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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传·哀 公 六 年》，公 元 前 489
年，吴国大举伐陈，楚国誓死救之。陈
乃小国，长江上的二位老大决定在小
陈身上比比谁的拳头更硬。

风云紧急，战争浩大沉重，它把一
切贬为无关紧要可予删去的细节：征
夫血、女人泪、老人和孩子无助的眼，
还有，一群快要饿死的书生。

孔子正好赶上了这场混战，困于
陈蔡之间，绝粮七日，吃的是清炖野
菜，弟子宰予已经饿晕了过去；该宰予
就是因为大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为“朽
木粪土”的那位。现在我认为孔夫子
骂人很可能是借题发挥：想当年在陈
蔡，这厮两眼一翻就晕过去了，他的体
质是差了些，可身子更弱的颜回还在
院里择野菜呢，而年纪最大的老夫子
正在屋里鼓瑟而歌，歌声依然嘹亮。
谁都看得出，这不是身体问题，这是精
神问题。

在这关键时刻，经不住考验的不
只宰予一个。子路和子贡就开始动

摇，开始发表不靠谱的言论：“夫子逐
于 鲁 ，削 迹 于 卫 ，伐 树 于 宋 ，穷 于 陈
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
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无所丑
也若此乎？”

这话的意思就是老先生既无权又
无钱，不出名不走红，四处碰壁，由失
败走向失败，混到这地步，他不自杀不
得抑郁症倒也罢了，居然饱吹饿唱兴
致勃勃，难道所谓君子就是如此不知
羞耻乎？

话说到这个份上，可见二子的信
念已摇摇欲坠；而且这话是当着颜回
说的，这差不多也就等于指着孔子的
鼻子叫板。果然，颜回择了一根儿菜，
又择了一根儿菜，放下第三根儿菜，摇
摇晃晃进了屋。

琴声戛然而止，老先生推琴大骂：
子路子贡这俩小子，“小人也！召，吾
与语。”

俩小子不用召，早在门口等着了，
进了门气焰当然减了若干，但子贡还

是嘟嘟囔囔：“如此可谓穷矣”——混
到这地步可谓山穷水尽了。

孔子凛然说道：“是何言也？君子
达于道之谓达，穷于道之谓穷。今丘
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
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改于
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陈、
蔡之厄，于丘其幸乎！”

黄钟大吕，不得不原文照抄，看不
懂没关系，反正真看得懂这段话的中
国人两千五百年来也没有多少。子路
原是武士，子贡原是商人，他们对生命
的理解是：如果真理不能兑现为现世
的成功，那么真理就一钱不值。而孔
子，他决然、庄严地说，真理就是真理，
生命的意义就在对真理之道的认识和
践行。

此前从没有中国人这么说过，公
元前 489 年那片阴霾的荒野上，孔子
这么说了，说罢“烈然返瑟而弦”，随着
响遏行云的乐音，子路“抗然执干而

舞”，子贡呆若木鸡，喃喃曰：“吾不知
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我认为，这是中国精神的关键时
刻，是我们文明的关键时刻。如同苏
格拉底的临难，孔子在穷厄的考验下
使他的文明实现精神的升华。从此，
我们就知道，除了升官发财之外，人还
有失败、穷困和软弱所不能侵蚀的精
神尊严。

当然，如今喝了洋墨水的学者会
论证，我们之落后全是因为孔子当初
没像苏格拉底那样被人整死。但依我
看，该说的老先生已经说得透彻，而圣
人的教导我们至今并未领会。我们多
是子贡，不知天之高地之厚，而且坚信
混得好比天高地厚更重要。但有一点
总算证明了真理正在时间中暗自运行，
那就是：我们早忘了两千五百年前那场
鸡飞狗跳的战争，但我们将永远记得，
在那场战争中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孔门
师徒的乐音、歌声、舞影和低语。

