
掠影，甚至於哈佛大學曾經的諾貝爾獎得主的啟示，甚至於還有哈佛三百七十五
周年慶的一些散記。 
 
張鳳女士學的是歷史，具有史家天生的使命感，她以其獨特的經驗，擷取第一手
資料讓我們展示了哈佛大學三十多年的一些中國文化和科學研究的一些思想史。
重要的是，在那些關鍵的時刻，她都存在，這種存在恰恰是 彌足珍貴的，並且
它們都足夠真實親近。 
 
          （原刊於豆瓣讀書，2015年12月6日） 
 
 
編者按：張鳳女士所著的《哈佛問學錄》榮獲僑聯總會僑聯文教基金會2016年華
文著述獎文藝創作散文類第一名。祝賀張鳳女士獲此殊榮。以下是張鳳女士對此
獲獎的感想。《哈佛問學錄》出版之后收到很多書評，GBCCA E-通訊上陸續刊
登了幾篇，以饗讀者。 
 
「寫作30多年完全是小人物形單影隻的耕耘。 
 
 身為女性處工作和撫老育幼幾十年之餘，在他人夢迴被暖的黎明或深夜，再邁出
這艱難的步子，實不是三更燈火五更雞，就能道盡的辛酸。 
 
 將心比心，我看風光人物, 絕不僅瞥浮面的幸運，尤其仰慕他們深層的孤懷幽抱。
在哈佛書寫如《哈佛問學錄》等，謹將其刻劃呈現，有幸能得兩岸三地的知識界
重視，眾多學府如台大，北大，清華，師大，復旦等校持續邀約；還能在全球眾
多如：美加 歐洲 澳洲 菲 越 馬  參選作品中脫穎而出獲首獎，  
 
非常榮幸，也與諸位分享：還請諸位多加指教。 
 
張鳳 謹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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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家--- （下） 
 

胡 宏 
 

  
(上)期摘要： 衛瑛祖籍是江蘇常州，她却從來沒有回去過。原因很简单：她

出生在抗战的高峰期，那时侯她家早已搬到重慶大後方去了。现在她住在美国，

忽然想到要回常州去看她的老奶媽。 

 

那天，淑蘭从車站接了衛瑛回家，一路上看見翠綠的田野、柳樹、小溪和農家，

她感到一種無名的興奮.... 她们的車在一棟二層的樓房前停下。一位老太太從後房

裡走出來，她身穿着白的布衫，洗燙得整整齊齊，她笑容滿面地抓著衛瑛說﹕ 

「瑛瑛呀－」「是奶媽嗎﹖」衛瑛小心地撲上去。 

老奶媽带她看房子，走进厨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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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到大米粥傳來的香氣，好熟悉，她差點掉下眼淚來。 

 

 

 

 
二． 美国那邊的事 

 

 

衛瑛從熱鬧的晚会回家，她总得小心地在山林中穿梭，驾車半小时後才能

到家。她是住在加州廈拉拓廈那知名的星脊路上，每次她回家都得这么费力地驾

車。    

她打開一對沉沉的雙門，一个人悄悄地走進去。進了門，她摸到一個牆上

的盒子，按了一串解碼，盒子上的紅燈才熄掉，感應器馬上為她開亮了玄關的

燈。她一路走到客廳，感應器一路幫她開燈，同时把身後的燈關了。衛瑛習慣地

為劉興本開了一盞小燈，她對燈下興本的照片望了一眼，一個人摸索著上樓。她

放下皮包，看見床頭几上的電話有燈在閃。衛瑛拿起聽筒一聽，是《華人中心》

的秘書，她把聽筒放下，心裡想﹕他們可以等。  

衛瑛換了衣服，略事漱洗就鑽進被子裡。這是她的窩，她唯一感到自在的

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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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媽媽過世了，衛瑛就一个人住在這偌大的房子裡。許多老朋友勸她﹕

把房子賣了，拿著一大把錢好過日子。衛瑛從來沒有這樣考慮過。這是她給興本

許下的願，這是他們合力買下來的夢公館。興本在世的時候，常在這兒開會，計

劃為華人社區服務。為了支持矽谷的嘉年華會，他們不知在這兒開了多少次會。

他們遊行用的燈籠、大獅子和長龍都是在這裡紮的。他們一心要把夢公館 傳下

去，這房子將來就是孩子們的老家，代代相傳的老家....   

孩子們呢﹖兒子在波士頓，女兒在舊金山。衛瑛相信，孩子們沒有常打電

話來是好事，表示他們日子過得安穩，沒有出事。但是，他們什麼時候回來看

她﹖大概是聖誕節吧﹖也許是新年，她搞不清楚。慢慢地她入睡了。  

  

 

她睡得不沉，天一亮就醒了，她又想到興本。在他剛創業的時候老逗著她

說﹕ 

「我為什麼不出來闖天下﹖到美國來就是要力爭上游。我在IBM 呆不慣，

我不喜歡变成老闆的應聲蟲。」 

「你是說我專心呆在實驗室就是做老闆的應聲蟲﹖」 

興本不好意思地說﹕ 

「你很好，為我們的家帶來一份穩定的收入，還有健康保險。這樣我可以

沒有後顧之憂地拼幾年。運氣好的話，我的公司可以一直活下去，說不定還開發

出幾套暢銷的網路產品。」 

 

劉興本是台灣美濃的客家人，他們家世代耕讀，書香氣很重。興本雖然是

學工的，他喜歡搞研究發展，開公司也只是希望能生產他的網路產品，從來沒有

想去發大財。可是事情並不那么简单，他一開公司就找到一夥班底，財團也來投

資，馬上他的公司像著了火似地紅透了半天，不到兩年公司就上市了。他們公司

為每個創办人帶來很好的收入，興本決定在廈拉拓廈最好的地段投資：他們買下

一棟六房二廳的豪宅，這是他們的夢公館，他們的傳家寶。興本時常提醒衛瑛

說﹕   

「我們要好好地把孩子撫養成人，這房子就是他們世世代代的老家。」 

劉興本還有個計劃，他們家地大，他打算將來開闢成一個小農場，專種自

然蔬果，他們美濃的客家食物可以移植到美國來提倡。令人傷心的是興本命苦，

搬進來沒有兩年就過世了。有人說，劉興本臉色黃黃的，一定是肝病﹔有的朋友

猜，他是開公司累壞的﹔但是衛瑛為興本到處奔走尋醫，陪他看病，她最知道：

興本得的是一種稀有的癌症，這怪誰﹖ 

興本出殯的那天，舊金山詢問報 登了劉興本過世的消息，還說，他是美國

新移民的榜樣....       



 e-通訊 第31期 2016年12月 第 27 頁

衛瑛一人在大床上回憶著。苦啊﹗她一人身兼父母、把兩個孩子盤大、教

育他們成为人上人，現在好像事業都不錯，可是他們都不住在矽谷。 

 

她習慣地伸出手到床頭几上去摸，她要打電話跟媽請安。哦，不必了，媽

媽已經過世一多個月，沒法去請安了。  

媽媽來美後一直跟著她住。四年前她媽媽第一次住进斯坦福大学医院治胃

癌，她一出院就搬到弟弟那兒去住了。弟弟名叫衛冠，他為媽媽張羅了病床、去

舊金山中國城請來特別看護。但是，一直在照顧媽媽的還是她自己。每週帶媽去

醫院看病，買藥、申請醫護費用.... 都是她。為什麼媽媽一出院就搬到弟弟家去

住﹖衛瑛也搞不清楚，更不知道弟媳婦怎麼想﹖   

每天清早她一定打電話去跟媽請安。媽媽每次去醫院看病，都是她提早下

班接送媽媽。媽喜歡衛瑛陪她聊天，從談天氣、時事、朋友的動態， 不時發些問

題。這些都已成了衛瑛生活的一部分，現在全都沒有了....   

