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次上完课，原本洁净的教室便会
狼藉一片，火腿肠衣、塑料袋子、蛋糕碎
屑、豆浆吸管、花生外壳，全都像打了败
仗的士兵一样，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板
上或者桌洞里，再或以为别人看不见的
角落里。有时候它们也会被某一只耐克
鞋给踢到走廊上去，与散落在那里的烟
灰落魄为伍。那些烟灰，大多是某个明明
青涩却要用香烟来假装成熟或者有范儿
的男生弹落下去的。我猜想那些垃圾们
若是生有眼睛，一定是受了委屈的怨妇
样，本应该被规整到大队伍里去，却在这
里招人厌恶，若是无意中绊倒了某个漂
亮的女生，那简直成了千古罪人，整个大
学期间都会成为卧谈会上的笑谈，指不
定，还会因为漂亮女生的知名度，而被列

为经典，一级一级薪火传递下去。
有时不着急去坐班车回家，我会善

意地提醒他们将自己制造的残留物收进
行囊，不要让它们在这里独自哭泣。但有
效期也只是那么一次，下次再来，依旧是
无人收拾旧山河。踩踏着果皮昂扬而去
的学生们，对公共的场地漫不经心，打扮
起自己来却极其卖力。但凡迟到的女孩
子，并不是起床晚了，恰恰相反，她们很
早就会从床上爬起来，而后站在宿舍里
唯一的一面镜子前，侍弄自己的一张脸，
那股子认真庄重劲儿，让人误以为是去
参加一个晚宴或者舞会。我倒是感激她
们来上课还能如此精心打扮，总好过邋
遢潦草又睡眼惺忪，但在听说她们所居
住的宿舍与教室一样在离去后惨不忍睹
时，便不知该有怎样的表情。

学院里美女帅哥最多、声音也最甜
美悦耳的专业，大约是播音主持，一个一
个拿出来，都是将来在电台、电视台做台
柱子的光鲜亮丽的样子。我从他们身边
走过，常常羡慕那股子光芒四射的时尚
与高傲，并觉得自己这做老师的都不如
他们生得优雅知性。但若扭头看那学院
走廊的宣传栏上，每天宿舍卫生评比成
绩最差的，也大抵逃不过他们。这样的反
差，让我再看他们时，视觉上就有些怪
异，不知他们究竟是如何跨越宿舍里那
些胡乱摆放的塑料盆子、东一只西一只
丢弃的鞋子、还在滴答滴答流水的衣服、
发了霉的饭盒、皱成一团的被子或者床
单。常常有辅导员去查勤的时候，会被头
顶飞下的橘子皮给砸个正着。90后的他
们，倒是跟老师毫不客气，吐一下舌头，
道一声“对不起”，而后又伸手递过来一
个橘子，算是安慰了老师头上的那点疼
痛。

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在舞台上婀娜
多姿的舞蹈专业的女孩，刚刚结束表演，
回到宿舍，一边推门，一边将鞋子踢到宿
舍里去。那鞋子在地板上哐当一下，发出
沉郁有力的响声，犹如她刚刚在台上天
鹅般经典的一跳。而及至一个小时后，她
跑去见楼下的小男友，则又是一副出水
芙蓉般的清纯与妩媚。敞开着的门里，我
看到宿舍靠窗的床上，是一场世界大战
之后的满地残骸。

我想起几年前的自己，大约也是这
样，有让人嫉妒的青葱容颜，也有让人叹
息的懒惰。宿舍和教室的卫生，远没有自
己的一张脸更为重要。一个痘痘引发的
心理波动，大约可以打翻海上的舟楫，而
那个走廊上的薯条废弃袋子，与自己又
有什么关系呢？反正，有勤工俭学的学
生，每天都要打扫的。

有一天拦住一个无声无息打扫卫生
的乡村来的女孩，问她，看到满地的纸屑
与灰尘，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女孩回答
我说，当然是那些经不起审视的假面，就
像《镜花缘》里的两面人，路人看到的是他
们假面上明亮的微笑，我看到的则是他们
背后晦暗干枯的真容。他们在公共的走廊
上每丢弃一点垃圾，脸上的枯朽就会增加
一分，但只有身后捡拾垃圾的我，才能窥
到他们一节一节黯淡下去的优雅。

那些月亮一样被人追捧仰望着的学
生们，大约从不会想到，他们随手丢弃的
一张纸片或者一块面包，在那人来人往
的楼梯上，映出的不是他们人前的满面
春风，而是身后一片祛除不掉的阴影。

这阴影在月亮下躲躲藏藏，终究会
在毕业后露出枯寂的真容。

（本文作者为80后人气作家，电影学
博士，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
剧系副教授）

【象牙塔内】

假面与真容
□安宁

何立伟

【名家侧影】

□祁白水 文/图

他呀，是一个留光头(时常也戴礼帽)，吸纸烟(有时
也吸烟斗)，随时拿了卡片相机在长沙的小巷子里走来
走去(当然，也经常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跑来跑去)，时
时怀了天真(偶尔也有些小小的世故同狡黠)，常常觉得
生活非常好玩，而他自己也非常好玩的六十岁的年轻
的老顽童。