永不消散。

我 年 轻 的 时 候 ，也 曾 着 迷 过“ 意 识
流”“先锋派”之类的写作，并以此类形式
写过几篇小说。但很快，我就对这类形式
不感兴趣了，我开始喜欢一些老作家的作
品，比如汪曾祺、林斤澜、张中行等等。我
喜欢他们的老而率真，体露真常。我不喜
欢那些赶潮的作家，这类作品生命不会太
长。我觉得，一个成熟的作家，在写作上
应该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

张中行老先生是我最敬重的老作家
之一。老先生在散文杂文上“暴得大名”，
已经是 80岁左右了，比汪曾祺先生“暴得
大名”，年岁上还要晚大约 20年。张老先
生在解放前主要是当教师，还编过杂志。
解放后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当编辑，主要工
作是编课本，编古文读本等等，名气并不
怎 么 大 ，但 圈 内 的 人 都 知 道 他 学 养 深
厚。季羡林曾评价张中行“学富五车，腹
笥丰盈”，并称他是“高人、逸人、至人、超
人”。我想，张老先生平生潜心治学，淡
泊名利，生活简朴，中和顺生，确实担得
起季羡林先生的评价。启功先生则说张
中行先生是“说现象不拘于一点，谈学理
不妄自尊大”，这都是中肯之言。上世纪
末，张中行、季羡林、金克木被誉名“燕园
三老”。

张中行之“暴得大名”，是在他发表并
出版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
话》《月旦集》《禅外说禅》《顺生论》等著作
之后，在中国文坛上掀起一阵旋风，人称

“文坛老旋风”，他撰写的文章，一度被称
作“新世说新语”。其中，《顺生论》耗老先
生心血最多，也是他的代表作。启功先生
对他的评价是：“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
独树出林，俯视风云。”尽管博得如此大
名，老先生依然故我，照旧穿他的老棉袄，
旧布鞋，依然吃他喜欢的老面烧饼，喝他
喜欢的普通二锅头，80 多岁了还挤公共
汽车。他常年寓居在女儿的家中，直到
86岁那年，才分到一套平常的三居室，家
中没有搞装修，保留着水泥地面，家中设
置极为简约，书房里也只有两个书柜，一
张书桌和一些清玩，其中以石头居多。张
老先生喜欢石头，大约是喜欢“石不能言
最可人”吧。他为自己的居室起了一个
名，叫“都市柴门”。

我读过张中行老先生的绝大部分著
作，切实感受到老先生学问深广，不仅古
文极好，儒释道三家皆通，对西方哲学亦
谙熟，在书法上也很有造诣。我曾在一份

报纸上（什么报我忘了）看到，启功先生曾
邀请张中行先生，想两人一块儿办个书法
展，，但张中行先生婉拒了，他说他的字写
得不好，这也反映出老先生的谦逊和虚
怀。

说到书法，我和张老先生还有一点小
机缘——1997 年，我在《广州文艺》杂志
做编辑，主编要我约一些名家稿，于是我
就冒昧地给张老先生写了封约稿信，并在
信中更冒昧地表示想要求他一幅字。信
寄出后不到一个月，回信到了，我看信挺
厚，拿起信，感到信封里面软绵绵的，心头
不由一喜——里面必有字幅无疑！我小
心翼翼地拆开信，果然里面有一幅字。我
急忙展开来看，这一看我愣了半天——字
的好不用说，是书写的内容让我愣住了，
字幅的内容是：“思君令人老 岁月忽已
晚 古诗十九首句每喜读之 程鹰先生正
腕 丁丑冬张中行”。这下把我弄糊涂了，
因为“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是《古诗
十九首·行行复行行》里的诗句，是一位思
妇写给经年不见的远方丈夫的，张老先生
何以将这样的诗句题写给了我？他明明
知道我是一位男编辑。还有，张老先生说
他“每喜读之”，这又让我纳闷，何以一位
88 岁的学者，哲学家，古文专家、散文大
家，会对两句古代思妇写的诗“每喜读之”
呢？真是“逸人”之举，常人难解。

随字幅还附了一短函：“上月末大札
拜收。承奖掖，至感且愧。我不能书，且
近来目力甚坏，勉成一幅奉上报命。手头
无文稿，暂不能应命。匆匆，颂：编安。张
中行拜 97.11.22。”