  

「鈴、鈴﹗」  

 

電話打斷了衛瑛的思路，又是《華人中心》的秘書，她接了﹕  

「對不起，王秘書，我昨天歡送何安吉他們，回來太晚了....」 

「沒事兒，沒事兒，衛瑛﹗只是跳舞班的陳老師問﹕那二樓的大鏡子破了

還沒修，小朋友跳舞危險。有的家長說﹕場地費都繳了，怎麼大鏡子破了都不

修﹖陳老師還問﹕今天上課怎麼給家長回話﹖」  

「王秘書，请你幫我給陳老師回個話﹕工人是找到了，不过他們下星期才

能來。还有，請你先在上課前拿卷膠紙去把鏡子破縫貼好。星期一找你老公來換

鏡子，行吧﹖」  

「好唻﹗」   

掛了電話衛瑛才想到，她得起來開機轉帳，否則《華人中心》帳戶裡的錢

不夠，不能馬上付王秘書老公的工錢。 

 

弟弟從小不喜歡唸書，所以後來他進了台北工專去學機械。媽媽又覺得這

行敲敲打打的，搞不出什么名堂，一意要衛瑛幫他辦出國，換個環境會轉運的。

在媽媽眼裡，衛冠是個必須成功的人。他一到波士頓看見滿街都是車子，就說這

兒好，他這搞機械的是有錢可賺了。他自動幫姐姐、姐夫修車，又去加油站打

工。後來，媽媽一意要衛冠自己出来做生意。 

「做什麼生意呀﹖」衛冠不以為然。  

「你不是搞機械的嗎﹖你可以開車行修車，你將來還可以賣車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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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呀，媽，我早就看出這些了，現在都被你說光了。」  

「好呀，兒哪﹗你得從頭學美國人的生意經哦。」 

「我已經開始了，媽﹗我在加油站打工，還幫他們修車呢。」 

媽媽心疼，又吃驚地問﹕  

「你真的不怕吃苦﹖」  

   

媽媽在世的時候時常怪衛瑛:從小就沒有帶弟弟唸書，沒有把自己的幸運分

給弟弟。她過世了，好些事都浮出來了。有一天她弟妹說﹕  

「媽媽好偏心哦﹗她要衛冠寫下怎麼分配她帶來的首飾、錢財，連我們家

兒子都有一份﹔就是沒有給你的。」 

「沒有關係呀，她平常已經給了我不少首飾。反正這些都是紀念品嘛。」 

但是，衛瑛心裡開始介意了。她一直以為媽媽是真心愛她，但沒想到，在

媽媽的天平上，媽媽已經把她給稱掉了，沒有份量。  

「這就是孟子說的愛有等差 吧﹖」衛瑛要找個大道理來平衡自己，又想﹕

  

「難道親情都得在愛有等差 的稱上量一下，才決定施、受該多少﹖」 

她弟妹的話變成衛瑛心裡的糾結。這樣的問題太多了，都令衛瑛煩惱，理

不清。另外一種解釋就是﹕她也许不是她媽媽生的，所以才那麼沒有份量。衛瑛

爽朗的個性，突然進入低谷。 

   

衛瑛有個小姑姑，只比她大四岁，是跟她同一个奶媽带大的。衛瑛想到该

先去问问小姑再说。 

「衛瑛別傻，你當然是大嫂生的，你怎麼突然腦子打了結﹖你要去看老奶

媽倒是好主意，她都一百歲了。前年我專程去看她，她非常的高興。哦，最好你

去之前給他們寫封信。」 

「她認識字呀﹖」   

「當然，不過，他們家管事的是趙淑蘭，是老奶媽的外孫媳。你先跟淑蘭

聯絡一下再去。我給你寫個伊妹兒把淑蘭的地址给你。」 

這麼，衛瑛的尋根之旅就定了。 

 

 

 

 
三． 老家的大餐 

 

    



 e-通訊 第31期 2016年12月 第 29 頁

再接着说衛瑛回到常州老家以後的事。她跟老奶媽的家人谈了一夜，她發

覺：现在真的是地名依舊,人物全非了。 

 

第二天清晨，衛瑛被院子裡的公雞叫醒。好亲切的聲音，太久沒有聽到雞

叫了。在美國，不管是在城裡還是鄉下，就是沒有雄雞報晨。只怕在中國，這聲

音也快消失了。到那時，不知多少游子會失望，这个代表家的聲音没有了。 

    

衛瑛跟著大家一起作息，淑蘭提議去看 武進博物館，那地方是 2007年蓋

的，把武進、淹城的歷史文化都介紹了。衛瑛從小聽过武訓興學的故事，最近整

理出來春秋淹城的歷史更讓她嚮往。她們到那裡看到青銅劍、玉帶鉤.... 都是‘90 

年代在武進出土的文物，叫衛瑛看得興奮不已。在博物馆她们看見一个铜板，上

面刻了历代武进出的状元名单，这真不愧是江南精英之地。 

 

午睡起來，略事梳洗，衛瑛跟淑蘭他們驅車進城，到了餐馆見到其他的親

人早已在門口等候。大家熱烈地打招呼才鱼贯入座。這是個非常考究的餐馆，從

大門一路走進来都是明窗淨几的廳堂，布置高雅。一坐下服務員就來上茶，茶具

精緻。衛瑛小声問淑蘭﹕ 

「這恐怕是個特別高檔次的酒樓吧﹖」  

「姑媽，還好唉。我們家每年差不多都來這兒慶祝過年。」衛瑛就安心下

來了。 

這晚，點的菜都是江浙口味，講求清淡，色、香、味俱全，葷素和顏色的

搭配更讓人食慾大開。大家舉杯來歡迎她這美國回來的親人，杯盤交錯，熱鬧之

至。那晚他們有個胖墩墩的红烧蹄膀，配上鮮格格的清蒸西湖魚。衛瑛吃得高興

地說﹕美國菜總有糊達達的馬鈴薯，還有燒得淡刮刮的蔬菜，大家聽了都夸衛瑛

的常州腔 没有丢。吃到最後，來了個甜咪咪的蓮子湯，大家才感到心滿意足。

       

忽而見到老奶媽在用心地掃視每一道菜，衛瑛問﹕ 

「奶媽，你要吃哪一道菜﹖」 

「有一盤排骨不見了。」 

「小蓮，你去問服務員吧。」小蓮的媽說。 

這位媽媽就是趙淑蘭的妯娌，也就是昨天上班不在家的那位。沒一下小蓮

回話說﹕ 

「是服務員打包了。我說：那是我們太奶奶要帶回家喂小狗吃的骨头。」

大家都笑了。 

「老奶奶養了一隻狗，把牠關在房裡，不然她耽心會被別人抓去吃掉。」 

淑蘭在一旁為衛瑛解說，衛瑛聽懂了，皺著眉頭自問﹕有這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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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都有好吃的，連我的狗兒也有一份。來，我們來唱歌」 

衛瑛又大聲地問﹕ 

「奶媽，你要唱什麼歌呢﹖」 

淑蘭的先生說﹕「太奶奶記得好些老歌。」奶媽問﹕ 

「是唱個茉莉花，還是唱周琁的星心相印 ﹖」 

大家都嚷著要唱周琁的老歌，老奶媽就帶著一家人唱﹕   
 

天邊一顆星   照著我的心 
我的心   也映印著一些人 
干枯時給我滋潤  迷惘時給我指引 
把無限的熱情  溫暖了我的心 
星心相印   我們變作黃鶯 

 
「好聽，好聽﹗恐怕太奶奶也改了幾個字.... 」 

「是不是改得更好些﹖」 

衛瑛突然想到這夢寐以求的時光不多了，她推薦自己說﹕ 

「各位要不要我來唱個兒歌﹖」 

「好啊，姑媽還記得兒歌﹖」 

「不敢保證，不過我們 1949 年飛到台灣以後，有些流亡學生做我們的老

師，他們时常教些抗戰勝利時候唱的歌。」 

淑蘭的小叔說：「对，那時候常有學生編歌，鬧學潮。」 

「讓我來試試﹕」 

  
月亮白光光 
老賊偷醬缸。 
聾子聽了快起床 
啞巴大聲喊。 
啞巴喊聲要捉賊，瘸子也幫忙  
一把抓住了，老賊的頭髮， 
看看瞧瞧、瞧瞧看看，原來是個 
禿－和尚－－ 

 
大家哄然大笑。淑蘭的小叔說﹕ 

「這歌當時一定很快就被国民政府禁唱了。現在大概也不許唱。」 

奶媽站起來鼓掌說﹕ 

「瑛瑛歌唱得好﹗真難為你，那麼老遠飛來看我們。你明早去上海就回美

國了，是吧﹖」 



 e-通訊 第31期 2016年12月 第 31 頁

衛瑛有些激動地看著她，點點頭。 

「那我就不送你了。」奶媽憐惜地抱著衛瑛....  

