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几年，“特聘研究员”很蹊跷，迷
惑了不少人。连老文这种长期呆在高校
的两耳专闻窗外事者，对一些高校里的

“特聘研究员”都一直有误解——— 误解的
根源，现在看来在于因循守旧和三天不
学习跟不上新形势，直到前不久一位著
名高校的特聘研究员访问老文实验室，
在跟老文闲聊时戏谑“特聘研究员”就是

“弼马温”，这才彻底颠覆老文对“特聘研
究员”的认识。

老文脑海里，“研究员”和“教授”级
别相当，都是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区别
在于革命分工有不同，后者既教且研，主
要分布在大学里；前者只研不教（至少不
教本科生），大多驻扎在专业科研机构，
如科学院的职称基本上是研究员系列。
不管怎样，“研究员”和“教授”都要经过
严格的评定程序，一旦评上，终生享有。

大学老师一般对“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顶礼膜拜，对“特聘”的理解难免以此
为参照，是“高大上”的象征——— 某个群

体里的“特聘”，应该是该群体中的出类
拔萃者。所以，老文一直以为“特聘研究
员”就是研究员中的“长江学者”，至少是
所在地或所在单位的名山秀水学者。

所以老文想不通“特聘研究员”何以
成了“弼马温”。该特聘研究员解释，之所
以说是“弼马温”，是因为“特聘研究员”
就像孙悟空一样，本事再大，也没被纳入
天庭体系，看似一入职就拥有最高级职
称，实则不被体制内认可。老文好奇，那
孙悟空得知了“弼马温”的真相后，“不觉
心头火起，咬牙大怒，呼啦的一声，把公
案推倒，一路打出天门，回到了花果山”，

“特聘研究员”们为什么还在前赴后继向
往并留恋“弼马温”呢？

特聘研究员说，选择或留恋“弼马
温”，可能是两情相悦，但更多的是没办
法的好办法。就高校来说，设置并大量招
聘“特聘研究员”，最大的好处就像一些
部门大量安插临时工或协管员，既突破
了编制受限，又扩大了科研体量，还可视
情况想把你拿掉就拿掉、想把你换掉就
换掉，不愁没人来，不怕你走人或当老
赖。老文插一句：新闻爆出某部门谁打人
引起公愤了，“特聘”还是“防火墙”、“隔
离带”，甚至是“替死鬼”？特聘研究员笑
答：正是。

特聘研究员继续介绍，对个人来说，
博士刚毕业或博士后刚出站，一时半会
儿想进牛校很难，能在牛校有个高起点
位置便于迅速开展工作更难，“特聘研究
员”岗位像个中转站，至少给人留下了幻
想、提供了平台，而且给的收入还不错。
老文不解，年轻人无论是否“特聘研究
员”，不一样可迅速开展工作吗？特聘研
究员提请老文只注意一点：没有个像样
的高级职称，别说走出去没面子、得不到
认可，你争取哪级哪类科研项目不受限
呀，无论是项目的个数还是层次？他又举
例：例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了“特聘
研究员”，就可申请和主持三个项目，从
青年基金到重点、重大都行；如果没有这
个标签，你就只能主持一项，能拿个基金
就谢天谢地了。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特聘研究员”
相当于给高学历直接插上了高职称的
翅膀，让年轻人能迅速突破森严等级、重
重障碍，自由自在地翱翔无边无际的学
术天空，自己成长的同时，也为学校带来
资源和发展？然而，特聘研究员却感慨：
孙悟空尽管翻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但尽
人皆知，“弼马温”既不如猪八戒在天界
的官职“天蓬元帅”威风（八戒激怒悟空
的最佳武器就是喊悟空“弼马温”），也不
如沙僧在天界的官职“卷帘大将”响亮，
所以“弼马温”更多体现的是管理者的智
慧和艺术。他透露，有些“特聘研究员”瞅
准学校有助理教授空缺了，自愿放弃这
种高职称、高待遇，迅速挤进体制内，宁
愿“低就”。