我把字幅和短函反复看，脑海里忽然
浮现出儒家的“温柔敦厚”这四个字来。从
字幅的内容里，我看到了老先生的温柔；从
短函的内容里，我看到了老先生的敦厚。

我和张老先生缘悭一面，1998年国庆
期间，我出差去北京，想见老先生，但我没
有老先生家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只能到人
民教育出版社去问，出版社的人告诉我：
老先生这段时间不在京，他想老家了，回
家乡去了。

老先生于 2006年 2月 24日在解放军
305 医院安然辞世，享年 98 岁，身后没有
给后代留下任何遗产。

许多年又过去了，老先生给我写的字
幅，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现今，我竟也
会常常进入“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的
境界。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一阵春风，它催发花香
催促鸟啼，它使万物开怀
让爱情发光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一只飞鸟，晴空一飞冲天
黄昏必返树巢
我 们 这 些 回 不 去 的 浪

子，魂归何处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敬亭山上的一个亭子
它是中心，万千风景汇

聚到一点
人们云一样从四面八方

赶来朝拜

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抵不上
李白斗酒写下的诗篇
它使我们在此相聚畅饮

长啸

忘却了古今之异
消泯于山水之间

傍晚，吃饭了
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散

步的老父亲

夜色正一点一点地渗透
黑暗如墨汁在宣纸上蔓延
我每喊一声，夜色就被

推开推远一点点
喊声一停，夜色又聚集

围拢了过来

我喊父亲的声音
在林子里久久回响
又在风中如波纹般荡漾

开来

父亲的应答声
使夜色明亮了一下

对黄山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上世纪
八十年代李羚主演的电影“黄山来的
姑娘”，多年来一直向往之。说来惭
愧，这么些年竟然没有去过黄山，2018
年 11月下旬总算如愿以偿。

黄山确实很美，“五岳归来不看
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看黄山写黄山
画黄山夸黄山，赞美黄山的奇松异石
和山峰，讴歌黄山自然神奇之美的鸿
篇巨制很多，而我这篇小文，却想写写
黄山红梅。

黄山上有红梅吗？当然有。但我
笔下的红梅，不是开在黄山上的红梅，
而是和电影里的主人公龚玲玲一样，
是一位生活工作在北京的黄山姑娘。

第一次见红梅，是朋友带我去她
的茶室，刚落座，她就拿出一大包“见
面礼”，说是刚从黄山带来的自己家做
的酱鸡翅酱鸭脖之类的下酒菜。

喝着清香碧绿的黄山毛峰，吃着
徽州味道的酱鸡翅酱鸭脖，嘿嘿，喝茶
啃骨头，下酒菜当茶点，这种别开生面
的第一次见面和红梅的快人快语以及
她爽朗的笑声，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之后，偶尔会品尝到红梅父亲养
的土猪土鸡土鸭，新鲜的冬笋春笋和
腌制的干笋，红梅母亲种的红薯土豆
萝卜青菜，油皮豆腐干，朋友们想吃了
就去找她，红梅就像变戏法，一样样

“变”出来。
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了红梅生长

于 黄 山 歙 县 岔 口 村 ，是 正 宗 的 黄 山
人。因为对求学的兴趣不浓，还因为
她父亲中年得女，把她宠上了天，她想
干嘛老父亲都会由着她。

后来书不读了，19 岁就在黄山旅
游集团下属的索道公司工作了十多
年，成家立业，结婚生子。每次聊到黄
山，红梅总是强调她只是黄山索道的
临时工，丝毫不担心别人用世俗的眼
光看她。