服務員拿來了好些装了剩菜的精美紙盒，淑蘭說﹕ 

「這幾年才流行裝紙盒，以前大家好瞧不起節省的人。我們太奶奶一向要

我們不浪費。她說﹕浪費糧 

衛瑛馬上應了一句: 

「我媽媽他們也是這樣，她要我们吃飯时想到农夫的辛苦，不许我们糟蹋

粮食。」 

她們相互滿意地一笑。老奶媽忽地過來跟衛瑛說﹕ 

「這個家也就是你的老家，如今能留下來很不容易。我不會讓人把老家拆

掉的，你要多回來住啊﹗」  

老奶媽摸摸衛瑛的頭，就一轉身跟婆婆往門口走了。衛瑛老遠望著老奶媽

的背影，一輛計程車開來，兩位老太太上車，一會兒就消失在車潮中。 

    

衛瑛带着濃濃的鄉情，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致謝、道別。 

 

在回航，衛瑛回想著此行的一切，咀嚼每一時刻。她讓自己激动地流泪，

顾不了身边的乘客。良久，她發觉，再虽这老奶妈的房子不是她爸爸住过的老

家，但是，老奶妈带着一大家人经历無盡的风浪，讓她这游子能回来感到老家的

温暖，真讓她感慨萬千。 

   

衛瑛是乘阿拉伯航空，她刻意在回程經過波士頓，还安排了跟兒子，至

勉，在機場見面。母子見面匆匆，几小时後，又得含淚告別。衛瑛再继续往西

飛，回到興本跟她共建的夢公館。她要继续把夢公館 建成孩子们心目中的老家。 

 
  



 
 
第 32頁 e-通訊  第31期 2016年12月 

玳 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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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五十年代中期，北京西城一条不大的马路上，出现了一座淡黄色的建筑物。在栉
次鳞比的小四合院海洋里，像是出现了一艘豪华巨轮，颇引人注目。难怪骑自行
车的人经过这里，总要放慢速度，多观望几眼；七路公共汽车上的乘客，也都要
齐刷刷地转过头来，对她行注目礼。它雄伟、洒脱、雅致，像个贵妇人，亭亭玉
立在一群村妇之中，显得高不可攀，秘不可测……不讲别的，单说那数米高的大
玻璃窗，还有里面白色的丝绸窗幔，洁白像天使，轻柔似少女，惹得路人直向她
窥探、猜测。 
 
这里是新建的政协礼堂，是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址，统一战线在这座宫殿里形
成无形而虚弱的威力，然后悄然地渗透到各个战线、各个角落。社会的知名人士
们，也有机会云集于此，除了匡扶国家，共商大事，这里也是他们叙旧问好、谈
论学术、传播消息的难得场所。 
 
五十年代末，在政协礼堂的二楼，开辟了一间精致的小餐厅。说精致，不仅因为
它的布置无懈可击，主要还在于那间小厨房端出来的佳肴美食，让人垂涎三尺。
要知道，这是什么年月？粮食、肉类、蔬菜乃至食用油统统减少了供应，有钱都
未必能买到你想吃的东西，人们总感到饥肠辘辘；但是在这里，竟然会有小汤包
——那种真正小笼屉里铺满松针、一笼六个、一两三个、一咬一口鲜汤的小笼包
子。虽说三元钱一笼，贵了一点，可那又何妨！在那些年月里，人民把现金和储
蓄，全都用到吃上了；可是仍然满足不了口和胃的需求。这座淡黄色的宫殿里，
却别有洞天；还可以吃到外面没有的海参、虾仁、米粉肉……就连那三角五分一
碗的馄饨，也是精白的皮子，三鲜的馅，再加上骨头汤，引得好些拄着拐杖的老
人，也不时步履维艰地光顾这间小餐厅。尽管好菜、小笼包子是可以让他们比较
年轻的夫人、或者儿子媳妇，甚至孙子们，拿着他们的特别通行证，提着饭盒，
买回家去供他们享用；但是这碗馄饨是决对拿不走的，只要吃一次，势必会找个
藉口来第二次。夫人们也巴不得丈夫亲自来，可以不必左一盒、右一包地把菜带
回去；这时，她们的目光往往就会落到糕点柜台上。要知道，这里真有用牛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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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做的点心。不讲别的，单说那桃酥，又香又酥，那包装纸上都印得油渍渍的，
正中间半个核桃仁咬起来还带响。可是价钱呢，却和市面上用配额点心票买的干
巴巴饼干差不多。小餐厅角落靠窗有一张小桌子。它和其他桌子一样，铺着雪白
的桌布，桌上是一壶酱油、一壶醋。还有一个带盖的小罐里盛着辣椒酱——老先
生中有不少湖南人呢。这张桌子唯有一点和其他桌子不同的是，它是张只有三把
椅子的小桌子，因为有一边靠墙，那边没有放座椅。 
 
桌旁坐着一位五十出头的妇女，她侧坐着，好像是在看窗外，又像在看墙上挂的
白石老人的画，这个位子可以看到进来的大门。从门口进来的人是不会注意靠边
坐着的她，而她却对门口进来的每个人，都要看上一眼；然后，再把眼光移到墙
上或窗外。她总是一个人来，能在这里坐上两个钟头。很少有人注意到她。可是
如果你能正眼看她两眼，你的眼睛就不大容易从她身上移开了。 
 
花白的头发，紧紧地盘在脑后，这种发式只有知识妇女、尤其是老年知识妇女才
会有；它既不同于农村老太太的发髻，也不同于许多时髦女子把烫过的头发卷在
脑后，它往往是用发辫盘在头顶，或是盘在脑后。总之，它使一个人显得庄严而
不可侵犯。此刻，坐在小桌后的妇人就是给人这样的印象。她额头上和眼角都布
满了皱纹，那一脸白而细的皮肤，反倒把皱纹镶得更深。但是她丝毫不给人衰老
的印象，好似只是记录着消失的岁月。她戴着一付老花眼镜，更具一付学者风度。
难怪只要多看她两眼，就会对她怀有敬意。看得出这位女学者年轻时一定是个美
人。可是她的眼神里总含有一丝悲凉，却未被人察觉。 
 
她从不多买菜肴，顶多一碗馄饨，二两豆包。她吃馄饨时，常要发愣，一把细瓷
小勺在碗里搅来搅去，好像要把烦恼送走，把往事留下，慢慢减少的馄饨在碗里
打转、打转…… 
 
 

二 
 
三十多年前，他们就是在馄饨摊上认识的。那是在西郊一个大学校园里，郑师母
开的小饭摊上。 
 
教授夫人开饭馆，看来多么不可思议；可是，在几十年前，那却是真的。郑师母
的饭摊 后终于扩展成了饭馆，卖的食物从阳春面、馄饨一直到炒菜，甚至还为
单身教授包饭。郑教授的社会学远不如郑师母的营养学来得受欢迎；郑师母的各
式炒菜也远不如那碗鲜美的馄饨让人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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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玳有一碗馄饨就可以饱肚，狄夫宁却要三碗才够。安玳斯文地一口一口咬着吃，
一只馄饨要分四、五口才吃完，狄夫宁却是一口一个，他怎么不嫌烫？他总是选
择在安玳对面的座位坐下，安玳那时看着他的吃相，总忍不住想笑；狄夫宁抱歉
地先笑了，然后继续猛吃，三碗馄饨咕噜咕噜下肚才放碗。他们都是下江人，爱
吃郑师母做的馄饨，学生都知道郑师母是杭州人。 
 
狄夫宁在电机系，安玳在西语系。他们邂逅于馄饨摊，约会于昆明湖；毕业后又
双双跨过太平洋；五年后，他们回到了母校，夫妻双双成了教授。他们不再到郑
师母的馄饨摊上去品尝馄饨了，而改为每个星期天，他们一定要认认真真地自己
包一顿馄饨。不仅仅是因为爱吃，实在是为了纪念他们的爱情，为了让芬芳的的
醇酒更加浓郁，让怒放的鲜花更加艳丽。安玳甚至用鸡汤代替排骨汤，用真正的
海参、虾仁作馅；可是，他们都觉得不如郑师母做得好吃。开始，安玳还去努力，
后来她明白了，他也明白了，馄饨唯有郑师母做的好吃。 
 