特聘研究员说，他6年前回国，当上
“特聘研究员”，学校要求他今年必须作
出选择，路子有两条：要么走人，要么评
上教师系列高级职称（副教授或教授）进
入体制内。他说，参评副教授比较稳当，
但不合算，因为如果博士毕业直接进入
体制的话，原则上两年左右可当上副教
授；而参评教授有风险——— 学校对“特聘
研究员”参评教授的篱笆扎得更紧一些，
除非当上了“杰青”或达到“杰青”水准，
如果评不上，迎接他的是冷酷无情的非
升即走。他说现在特别纠结，“万一”的
话，希望有人在取经路上带上他。

（本文作者为湖南大学博士生导师）

“文革”中在农场接受改造的
豫剧大师常香玉

【往事如烟】

秋天她被分配到果园看守果实，而且有个老工人跟着
监护。她很认真，上班早到，下班晚走。虽然劳动量不大，但
看护果园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

常香玉应是新中国中州大地上豫剧
的头号招牌，她也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豫
剧表演艺术家。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她率
领河南豫剧团唱红大江南北，也尝尽了
千辛万苦。她捐献了一架“常香玉号”（抗
美援朝总会会长郭沫若命名）苏式米格
15战斗机，用行动和成果支持艰苦作战
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那年她芳龄28岁。

她的豫剧我有幸欣赏过，她吸取了
河南曲剧、河南梆子、河北梆子等的长处
和旋律；她还大胆吸收了京剧的唱腔和
武功，比如梅兰芳和杨小楼的名剧《霸王
别姬》中的舞剑和唱腔；她广采博纳，称
自己的豫剧流派为“推陈出新，与时俱进
派”；她的拿手代表剧目《花木兰》、《红
娘》经她的“嫁接”改造，有了自己的特色
表演及舞美、音乐中的“新妆”，迈出了常
派“新步”。《花木兰》还拍成了电影戏剧
片，让全国人民一睹她的英武芳容
和优美悦耳的豫剧唱腔。

常香玉在豫剧现代戏
上也颇有成绩。豫剧现代
戏实际上比现代京剧

“八个样板戏”成名还
早。在河南以至全国
都熟悉的名剧《朝阳
沟》，她在1964年元旦
领衔唱进了中南海怀
仁堂，受到了毛主席、
刘少奇、朱德总司令等
开国领袖的观赏和上
台接见。上世纪六十年
代初，《朝阳沟》也拍成
了戏剧电影。那时在我
下乡的河南西华县农场放映时，竟出现了

“万人空巷”观剧（影）高潮，出现了老中青
三代农人边看边跟着唱的奇观；银环的“清
凌凌的一股水冬夏不断”，栓保的“那个前
腿弓后腿蹬”及栓保娘、银环娘见面时的

“亲家母你坐下咱俩拉拉知心话”，都成了
家喻户晓的唱段！干了一天繁重农活的社
员们个个眉飞色舞地学唱着，优美通俗的
唱腔深深打动了中原广大城乡人民，他们
都和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融为一体了。

然而，风云突变，祸从天降。
“文革”开始的1966年，河南豫剧团几

乎所有的老艺术家、名演员全部遭到批
斗、侮辱，常香玉在劫难逃。她首当其冲

地被造反派批判为“大戏霸”、“反动戏剧
权威”，遭剃头、画脸、挂大牌子游街，而
且在她经常演出的郑州人民剧场前开批
斗大会，当场烧毁包括“木兰从军”、“红
娘”在内的珍贵的古戏装行头。这还不
算，她和其他豫剧演员统统被赶到乡下进
行劳动改造。河南省一批又一批文艺界人
士下放之地，就是我当知青的西华县黄泛
区农场。最受社员和农场职工关注的就
是，“常香玉来咱黄泛区农场了！”乡亲们终
于见到了自己喜欢的艺术家，情不自禁地
说：“你就给咱们唱一段吧！过去只在电影
上见过，今天可看清楚了。”只见她微微一
笑，用一口地道河南话说：“对不起大家，领
导只让我们好好劳动改造不让俺唱呀！”
群众仍不依不饶：“唱段革命样板戏，总中
了吧？”“我没改造好，样板戏咋能唱好？”她
仍笑着谢绝了。那时，我碰见了她也只能
点个头招呼一声即刻走开，因为我父亲万