机缘巧合，4 年前一位贵人将她
推荐到了北京，她自嘲目前的状况：是
地地道道的“北漂”，做点小事养家糊
口。

北京工作生活的各种艰难困苦和
各种的不容易，没有难住乐观开朗的
红梅，每次见到的她，总是一副兴高采
烈、没有烦恼没有忧愁的样子。

红梅喜欢北京，适合北京，北京需
要红梅，需要像红梅这样充满正能量
脚踏实地做事的人！

每次看见她喜气洋洋的样子，我
就在想：乐观自信的女人最可爱！快

乐幸福和金钱没有太多的关系。
在北京，红梅没有户口，没有钱，

没有房，没有车，也没有本科硕士学历
和通过考试取得的各种证书，但是，她
真诚善良，热情洋溢，认真做事，乐于
助人。

短 短 的 几 年 时 间 ，居 然 在 北 京
“混”得风生水起，她认识了很多人，结
交了很多朋友，因为她和人相处没有
功利之心。尽管朋友很多，但几年过
去了，她还是做点小事，还是没有太多
的钱，但还是一如既往的快乐开心。

她每天忙忙碌碌，东跑西颠，乐呵
呵地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时候也愤
世嫉俗，黑白分明。问她苦不苦，她会
笑着说：比起在山上的日子，简直好太
多了，认识了这么多的北京朋友，真的
很开心！

红梅总是尽力帮助别人，但自己
却尽量不给朋友添麻烦，她经常婉谢
朋友对她的帮助，却会为了朋友的事
去求朋友或朋友的朋友帮忙。当然，
她是讲原则的，不该帮的忙坚决不帮，
不该做的事坚决不做。

红梅最乐意做的事情就是宣传自
己的家乡黄山，邀请朋友或朋友的朋
友一趟一趟地去黄山。

认识的人，去了一趟黄山，回来就
成了更好的朋友；不认识的人，去了一
趟黄山，回来也会成为她的好朋友；因
为红梅，很多朋友，从黄山回来后，没
过多久就会又去黄山。

这次在黄山碰到一位北京客人，
说是已经来了很多次。让人流连忘返
的地方，总是有原因的。

去黄山的朋友，红梅总是尽力而
为，或亲自陪同或请家人帮忙陪同，更
多的时候是她在黄山的朋友们帮助她
安 排 客 人 们 的 吃 住 ，陪 着 客 人 登 黄
山。有熟悉当地的人陪伴游黄山，相
当于旅游时的个性化定制，当然事半
功倍。

我这次去黄山，和红梅同行。虽
然是初冬时节，没有春夏的万山红遍，
没有秋日的层林尽染，没有冬天的银
装素裹，赶上了晴空万里的好天气，看
山是山，看松是松，却也是登山的好时

节。红梅曾说过，黄山一年四季都是
美景，果然名不虚传。

在黄山上，凡是有工作人员的地
方，就有红梅的熟人。无论宾馆酒店
索道站，还是路上的清洁工人和挑夫，
要么是她的熟人，要么是她的哥们姐
们儿。

陪同我们上山的程虹以前也是黄
山上的医生，她是红梅在黄山的闺蜜，
对红梅是有求必应，一年四季都会被
红梅安排陪朋友上黄山；唐模村“七天
井”的汪总陪同我们沿着村中的檀干
溪，如数家珍似地介绍了唐模村的前
世今生；徽州大宅院的徐先生敞开大门
热情地迎接我们。感觉得到，他们都是
红梅多年的老朋友。呈坎村雕刻大师
曹先生的宝贝闺女乐乐，看见红梅，大老
远就张开双臂喊着“干妈”飞奔而来，接
着就是一个大大的“熊抱”。看得出，红
梅的人缘不拘老少都非常好。

和红梅同行，感觉红梅是幸福的，
有这么多人喜欢她，欢迎她，无论是在
黄山上的光明顶还是在黄山下的古村
落，我也一直被感动着。

古徽州后人的真诚和纯朴，古徽
州的建筑和文化，古徽州的青山和绿
水，真的让人流连忘返，即便是偏居一
隅的“半山闲客”民俗客栈，一杯茶的
工夫，也给人留下了温馨。

我一直在想，红梅何德何能而得
如此厚爱？我没有找到答案。近距离
和红梅相处后我更加深信：世事皆有
因果。她今天所得到的，一定是她曾
经付出过。

红梅讲不出大道理，但却认真地
做好手头上的每一件小事情，看似大
大咧咧，实则头脑清醒，是那种聪明大
气古道热肠，用自己的绵薄之力为社
会为朋友为家人而努力的普通人。