在他们儿子满四岁、女儿出世的那年夏天，他们家又多了一个人。那是安玳的妹
妹安瑁。当父母双亡之后，她投奔唯一的亲人——姐姐来了。姐儿俩正差一轮，
看着安瑁就能想起安玳的过去，看着安玳也能想象安瑁的将来。两人都有江南女
性的窈窕和娇嫩，知识型安玳的美颇有韵致，而安瑁的美稍显风骚，也许她还年
轻！ 
 
安瑁进了中文系，她不解姐姐、姐夫为什么每个礼拜要包馄饨。她只爱吃有滋有
味的菜肴。可是姐姐只是笑笑，不做解释地照样每个周末包馄饨，不过从不忘记
给妹妹做几样可口的菜。 
 
那是动荡的三十年代。教书、求学都是在一片“号外”、“告急”声中度过的。
到了一九三七年，局势更紧了。可是作为学者，狄夫宁在哀叹国事之后，还是离
不开他的书本。 
 
那一天，狄夫宁进城去了，为了到北平图书馆查什么学校没有的资料。由于不方
便，他很久没有进城了。这次出来，许多事情着实让他吓一跳。首先，西直门设
了日本岗哨，城里街上，甚至胡同口，也有日本人的岗。这是在他们校园里看不
见的。他从图书馆出来，又到了前门牌楼，倒不是想逛大栅栏，对这位教授来说，
恐怕一辈子也没有逛过大栅栏，更何况现在呢？他是想到前门车站看看，这个行
动完全是下意识的，没有预计，是他心灵的一种随意性，大脑的一种积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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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前门车站，他的心更紧了。那里人头攒动，有轿车、有马车、有黄包车、有
三轮车，不管什么车，都是拉着箱子什物向火车上搬运。狄夫宁敏感地注意到了，
除了那些军政要人的家眷和细软外，十分醒目的是那一排挂着“故宫博物院”签
子的大木箱。啊！守不住啦，守不住啦！北平也要像山海关、承德一样，完完全
全让日本人占领去了。他，一个大学教授，也要沦为一个亡国奴。狄夫宁急急忙
忙叫了辆黄包车，向城外奔去。 
 
回到家里，狄夫宁正向妻子述说城里的见闻，安瑁冲了进来，她激动地喊着：
“姐姐，姐夫，我们，我们国文先生说，要准备上 后的一课了。”他们都静默
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听到了隆隆的炮声，第二天，又传来了消息：昨晚
是日本人向卢沟桥和宛平县开的炮。二十九军奋勇回击，守桥的一连士兵差不多
全牺牲了。第三天又传来消息，卢沟桥又夺回来了。从卢沟桥过来的农民，还绘
声绘色地描述：守桥的士兵背着大刀呢！人们兴奋地奔走相告：“守桥的士兵背
着大刀呢！”学生们高声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兄弟们，
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战争真的来到时，人们反而兴奋起来；我们不只挨打，我们也可以反抗呢！二十
九军不是做出了榜样嘛！慰问团、救护队那么快地组织起来，学生们来募捐。安
玳从家里拿出一条麻袋，听说前方修工事用得着，可是不能拿空麻袋去啊，人们
有往里面塞干粮、熟鸡蛋…… 
 
狄夫宁还塞了一条“三炮台”香烟。那些天，磨刀师傅不再在校园里喊：“磨剪
子嘞——锵——菜——刀——”他们都跑到长辛店军营去啦，给战士们磨大刀，
连钱都不要。狄夫宁独自喃喃细语：“大刀倒是威武，可是，敌得过日本人的大
炮吗？”不过，他还是在教授们支持二十九军抗战的宣言书上认认真真地签了名。
他不再想起前门车站，只是幻想着，过不了半个月，北平城里城外就见不到一个
日本人了。 
 
可是，事情完全不像狄先生的设想。不到月底，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就牺牲在
战场上。北平人民沉浸在悲哀之中，半个月前的兴奋已化成了悲壮，笼罩着全城。
他们不仅在哀悼一个抗日爱国将领，也在哀悼他们的城市，他们的国家和他们自
己。八月在南口又打了一仗，曾经给北平和华北人民又一次带来希望；可惜我们
的武器装备远不如早已准备侵占中国的日本人，八十九军做了 后抗争，退了下
来。北平守不住了。 
 
当时许多大学已决定南迁。狄夫宁他们学校虽不在此列，但是他不愿意留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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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沦陷的城市，和安玳商量后，决定先到河南，再作进一步打算。安瑁是在姐
姐、姐夫决定离校以后，才无奈地下决心，不独自留在这个前途未卜的地方，于
是全家五口人一起挤进了前门车站。 
 
 

三 
 
安玳从政协礼堂出来，乘坐七路公共汽车到底，下车就是前门。前门牌楼已经剥
落得十分厉害，像个老态龙钟的庞然大物；城墙上长出了小树，楼里飞出成群的
燕子，它们在这里搭窝 安全，因为孩子们的石头砍不到这么高，而岌岌可危的
楼梯早已被铁栅栏门锁上了。 
 
自从一九五九年新北京车站落成，这个使用了几十年的古老车站，只是个货运站
了；说不定哪一天，连货运也不经过这里，因为这是市中心啊！可是她希望前门
车站永远不要拆，不要关，因为他们的分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不，不是这里，
要晚一些，可是不知为什么，她总把他们的分别从这里算起，她的青春、她的幸
福，早已随着那隆隆作响的火车驶去了。再也不会回来，永远不会回来，前门牌
楼就是见证人。 
 
狄夫宁、安玳、安瑁还有六岁的狄雷和两岁的狄云，在郑州落了脚。虽知这里不
是久留之地，但是当时没有打定主意，去重庆还是去昆明，只因为狄夫宁曾经在
这里帮助地方发电厂安装电机，也算认识那么两个人。他们竟在小学校住下来了。
没有想到，战事发展得如此迅猛，谣诼纷纭，人心惶惶，没有多久，郑州百姓就
天天跑警报了。 
 
在狄夫宁一家即将再次上路奔赴长沙的前一天，又是这样的一次空袭。那天飞机
来得比往常早，也比往常多。看样子，日寇是想狠狠惩罚一下那些从天津和北平
南逃的难民们。狄夫宁到车站去买票，安瑁跟着上街去买路上所需食品，安玳带
着两个孩子在小学校收拾东西。 
 
离开北平时，就没有带多少家当，这次又要扔下一大堆。安玳想着今后五口人的
生活，放下又拿起，拿起有放下；唯有几件首饰放在一个小皮匣里随身带着。他
们这次打算到长沙，几个有名的大学都在那里。 
 
日本飞机来了，来得那么快，安玳没顾上拿一样东西就一手抱起女儿，一手拉着
儿子跑到街上。街上一片混乱，人们惊慌地向城外奔跑，城外有防空洞，可是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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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及了，敌机向奔跑的人群扫射，向低矮的房子投下一颗颗炸弹。人们哭着、叫
着倒在血泊中。 
 
一颗炸弹不偏不倚地扔在狄夫宁借宿的小学校上空，炸弹穿过了瓦片覆盖的房顶，
深深地钻到了地下。炸弹的爆炸不仅摧毁了小学校全部校舍，而且震坏了周围一
片房子。安玳和孩子们刚刚跑出一百多米，她回头望着烟火腾起的小学校，竟然
瘫坐在地上了。女儿在怀里哭泣，儿子搂着妈妈的脖子恐惧地哭叫着：“妈妈，
快跑！快跑！” 
 
安玳不知该往哪里跑。四周是火海、是废墟、是死尸和断胳膊断腿…… 
 
“快往车站跑，狄先生在车站……”六神无主的安玳回头看，是小学校工友张老
头正在对她喊。他不知是自己受了伤，还是倒在伤员身上，总之，他的脸上、身
上都是血，看上去十分可怕。但是他的腿脚还利索，狄雷大概觉得周围景象比这
位张爷爷更可怕，竟也由着他拉起自己的手向前跑去；安玳也像被人猛击一掌，
顿时抱起女儿跟在张老头的身后跑起来了。 
 