里当时也被江青指名道姓为“反革
命修正主义分子”，还被“四人
帮”批为“北京市反革命修正
主义集团的黑干将”，我也被
大字报批为“刘少奇下乡镀
金的黑典型”。

后来她念初中的小女
儿五毛来到农场看望母亲，
凑巧编在我所在二队六组
采收苹果。我们拉起了家常，
知道她父亲陈宪章已被抓起
来进行“群众专政”。实际上
她父亲只是一般的“三青团”
历史问题，组织上早已搞清
楚，还被批准和常香玉一起

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演出，受到金日成元帅
接见，还获赠银杯、银筷纪念。“文革”前他一
直埋头在剧团努力工作，搞编剧、音乐、唱
腔设计等工作。现在常香玉和我“同是天涯
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也都是“失势凤
凰不如鸡”了。五毛的姐姐陈小香作为高中
学生在1963年9月读到《中国青年报》刊登的
我下乡务农的先进事迹后，曾和我通过几
封信，说她的革命意愿也是离开郑州投身
到广阔天地大炼红心，还寄来了她母亲演

“花木兰”的剧照。
在我的记忆里，1968年常香玉在农场

劳动，农场职工并没有开过大会批判过
她，好像在省会郑州声势浩大的“斗批

改”中她已属于文艺界批判打倒过的“死
老虎”了。秋天她被分配到果园看守果
实，而且有个老工人跟着监护。她很认
真，上班早到，下班晚走。虽然劳动量不
大，但看护果园时间长达10个小时以上。
那一年，风调雨顺，加上农垦职工辛勤管
理，大果园一派丰收在望景象。常香玉仍
是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从不捡摘苹果
吃。同班警卫劝她：“老常，天气炎热，咱
们口干舌燥，你也真辛苦了，吃个苹果解
解渴润润嗓子吧！”她从来一不动手二不
动口，“不吃公家一个果子”！

她有时看见下放的京剧武生团在果园
自挖沙坑练武功、生旦角清晨喊嗓，她也对
演员们说：“中国戏剧源远流长，岂能长期
无用武之地？”她女儿曾私下对我说：“我妈
只要扮上‘花木兰’登台，就必会有观众，你
信不信？”我听了一个劲儿点头。

后来看管慢慢松了，常香玉也和大
家打成了一片，她同班的老高告诉我：

“老常在没人的果园深处，也开始练练腰
腿、喊喊嗓子，练起她的戏剧基本功了！”
也由此，在1977年元月粉碎“四人帮”不久
的首都新闻界第一个万人迎春大会上，
常香玉满怀激情地演唱了郭老（郭沫若）
的新词：《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大
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
后，铁帚扫而光……”清脆嘹亮，底气十
足，震惊全场。

2004年，国务院授予常香玉“人民艺
术家”光荣称号。

(本文作者为原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
兼总编辑,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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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的足球吧【域外走笔】

□晓言

我很怀念那个足球吧，怀念那个小区的足球场。我幻想着，某一天，我们的
小区里也会有这样的欢声笑语，也有这样的灯火辉煌。

居民小区里设有足球吧？我信。
可足球吧旁还建有足球场，这我就不

太信了。
如果说，小区里不但建有足球场，而且

是在首都的小区，我会彻底不信。谁不知
道，首都的地皮都是天价，小区里为个停车
位都会打得不可开交，怎么会“奢侈”地建
个足球场？

可眼前的一幕就是这么任性，让我感
慨良多，只不过，这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欧
洲的匈牙利。

前不久笔者到中欧旅游，专程去了匈
牙利，它的首都布达佩斯是欧洲的一座古
老而美丽的城市，多瑙河似一条玉带从市
区流过，绚丽的自然风光，古代与现代风格
巧妙结合的城市建筑，使它享有“多瑙河明
珠”的称号。