在去光明顶的山坡上，迎面而来
的挑夫问我们要不要桔子，红梅掏出
10 块钱买了四个桔子，转身塞给我一
个，走几步又给了坐在路边歇息素不
相识的老人家两个。

在姬川村，红梅把汪大爷家已经
做好的柿饼全部买下，老人家眉开眼
笑，乐不可支。

真心地帮助别人，真诚地对待朋
友而不图回报，就一定会有回报。

我相信红梅的努力不会白费，她
不辞辛劳地穿梭于北京和黄山两地，
或许“无心插柳柳成荫”，通过她的“穿
针引线”，如果朋友们有所收获，能为
黄山的发展做点什么，是她最乐意看
到的事情，因为她热爱自己的家乡，她
希望她的朋友们更好。

在鳌鱼峰的一线天，看着 70多级
坡度陡峭的台阶，我的腿都软了，吓得
赶紧往回跑寻找别的下山之路，红梅
一夫当关拦住我：姐姐，黄山上不可以
走回头路啊。

好吧，她的激将法让我没有别的
选择，乖乖地跟着她往下爬。别人爬
一线天，都是从下往上，而我们却反其
道而行之，当我心惊胆战爬下来的时
候，红梅却在山下，对着莲花峰玩自
拍，她似乎不担心我失足滚下山来。
她的淡定不惊告诉我，多大点事儿！
但事后她说，她也是第一次这么爬，也
有点紧张。

我们从西海出发，光明顶鳌鱼峰
一线天再到百步云梯，我实在走不动
了，只好双手拽着她，红梅指着一旁的
扶手说：姐姐，我是靠不住的，你还是
抓住它们比较靠谱。

这就是红梅，不看人脸色，不拐弯
抹角，有话直说，实话实说，有时带点
小幽默，让你气不得恼不得，却句句是
真话。这么接地气的红梅，上哪里去
找？如果不是她的连唬带蒙，我不可
能从黄山的后山爬到前山，而且走的
是最难的一条线路。我是要感谢她呢
还是要感谢她呢？当然很感谢她！

红梅的这个特点很难得，有时候
我也劝她，你都是在北京混的人了，说
话有时要婉转一点，不能这么直接，但
下次再见时，又会和她说，还是这样
吧，红梅就是红梅！改了就不是红梅。

古徽州钟灵毓秀，新黄山人杰地
灵，文化积淀非常深厚，自古以来人才
辈出，正是因为有了像汪华、朱熹和胡
适这样的大师们缔造了古徽州的灿烂
文化，才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像红梅这
样的黄山人，她们自小浸润在徽州文
化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传承徽州
文化，建设新的黄山，既是他们的责
任，也是他们的骄傲。

祝福红梅！祝福黄山！

敬 亭 山 记（ 外一首）

□ 李少君

黄山红梅
□ 陈月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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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重达八斤的传记
文学巨制——《歙之情缘》，我掩卷无语、
久久沉默，内心的激动与饥渴相互交织
……许久，深深呷了一口茶水，缓过气来，
复又慢慢展开书页，再读，细读。久违了
的阅读快感在我心头荡漾，我张开身体所
有的细胞吮吸着这本书中的每一段“情
缘”。我被徐刚先生震晕了，征服了。

我是徐刚先生的“粉丝”，徐刚先生是
我尊敬的文学前辈。先前早已拜读过先
生的《艾青传》《梁启超传》等，包括这次荣
获鲁迅文学奖的《大森林》，但都没有读先
生这部《歙之情缘》来得强烈。先生用宏
大的架构、精妙的语言、华美的文笔、生动
的故事，把中国社会近 70 年来的重大变
革作为历史背景，纵览事实，撷取细节，巧
妙编织，引经据典，信手拈来，成功地塑造
了周小林这位多苦多难而又坚韧、执拗、
诚直、仁义的典型新徽商形象。传记文学
本不好写，能成功写出一个有血有肉有人
物的作品，鲜有寡见。在浩瀚的中国传统
文化中撷取歙砚这一冷僻题材去写一个
特殊的具有强烈个性的非典型人物则更
是困难。