车站是敌人轰炸的重点，但是这次竟然没有炸中。车站里根本没有狄夫宁，旅客
被轰炸吓跑了一半，火车上竟然出现了战时少有的座位。张老头灵机一动，对安
玳说：“狄太太，您带着孩子还不赶紧坐这趟车走，车上空这么多座位；回头我
告诉狄先生、安小姐，你们到长沙碰面。” 
 
安玳满面泪痕地说：“谁知他们人还在不在……” 
 
张老头自信地说：“哪能呢，炸弹不长眼，咱们还能不长眼？学校完了，咱们这
不是挺好的；反正今天晚上也没地方睡觉……” 
 
安玳就这样上了车，孩子们受了惊吓后，竟然躺在座椅上睡着了。可是安玳却连
眼睛也闭不上。丈夫、妹妹，他们还活着吗？他们在哪里？我们还能见面吗？她
后悔刚才慌慌张张地上了车，而火车在飞机一走就像逃命般地离开了车站向前冲
去。安玳丝毫没有注意到这是陇海线的火车，它正向西安开去，而不是长沙；等
她发现时，已经太晚了。东边战事紧，她拖着两个孩子要想再往回走，几乎是不
可能的了。 
 
她决定到了西安，把孩子安顿好后，再回来寻找丈夫和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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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老头还没来得及碰见狄夫宁和安瑁，就在第二次空袭中丧了命。 
 
当狄夫宁和安瑁在小学校废墟前哭泣时，没有人来告诉他们只有张老头知道的那
个消息。狄夫宁不愿离开郑州，他感到自己的魂灵被上天国的人从这里带走了；
他流连于废墟周围，他想看到妻儿的尸体，他想把他们像模像样地埋葬起来，供
起来。他真的去棺材铺了。棺材铺也挨了炸，棺材助长了烈火，像是为了哀悼那
数不清的死者，那些百姓；烧纸都不够了，必须烧那些硬扎扎的木头，反正用它
来装人已经不够了，就让它化成一把冲天的烈火，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 
 
他终于在废墟里捡出几样妻儿衣物的残渣碎片，在郊外挖了一个坑，埋了。还堆
起一个坟头。他每天要去坟上哭两回。开始，安瑁比他还悲切，没两天，她就劝
姐夫快离开这里。天天挨炸，她不想哭了，更不想和姐姐一样下场，她要快点到
长沙，她还想继续上学呢。 
 
可是，狄夫宁根本不想走。一天，他竟然弄来了一碗馄饨，端到了坟前，他是那
样地大动感情，安瑁竟有些不耐烦了；正在这时，敌机又来了，他们急忙跑到附
近一个破土窑里。那本是个天然防空洞，没料到，这次狡猾的敌人知道这里是跑
警报的人聚集地，没进城就扔起炸弹了。一颗炸弹在土窑上的土坡炸开，窑洞被
厚厚的泥土覆盖了。 
 
几天后，当安玳千辛万苦回到郑州，再向人们寻问时，有人说看见过她的先生和
妹妹，在那次敌人狂轰乱炸郊外防空洞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了。安玳走到
那些破窑洞前，有的塌了，有的被埋了，只要有门洞的，她都要进去看看。虽然
什么也没有，可是安玳仍抱着希望，哪怕有一点点遗物呢！没有，连一块布、一
片纸都没有。安玳面对着布满窑洞的山坡，从站着抽噎到跪着哭泣。她用手拢了
一堆土，好像下面就躺着他的亡夫和亡妹。她也竟然弄到了一碗馄饨，端端正正
地放在了土堆前；她嘘唏地回忆着他们从馄饨摊的相识到婚后的恩爱；她畏葸地
想着两个年幼的孩子和坎坷的未来，现在，一切重担只有她一个人来承担。她不
怕苦和累，怕的是感情的寂寞和心灵的孤独；这么多年来，她从没有和丈夫分开
过一天。她已经在西安一个女子中学找到了一个英文教师的职位；她没有任何证
件，仅仅凭着她的忠厚和可怜相，女校长竟然收了她；当然，她送给校长那个带
着十字架的金项链也起了作用。因为校长毕竟是个基督徒啊！为了感激校长的宽
宏，整个抗战期间，甚至胜利后，她一直在那所不出名的中学里当英文老师。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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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玳从前门又坐七路公共汽车回到了动物园，然后换上了三十二路车回到了学院。
这是一所座落在西郊的外国语学院。建国后，政府把她从西安请来，一直在这里
任教。她不仅可以教英语、法语，还可以开英国文学课。由于安玳的学问和贡献，
她当选了政协委员，那是初解放不久的事。一直到现在，她还记得，就是在政协
委员那长长的名单登在报纸上的时候，安玳发现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名单
上竟有一个“狄夫宁”。 
 
是那三个字。不！不会是他。他已经去世十几年来，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的消息，
连妹妹的消息也没有过，他们早死了。难道是同名同姓？不可能！世上重名重姓
的人太多了，可是他的名字要重就太难了。 
 
那又是怎么回事呢？安玳战战兢兢地双手捧着报纸来到系办公室，找到系干事吴
大姐。说来这位吴大姐，岁数还没有安玳大。只是因为她参加革命早，是位部队
转业干部，又十分体贴人，系里的人都喜欢这样称呼她；她也很钟意这个称呼，
总比“吴干事”好听吧。平时她倒也常给系里的人帮忙，这是安玳会找她的原因。 
 
当吴大姐接过报纸，再听完安玳讲述了过去十多年发生了什么事；她马上把报纸
放到每天背来背去的那个军用背包里，抬头对安玳说道： 
 
“我马上给你去打听，你回家等我的消息。” 
 
安玳回家去了，只是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孩子们也觉察妈妈的神情不对，可是
什么也问不出来。狄雷快二十了，狄云也上高中了。 
 
他们懂得尊重妈妈，体贴妈妈；因为妈妈把他们带大多么不容易啊！这一点，在
他们很小的时候就懂了。 
 
晚上十点过了，孩子们都睡了，吴大姐终于来了。她的脸色不好——不会是好消
息，安玳心冷了；那么……不是，不是他！可是吴大姐开口的第一句话竟是：
“是你的丈夫狄夫宁!” 
 
“啊——“安玳猛地站了起来，她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十几年，为什么十几年了，
我们彼此没有寻找过对方呢？“他，他现在好吗？”安玳颤抖地问。吴大姐没有
回答。安玳敏感地意识到了,“他，他又有家了……”吴大姐停了半天，不情愿
地淡淡地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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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噢——”安玳像失了魂似地顺口答了一声，她的脑子没有来得及转过这几个大
弯，思想还顺着刚才的脉络向前滑行：“他知道我吗？” 
 
吴大姐又点点头：“他也是从报纸上知道的。他很想见你。” 
 
“真的？你见到他了？”安玳的声音激动得变了音。 
 
吴大姐轻轻地说了声：“见了。”说毕眼睛就移向窗外。安玳在这双眼睛里看见
晶莹的泪珠。她再也按捺不住了，扑到吴大姐身上：“他怎么了？他是被飞机炸
残废了？那我更要去看他。” 
 
吴大姐抹去眼角的泪：“你先不要去看他。” 
 
“为什么？为什么不要我去看他！我们十多年没有见面，我祭奠了他十多年，每
天晚上我想着他入睡，早上梦着他醒来。每个礼拜天，我为他包一顿我们爱吃的
馄饨；我靠思念、靠向他还愿度过生活的煎熬。今天，我知道他没死，却又不能
见他，我的那些精神寄托全崩溃啦，我，我……”安玳趴在吴大姐腿上放声哭了。
这是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为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为了让死去的丈夫安心，她
咬着牙，强忍着悲痛和孤独，节衣缩食，含辛茹苦；为了孩子，她没有再嫁人，
不是没有机会：战后她没有回北平，怕引起往事的回忆，可是，今天，这又是为
什么呢？ 
 
“是他不愿意？”安玳冲出了一句。 
 
“不，是他妻子。” 
 
“她是谁？为什么这么不尽情理？” 
 