笔者只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这个昔日
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如今的状况怎样。

按计划在布达佩斯停留两天，当晚，
我们入住北城区一个叫做特拉维夫的商
务酒店。这个酒店建在一个居民小区里，
虽然号称是三星级，其实十分简陋，除了
一床、一桌、一对沙发、一个电视，几乎没
有多余的摆设。

入住时已是薄暮时分，我放下行李箱，
拉开窗帘，推开窗扇，发现楼下不远处的空
地里竟然有一块足球场，墨绿的草坪上，十
多个从七八岁到十多岁高矮不一的孩子正
在踢足球。他们着装很随便，有的身着鲜艳

的运动衣，有的下着牛仔短裤、上身套着T

恤衫就上场了，球技算不上精湛，但踢得情
趣盎然，或盘带，或争抢，或射门，都有模有
样，场上不时传来要球的呼喝声和进球的
欢呼声。显然，这是孩子们放学后离开学校
的又一阵地。

居民小区里竟然有一块足球场，这让
我十分惊讶。笔者也算个球迷，极想到楼下
活动一下腿脚。不过马上到饭点了，只能跟
团随导游去饭店用餐。

用餐回来，远远地就看见球场上空灯
火辉煌，我惊叹：小区里居然有灯光球场！
我快步走到球场边，仔细观赏起来。

这块足球场显然“块头”不够大，长约三
十余米，宽约二十余米，草坪也只是一块绿色
的化纤地毯。为了防止踢飞的足球伤到行人、
砸坏居民楼上的门窗，足球场四边圈了一道
三米多高的围网。足球场北侧，是小区的购物
超市，超市门侧，是一个露天的咖啡吧，一面
面遮阳伞下，摆着一张张咖啡桌。此时，不少
桌旁已经坐满了老老少少喝咖啡的居民，他
们一边品尝着咖啡和甜点，一边为场上踢球
的人们欢呼喝彩。有的看得兴起，直接脱掉外
衣，上场加入某一方的战阵。这时，场上的踢
球队员大人孩子混杂，笑语和喝骂相间，时而
也有女同胞上去撩上两脚，虽然力道不是很
足，却换来阵阵掌声和喝彩。

我有些感动了。我知道，这些普通居民
的人均月收入四五千欧元，按汇率相当于
人民币三四万块钱，好像不低，其实和我们

人民币四五千元的购买力相差不多。欧盟
是一个共同体，各国市场的价格也大体相
仿，这里西瓜一欧元一斤，苹果一欧元一
个，价格不低。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师傅中午
只是一个热狗、一杯咖啡，舍不得跟我们一
起吃饭店。小区中的大多数人也买不起房
子，只是临时租住在这里。可是，他们挚爱
足球，日日与足球相伴。

我不知道像这样的小区有多少、布达
佩斯会有多少这样的小足球场，但我感觉
到了，这是一种文化，更是一种生活。

得知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宣布了出版中
小学足球教材的消息，我很高兴，可仅有教
材是不够的，还要有足够的足球场。看看我
们的城市，看看我们的小区，离开学校，还
有哪儿是孩子们踢球玩耍的地方呢？

我查了一下资料，六十年前是匈牙利
足球的黄金时代，以普斯卡什为代表的一
代球星横扫世界，创造了四年国际比赛43

胜7平无败绩的足球神话，只是在1954年瑞
士伯尔尼世界杯上，以2：3负于西德队，屈
居亚军。近些年来，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的
足球沉寂了、衰败了。不过笔者以为，如果
哪一天他们卷土重来，谱写出新的神话，决
不是什么天方夜谭。

我很怀念那个足球吧，怀念那个小区
的足球场。我幻想着，某一天，我们的小区
里也会有这样的欢声笑语，也有这样的灯
火辉煌。

（本文作者为作家、国家一级编剧）

【社会观察】

“特聘研究员”
就是“弼马温”？
□文双春

□万伯翱

▲常香玉代表剧目《花木兰》资料照片

▲常香玉与丈夫陈宪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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