徐刚先生在自序中开篇第一句便剖
心自问：“我为什么要写周小林？”“为什么
要选择了非我所长的三百砚斋歙砚的题
材？”……而在后记中先生完成书稿后心
力交瘁地叙述：“自以为写作本书不是一
件太难的事情，况且我对传记文学也还稍
有心得……但始所未料的是，周小林的传
记太难写了，周小林几乎让我招架不住。”

“书成，写‘后记’已成惯例，可是几不能提
笔，我已被周小林磨得精疲力竭了。”随
之，先生又释然感慨：“百砚磨小林，小林
磨徐刚，如是磨我三年，磨来磨去磨成了
这本书。”“就这样，在我风雨飘摇的晚年，
又多了一位良师益友，得获‘歙之情缘’！”

“为周小林传，乃我之幸耶？幸且乐也！”
可是，呈现在我面前的这部“情缘”正

是徐刚先生晚年突破自己并改变风格的
呕心力作。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对人物
性格的拿捏，精雕细琢的故事，动人心魄
的情节，华丽流畅的语言，读起来让人荡
气回肠、欲罢不能。

“高山抛石”令人垂泪动容。
“梨园情”让人艳羡叹惜。
“黄山泪”叫人沉重反思。
“当时明月”让我热血沸腾。
“品砚雅集”予我赏心悦目。
“九问小林”不由拍案叫绝。

徐刚先生谓：“周小林是个奇人，痴
人，怪人。”如何怪？怎样痴？何处奇？先
生只撷取了一段《无上清凉》砚铭：

“无上清凉 古风犹照
虚静则明 律身自好
小林愚拙 固执孤傲
不评奖项 不开分号
不入协会 不办展销
清欲淡泊 给自己立规设套
小林明智 迂腐执拗
……
远离明星的喧闹 不屑奸商的恶好
全部才华与精彩 付于歙石
鞠躬弯腰
做一个中国店小二
无上清凉
徽州人的风骨与骄傲。
这就是周小林，他寻一块石，制一方

砚，写一段铭，用一片情，迷倒一群人。我
怎能不写周小林。”

徐刚先生可谓惜墨如金，仅 22 行、
116 个字就把一个又奇、又怪、又痴的店
小二——周小林活脱脱地展现在读者眼
前。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有风骨、有情
怀、磊落侠义的当代儒商。故徐刚先生诗
意盎然，笔走龙蛇，墨落成珠：“五千年文
明耀华夏，三百砚斋独一家。鸿儒寻得宝
砚归，四朝国君赏奇葩。余初识小林忽忽
六载，吾为其人之忠义真诚，为其砚之秀
美绝伦所动，与为之传叹曰人砚无二也，
后来者或可一叹。”

这部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印刷、制作
精良，特别讲究，用心思将 11万字的文本
和 580 多幅图片巧妙镶嵌、穿插，文行图
随，不拘一格。是我从未见过的传记文学
的另类、文学作品中的奇葩，同时将诗、
书、画、砚铺陈于故事、人物之间，融为大
美，煌煌然一部具有徽文化特色的交响音
乐！一幕大起大落波澜壮阔的大戏剧！

近三十年来，还没有看到一部真正令
人满意的描写新徽商的文学作品，但是徐
刚先生的《歙之情缘》填补了这一空白，塑
造 了 周 小 林 这 个 典 型 的 徽 州“ 店 小
二”——一个新徽商。作为徽州人，我感
谢徐刚先生，为徽文化的传播和新徽商的
崛起树立了文学样本，先生的这部传记必
然成为徽文化史上最璀璨的明珠。

近又喜闻徐刚先生荣获中国报告文
学终身成就奖。无论作品、实力、才情，先
生获此殊荣当之无愧，实至名归。

我为徐刚先生贺。

传奇新徽商
——读徐刚先生《歙之情缘：周小林传》有感

□ 张秋池

傍 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