吴大姐紧紧咬着嘴唇，半响才吐出：“你妹妹，安瑁。” 
 
 

五 
 
安瑁和狄夫宁被埋在窑洞里。这个小窑洞只有他们两个人，此刻四周是一片黑暗。
安瑁吓得哭了，狄夫宁紧紧攥着她的手：“别哭，别哭，要紧的是洞没塌。只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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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气不够，不能坚持，咱们没有干粮也没水；再一哭，就更难坚持啦！“安瑁顺
从地停止了哭泣，此刻她想到自己年纪轻轻的就要无声无息地死在这个窑洞里，
又是一阵悲伤；只是听了姐夫的话，怕一会儿缺氧才不敢继续哭下去，不然，她
是要哭个痛快的。狄夫宁起身推了推挡在门口的破板，纹丝不动。他仰天长叹：
“老天啊！你让我和安玳葬在一起吧！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个在里，一个在外地隔
开呢！”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也许是别的地方在敲打，门口的软土也在向下滑落，竟有一
股冷风吹进来。“好了，好了，有口子了。”狄夫宁站起身来。这是个没有月亮
也没有星星的夜晚，洞里的人竟然看不到那个送风进来的缝在哪里，只是感到夜
风吹进来浑身直起鸡皮疙瘩。 
 
安瑁长长地吸了口气，顿时觉得头脑清醒了许多。她委屈地说：“姐夫，咱们还
能出去吗？” 
 
“有口子就能，不过，得等明天。咱们弄不动，总可以叫外部的人帮忙打开门
啊。”狄夫宁还在用手摸墙。 
 
安瑁的委屈并没有过去，头脑虽然清醒了，但是心头的悲哀还没有发泄。她抽噎
地说：“姐夫，出去怎么办？姐姐死了，这世界上，你是我唯一的亲人啦！”说
毕她扑到狄夫宁身上痛哭起来。狄夫宁想到自己惨死的妻子儿女，好端端的一家
人家，如今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也不禁涕零如雨：“这个世界上，我也只有你一
个亲人了……” 
 
两个人抱头痛哭了多久，谁也不知道；总之，心头的悲伤和多日的哀愁，以及紧
张、疲劳、焦虑、无望和空虚，全顺着眼泪流了出来。 
 
等到眼泪流干了，嗓子哭哑了，人也累了；不过，彼此都感到连日来少有的轻松。
他们的手臂还紧紧地抱着对方，没有松下来的意思；而且都感到了对方的吸引：
一种强烈的异性的吸引。在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窑洞里，没有花烛、没有来宾、
没有仪式、没有誓言，他们却结成了夫妻。 
 
狄夫宁和安瑁没有去长沙，后来也没去昆明；他们随着逃难的人流涌到了四川，
没去重庆，却躲到了成都。他们不希望碰到熟人，偶尔有熟人见到他们，往往把
安瑁当成了安玳。细心的女眷才会问个究竟，听着抹开了眼泪，叹息地表示理解：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还是狄教授命大，捡了条命不说，还捡了个更年轻的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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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瑁没有继续读书，如今，她是教授夫人了。她容色姝丽，又有那么点学问，这
就足矣！事过境迁，她又恢复了活力。她比狄夫宁还忙，参加宴会、舞会、集会，
还要访朋拜友、和人一起看电影……她早已把逃难的苦楚忘得干干净净，把死去
的姐姐和外甥忘得干干净净。 
 
她觉得老天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人又为什么要抗拒呢！她比当学生时显得还要
年青、还要活泼，常惹得周围一帮男人围着她转，她也为此十分得意。当然，她
没有时间做家务，更没有时间生孩子。她向狄夫宁宣布，她要痛快十年再说，为
了弥补那段早已让她丢在脑后的逃难经历。不知是什么原因，她痛快了不止十年，
她竟然后来没有生过一个孩子。 
 
狄夫宁却完完全全变了。他显得苍老、颓唐；三十多岁的人，头发开始花白，一
双浓眉总是锁着，脸上的愁云从来没有散开过。白天，他的眼睛总是失神地寻找
什么，却又永远找不到；夜晚，他辗转反侧，耿耿难眠。他的心比他的相貌更苍
老，因为这颗悲悲切切的心，本来需要的是安慰和体贴，却又从来没有得到过。 
 
安瑁和她的姐姐判然不同，狄夫宁很快就领会了。开始他惊异，后来失望， 后
陷入深深的痛苦。他后悔自己一时冲动，铸成大错；如果他孤身一人，也许会更
好。他可以安安静静去思念、去悲痛、去祭奠。可是现在不行；家里那个活活泼
泼的人爱唱爱笑，他感到在痛苦的心上，又增加了一层压抑。安瑁 不愿意看见
狄夫宁紧锁眉头、怏怏不乐的样子。她高声喝斥：“以前你为什么总有笑脸，你
还是个男高音呢。现在你为什么不唱？” 
 
狄夫宁苦着脸支吾：“现在是抗战时期，人还能像以前一样？” 
 
“抗战？用不着你去打仗。不！你就是在想我姐姐；我知道，你根本不爱我，那
你为什么……”说着安瑁像个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慌得狄夫宁忙去哄劝。 
 
不过，这只是开始时期；后来，安瑁既不问，也不哭了。她慢慢地、悄悄地从生
活中，把姐姐的影子抹掉。首先，她绝不再提起姐姐了；而且，当狄夫宁要提的
时候，她巧妙地把话题扯开。她尽量不让狄夫宁和北平的朋友们来往，以免旧事
重提。还有就是礼拜天那顿馄饨也被取消了。狄夫宁无奈，只好从学校回来时，
独自悄悄绕到街口的小摊子上，悲切地吃着那碗加了辣椒油的通红的馄饨，吃得
眼泪汩汩地流下来，他觉得生活也是如此辛辣的，完全像那碗馄饨汤一样，和他
的安玳做的那碗鲜美馄饨毫无共同之处；可是，每周他还是定要去吃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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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后，他们回到了北平。狄夫宁仍然当他的教授。建国后，安瑁后也当了中学
教员，因为新社会不大时兴家庭妇女的。后来狄夫宁又当选为政协委员，作为一
个一生从事学问的教书先生，如今要步入政界，匡扶国家，他感到十分惶恐。他
看着报纸上的长长的名单，看到自己的名字和那么多的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并
列在一起，更是惶恐不安。而当他的目光落到“安玳”两个字上时，像是触了电。 
安玳！不错，是这两个字，是他的安玳吗？她还活着？孩子们也活着？这一切是
怎么回事？就在他惊慌不安的时候，吴大姐来到他们家了。 
 
事情清楚了，该怪谁呢？除了该怪日本鬼子以外，这些人中，谁也怪不了。按照
安瑁的话，是命运的安排。吴大姐提出安排安玳与狄夫宁见次面，不料，安瑁竟
然跳了起来：“不行，咱们今天就把话当面说清楚，只要我还活着，你们就不能
见面。有事请吴同志来找我。” 
 
狄夫宁用颤抖的手，指着安瑁：“你，你也太不近情理了，我们分别了十二年
啦！” 
 
“你们？怎么，你还认为你们是夫妻？那我呢？我是你的什么人？好一个政协委
员！别忘了，共产党是一夫一妻制。”安瑁双手插在腰上，在屋里来回走着，一
付怒不可遏的样子。姐姐的突然出现，她一点儿也不高兴；以前只当她死了，丈
夫还对他怀念不已，自己花了那么大的力气来减少丈夫对亡妻的思念；可是，今
天，她竟活着，还要见面！ 
 
她自知自己在狄夫宁心中的地位远不如姐姐，虽然他和自己生活的时间说来要比
跟姐姐来得长，可是，她始终没有真正赢得他的心。如果今天他们见了面，人家
是原配，又有两个孩子，还有我的份儿？不能，说什么也不能，要让他们永断葛
藤。 
 
安瑁的决心变成了事实。她打退了来自一切方面的规劝，包括组织的和朋友的；
熟悉的和陌生的；并且对狄夫宁严加看管。 
 
狄夫宁的脸色更难看了，常常是一副痛苦而扭曲的吓人表情……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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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那时还没有这座淡黄色的政协礼堂。狄夫宁坐在
位子上，眼睛却在四处寻找。没有，没有看到我的安玳。她该是什么样子了呢？
当然，不会再穿旗袍了，也是穿的两排扣子的列宁装吧。她的头发是盘在头上，
还是按时兴的样子，剪成齐耳短发？女代表不多，可是怎么不见她呢？也许她坐
在后面？狄夫宁慢慢地把头转了过去，他的目光恰巧与坐在后排的一位知名人士
相遇。 
 
狄夫宁叫不上他的名字，只是从报纸上看到过他的照片。老先生十分客气地欠起
身子向他微微点头，慌得狄夫宁也急忙想站起来，不料座位有点窄，他没站起来，
反倒把椅子弄的直响，惹得四周的人都转过脸来看他。虽然没有一个人带有责备
的神情，因为这里坐的人都是颇有教养；可是，狄夫宁却惭愧得半天抬不起头。
他自责坐在这神圣的殿堂里，讨论的是国家大事，自己一心想的却是……唉！他
的痛苦又多了一层。整天，他都在自责自咎之中，再没有勇气抬头来搜寻一下那
个深埋在他心中十多年，如今又复活了的那个人。 
 
在选举的那一天，代表们庄严而郑重地用双手把票投入那个糊着红纸的票箱；礼
堂里荡漾着欢快的乐曲，人们脸上洋溢着真挚的微笑。 
 
代表们排着队鱼贯从左而入，投票后又顺序从右侧退下，礼堂呈现了一条从左通
道向右通道移动到长蛇阵。狄夫宁投完了票，感到轻松了许多，他竟然抬起头来
打量这个古老而神圣的地方；他的目光又从上面挪到了下面，忽然，他看到对面
左通道缓缓前移的人流中，站着她——安玳。 
 
是安玳，当狄夫宁坐在前面座位上的时候，她就看见了他。这几天，她经受的痛
苦比过去十多年经受的还有深、还要多。她怕给丈夫带来麻烦，没有去找他，也
没有再提想见面的要求。她把渴望的火焰用泪水浇灭，再悄悄地忍受旧伤迸裂的
苦痛和新伤灼热的煎熬。可是，在这里，她却看见了他。他还不到五十，已经秃
顶了，他的背为什么驼得那么厉害，安瑁难道不知道提醒吗？他心里怎么想的，
他一定也在找我。不然，为什么他的头在四处转动？真想正面看他一眼，哪怕就
一眼…… 
 
在狄夫宁恭恭敬敬地投票那瞬间，安玳正面看清了他，不管他怎么显老，还是当
年那个样子，还是她心目中的那个影子。他那踌躇不安的窘态，就和当年在馄饨
摊上一口一个馄饨时的憨劲儿一个样。安玳贪婪地看着，可是狄夫宁并没有抬起
头；在他转到了右通道时，才小心地抬起头，上上下下打量着四周，当他把目光
扫向人流时，竟然那么快地、那么意外地捕获了她——她还是像过去那样，把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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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盘在脑后。这两个分别了十多年的夫妻，此刻隔着不过十多米，可是却似当中
隔着千山万壑，只能遥望，不可逾越。飘荡在大厅上空的欢快乐曲，四周喜气洋
洋的人群，好像全不存在，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他们下意识地顺着人流慢慢地
向前挪动，四只眼睛却紧紧地盯着；好像一旦走完了 后几步，他们又将是飘入
大海中的两只孤帆，天各一方，永不相见。 
 
后来确实没有再见过面。不知为什么会那么凑巧，几次开会，不是狄夫宁出国，
就是安玳住院；总之，就连那次选举时的遥遥相望的机会都没有再出现过。狄雷
和狄云都是懂事的孩子了，他们去看过爸爸，可是姨母冷语冰人，他们再也不愿
意踏进爸爸的家了。安瑁自己没有孩子，开始不想要，后来要不来；她嫉恨别人
的孩子，更何况这两棵狄夫宁的根苗，还是姐姐生的。当狄夫宁噙着泪花把孩子
们送出门时，告诉了他们自己办公室的地方；从此，他常常到过去极少去的办公
室工作。虽然孩子们很少来打搅他，可是他好像每天都在盼望；时间久了，安瑁
又起了疑心，狄夫宁无奈只好又恢复常态。 
 
 

七 
 
当政协礼堂二楼的小餐厅开张后，安玳只要进城，就要拐到这里吃碗馄饨，默默
地坐着想心思。她觉得只要坐在这里，就离他近了许多，就连小餐厅的馄饨也十
分像郑师母做的。在这里的种种遐想总会具体许多、美好得多。而且，也许还会
有这样的机缘，就像在报纸上突然出现他的名字一样，他本人会突然站在门口—
—他没有向柜台走去，而是径直走到她的桌旁，还用以前那种温柔的声调对她说：
“玳，你怪我吗？这些年来，我一直惦记着你……”够了，安玳等的就是这句话。
她不怪他，她要亲口告诉他：“夫宁，我没有怪你，不要折磨自己，我希望你快
活，你快活吗？”安玳没有等到狄夫宁，她明知是等不到的，但还是要常来这里
坐坐。她觉得这是唯一能沟通他们的狭窄天地，哪怕是失望，也比无望要好些。 
 
可是，有一天，她竟等到了安瑁。 
 
安瑁完全像安玳幻想像的狄夫宁出现那样，进门一眼就看见了她；安瑁也没有走
向柜台，而是径直走到了墙边那张不起眼的桌旁。安玳望着走过来的人，颤抖的
嘴唇只吐出一个字：“你……”“是我，是你的妹妹，狄夫宁的妻子安瑁。”没
想到她先声夺人，刻薄地继续说道：“你是想等他吗？你等不到的，他不会来，
他需要的东西我都会给他带回去。我知道你会坐在这里，可是有什么用呢？命运
既然做了这样的安排，我有丈夫却没有孩子，你呢？有孩子却没有丈夫。你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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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让我两样都没有把！”说完，她的那双眼睛直勾勾地瞪着安玳。安玳感到是两
道探照灯光对准她的眼睛，使她睁不开；即使刚一睁开，也会被白炽灯强光照得
昏眩和眼花。她索性闭住了双眼，两耳嗡嗡直响，头脑却是一片空白。不知隔了
多久，她才缓缓地睁开眼睛，面前的那个人已经不在了，连脚步声都没有，好像
是一场梦，又像是真的。她半天分辨不出来，只好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和沉重的
心，不知怎样才蹭回了家。 
 
她病了一场，以后，再也没有去过那座淡黄色宫殿般的二楼小餐厅了。她的 后
一点希望也扑灭了。孩子们成家后都离开了她，她也落得清静。她教的学生一批
批地成才，她感到了欣慰。唯有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仍然沉湎在回忆往事的苦
海里。 
 
她现在不仅想狄夫宁，也想安瑁。妹妹的形象变得那么厉害，不是她的芳华流逝，
而是她的心肠变成一块冰冷的铁石。那会是她的小妹妹吗？她比妹妹大十二岁，
妹妹入小学时，她上大学；妹妹进大学时，她早已是教授。父母双亡，她除了当
姐姐，还担当了作长辈的全部职责。妹妹在她眼里是天真无邪的小姑娘，是纯洁、
善良的天使，是活泼欢乐的源泉，是受她保护和宠爱的一个小精灵。可是如今，
一切的一切都颠倒了…… 
 
安玳望着窗外，特别喜欢看不远处立着的一棵白杨树。这棵高高的白杨和北京马
路边上的穿天杨十分不同，它的枝干向四周伸张着，形成了巨大的树冠。油绿的
树叶又大又厚，每当刮起风来，它们彼此拍打着，撕裂着，发出巨大的声响。尤
其在秋末，当西伯利亚寒流侵袭到这座暴露在风与沙的狂流中的古城时，这棵树
就会彻夜地怒吼着，好像它有无尽的威力，和无穷的仇恨，能把狂风卷到自己的
腋下，让每片叶子都与它们搏斗一番，然后再将它们远远地掷出去。安玳会整夜
睁着眼睛听着，她觉得只有在这狂风与巨树的厮杀中，自己的感情潮流才能随之
奔泻和翻腾；心，反而倒像是得到了安慰。 
 
白杨树那震撼人心的噼啪声，又使她感到自己就像是树上的一片叶子；安瑁也是，
只不过是一片更绿、更厚实的树叶；彼此拍打着对方的心灵，而狂风就是无情的
战争、残酷的命运。安玳感到自己会像那枯黄的叶子一样，在一场狂风扫荡过后，
悄然落下，和那些枯槁的叶子一起堆积在树根和道旁，它们被来往行人踩得咔咔
作响，好像 后一次向世人表示它们的存在，然后树叶的碎片又被一阵风吹得无
影无踪。有时也会有清洁工把枯叶扫到一起，然后点把火把它们烧掉；枯叶在火
中会噼啪作响，它们为自己唱着挽歌，化作青烟升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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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玳看着袅袅上升的青烟，想着自己的归宿，可是她没有料到，她心中念念不忘
的那个人，却走到了她的前面。狄夫宁病了。 
 
 

八 
 
狄夫宁躺在北京医院。这个坐落在北京东城一条僻静街道上的医院，过去是高干
医院，现在百姓也可以住进去了；可是狄夫宁病危的时候，也就是一九七六年的
冬天，恐怕还是凭着他过去的政协委员的资格吧！此时，他已经七十多岁了。在
昏迷中，往事一幕幕闪过。此时他想得 多的还是刚刚过去的、每个中国人都经
历了的不平凡的十年。他活下来了，虽然很不容易。每当他回忆起那些岁月，他
不怪人家给他戴“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帽子，他不怨审查他“美国特务”的专
案组；唯独刺痛他的，是那些称他是“道德败坏、娶两个老婆的老流氓”的大字
报。直到现在，他还不愿意走过那堵墙，他一看到大字报——哪怕是电影海报—
—他也要绕道而行；他感到不仅是战栗，更多的是恶心，是让那颗脆弱的心隐隐
作痛。为什么要把尚未愈合的伤口再撕裂，还要撒上辣椒面呢？为什么要在人的
尊严的面庞上，涂上永远抹不掉的黑呢？为什么命运之神在我垂暮之年，又能找
到机会来肆无忌惮地作弄我一番呢？ 
 
当群众专政小组要他交代自己的“流氓活动”时，这位年逾花甲、已经白发苍苍
的老教授，老泪纵横地写了一篇长文。它是半文半白的一曲哀歌，是自怨自艾的
一首悲曲，是坎坷一生的自述，是真实情感的奔流。他从郑师母的馄饨摊写起，
写到成都街头的红油馄饨，到后来政协礼堂小餐厅的鲜美馄饨，再到后来，他永
远吃不到任何馄饨的苦楚……厚厚的一叠“交代”送到了红卫兵小将的手中。卷
着袖子的男红卫兵看完了扔给扎着两个刷子的女红卫兵；女红卫兵躲在帐子里边
看边抹眼泪，出来后又把它扔给了第三位……专案组所有人都看完了，像是在读
一部动人心弦的悲情小说，又像在吟诵一首感人肺腑的长篇叙事诗；谁也没有发
表评论，谁也没有提出新的斗争方案。“交代”不知怎么流传到专案组以外去了；
人们背后都把它称为“馄饨恋曲”。组长闻讯大怒：“不能流毒太广！”可是已
经追不回来了，因为根本不知道现在它在谁的手里。|“交代”悄悄地在大学生、
教职工，甚至在工人中流传着， 后传到了校外……斗争狄夫宁的会再也开不起
来了，人们看着他那失神的眼睛和萎缩的身子，口号就喊不起来了；狄夫宁被关
进牛棚无人理睬了。 
 
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当工宣队和军宣队联合组成正式专案组，接管这群“牛
鬼蛇神”时，曾经花过很大力气寻找这份丢失的“交代”，因为关于这份像“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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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本小说”般的神秘材料，他们听得太多了，谁都想看，可惜白费力气，因为它
根本不知去向了。他们不敢也不想让狄夫宁写第二份，因为他们确确实实是政治
挂帅的，是抓大方向、大问题的；“特嫌”问题压倒一切，远比“流氓”的帽子
大得多，而且他的实事求是的交代也打动不了这群真正革命者。当然，按照当时
狄夫宁当时的情况，他们也真不敢让他再写一份交代了，那恐怕会要他 
的命。 
 
狄夫宁在吃尽了苦头后，彻底病倒了。起初他得的是胃溃疡。多年来，郁郁寡欢
使他的饮食大为受阻，再加上这几年的受辱生活，更使他胃病加剧，当他从“牛
棚”回到家时，竟是双鬓苍苍、皤然一叟了。不知什么时候胃溃疡转成胃癌，在
文革结束后的那个冬天，他住进北京医院；可惜太晚了。 
 
当同事们和一批批学生来看望他时，他向他们微笑地告别；毕竟他还活到了这一
天，看到了胜利的一天。他记忆犹新的是一九四五年在四川庆祝抗战胜利，一九
四九年在北平迎接解放军进城，那时人们从心底里高兴，人们脸上露出的笑容都
是真诚和欢欣的；这次也一样。 
 
狄夫宁很久没有笑过了，这次他笑出声来了。如果不是生病，他一定要和全城几
百万人一样，到街上去，到天安门去走一趟。亲眼看看那人流、那红旗、看看从
王府井到东单的马路边的树上吊的那四个假人……可是，他躺在床上动不了啦，
只能听到四周鞭炮声和锣鼓声。 
 
他的兴奋没有持续多久，他很快就被宣判了死刑——癌症晚期。他想活，他真想
活啊！像个真正的人那样地活下去，可惜晚了，来不及了…… 
 
当人们都走了，只有他静静地躺在这间洁净的病房时，他又一次陷入了深深的回
忆。不过，此刻他已不像往常那样，一桩桩、一件件地咀嚼往事，品尝痛苦，而
是在记忆的海洋上一掠而过——他产生了一个 后的、也是异常强烈的愿望——
他要见安玳一面，要向她做一诀别，要 后一次请求她的宽恕…… 
 
死神在门外徘徊留恋，想让这个可怜的老人如愿以偿；可是，安玳被阻在病区外，
两个探视牌全握在安瑁的手中。 
 
狄夫宁用尽 后的力气探起身子问道：“为什么，为什么你到今天还不让我和她
见面？我只有 后的几分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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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瑁没有半点怜悯之心，她恶狠狠地说道：“你到临死想的还是她。就为了这一
点，我不能让你们见面！” 
 
狄夫宁骤然倒了下去，他提前结束了生命，张着怅然的、失望而期待的双眼。当
安瑁用颤抖的手去阖上这双眼睛时，它们又顽强地睁开了，安瑁吓得缩回了手；
她看见那双眼睛里充满的不是前几分钟的哀求和忧郁，竟是愤怒和责难，她的心
紧紧地收缩了。以后，她只要想起狄夫宁、她的亡夫，几十年的踪影全无，剩下
的只有这双重又睁开的眼睛——它们像是专门睁给她看的，专为责怪她的，专为
让她晚上睡不好觉、白天过不好日子……安瑁真的害怕住在原来的屋子，因为一
闭眼睛，一关上灯，她就看见那双重又睁开的眼睛，正怒目注视着她，她很快搬
了家。 
 
安玳过于悲痛之后，也很快去世了。她为狄夫宁的故去而流泪，更为他 后的愿
望没有实现、带着怨恨和遗憾离开人世而痛哭。她在弥留之际，却没有一丝痛苦。
她忽然像个虔诚的基督徒般地相信上有天堂，她更加相信天国的大门已经向她洞
开，亡夫在那里向她招手，她要去和他团聚，在离别了四十年多后…… 
 
 

九 
 
学校靠近马路新盖了一幢家属宿舍，三楼搬来一对青年夫妇，男的是助教，女的
是实验员；他们都爱唱歌，还十分好客。他们家周末常有聚会，每逢众人高谈阔
论，或者和声唱着大家喜爱的歌曲的时候，他们就发现暖气管子被敲得直响。从
凉台向上望去，他们看见四楼的窗户露出一个老太婆，她阴森着脸，瞪着凶恶的
眼睛，举着拳头在不停地咒骂这群唱歌欢笑的人们。 
 
邻居们也发现，从来没有人敲过她家的门……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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