何立伟自己说，我是一
个被兴趣的鞭子赶着朝前
走的人。他手中的鞭子，有
三条：文学、绘画、摄影。而
文学是一切兴趣的基础，其
他，说白了还是文学的延
伸。

当初，他与朋友们通信
时的随手涂鸦，被拿到报刊
上发表后，一下子激发了他
画漫画的兴趣，在台湾报纸
上开了专栏，大受欢迎，竟
然一开就是近十年。后来，
他出版的漫画书，竟然比他
的文学书还要多。

再后来，他又迷上了摄
影。2006年前后，他曾是作家
陈村主持的著名网上文艺沙
龙“小众菜园”的常客，而他
在此随时发表的各类摄影图
片，受到“菜农”的热捧，骤成
热帖，而陈村的随笔、朱新建
的水墨画、何立伟的摄影，在

“小众菜园”鼎足而三，是长
盛不衰的“菜园”胜景。小众
菜园，因此而在网络论坛上
一时风头无两。

他的摄影，与朱新建的
水墨画一样，是反技术的，
也不讲究用光和构图，纯是
漫不经心的一些即兴抓拍，
却比许多专业的摄影图片
要精彩得多，鲜活、生动，那
一种活色生香的生活的质
感扑面而来，你好像都能感
觉到他们心跳的声音和喘
息的气息，动人心弦。他也

从不用高端的摄影器材，手
里常拿的就是一只普通的
小卡片机，很随意地一路扫
过去，拍下的照片就好得不
得了。画面虽不完整，构图
也不讲究，但就是有一种说
不出来的味道。这正好应了
他那句关于摄影的名言：人
的大脑就是最好的设备。

我因是小众菜园的一
名“资深”（网名注册差不多
和论坛一样早）菜农，便由
此结识了何立伟先生。我现
在关于艺术审美的所有趣
味，就是由陈村、朱新建、何
立伟他们培养起来的，虽他
们未必肯承认，但我私心认
为我就是他们的超级铁杆
粉丝。这期间，何立伟还推
荐了我的许多作品到他朋
友宋元主持的《创作》上发
表。因倾倒于他的新书《大
号叫人民》，就模仿写了一
批短小说，他认真读后，还
写了精彩的评点复我：“白
水小兄，因今日应酬一天，
刚回。把两则笔记体小说读
完，感觉不错，都很生动，都
有生活质感。语言也好，精
炼，无废话，并且传神。中国
的笔记体小说传统极好，基
本是白描，要言不烦，传神
写照，讲究的是韵味。与西
方小说传统，大异其趣。我
以为如今传人不多，能自觉
从传统中汲取文学营养者
亦甚寥寥。读你的文字,让我

亲切。这方向很好，理应坚
持。不是守旧，而是从旧里
掘出新来，以表现当下的社
会存在。这副笔墨使好了，
谁都不怕。”后虽因各种原
因，这批小说的写作没能坚
持下来，当然是我定力不
够，但他在写作上知我、遇
我甚厚，令我感动难忘。

这两年，何立伟又迷上
了水墨画。他当然还是反专
业的“何氏玩法”，令人欣喜
的是，他的拥趸如前一样众
多。其实，他不过是换了一
支毛笔在画他的漫画而已，
随意不拘依旧，漫不经心依
旧，精彩依旧。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生活不要老是变来
变去，有时候不变的事物更
加迷人。变的只是绘画的形
式，不变的是他的童心和对
生活的无限兴趣。有些专业
画家可能对他的画的笔墨
技巧是不屑一顾、不以为然
的，但他们对画中表达出的
天 真 及 意 趣 却 是 自 愧 弗
如——— 是的，初上手画时，
何立伟对毛笔的笔性和水
墨画的语言的确还不能那
么轻松驾驭，但恰恰就是这
一种稚朴的生拙，把所有固
化成一身习气的专业画家
打败了。你的笔墨再好，也
只敢抄抄一些滥俗的古诗
而已，款与画还是两张皮。
你看何立伟的画上题的，都
是自家心法：

快乐漫过了自己的脚，
打湿了别人的鞋。／所谓作
家，就是在稿纸上呕吐不幸
的人。／半夜里听到泡菜坛
子咕咚一响，我明白我生命
的一部分又变成了酸菜了。
／读书为忘记瞌睡，而瞌睡
为忘记读书。／我看到自己
的影子穿行在别人的故乡，
我看到自己的脚在把别人
的幸福丈量。

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
的漫画界出了个丰子恺，之
后没多久，就出来个何立
伟。但我觉得近年来何立伟
的水墨漫画，无论是笔墨技
巧，还是文学意趣，均不输
丰子恺先生。真的。

你看，一说起何立伟来
就没完没了，实在是我太喜
欢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但
我们只是神交久矣，还没见
过面。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
子的人？他呀，是一个留光
头（时常也戴礼帽），吸纸烟

（有时也吸烟斗），随时拿了
卡片相机在长沙的小巷子
里走来走去（当然，也经常
在地球上的某个地方跑来
跑去），时时怀了天真（偶尔
也 有 些 小 小 的 世 故 同 狡
黠），常常觉得生活非常好
玩，而他自己也非常好玩的
六十岁的年轻的老顽童。

（本文作者本名祁新君，
山东沂源人，现居莒县，著有
随笔集《萍水生风》）

事业与仕途【人生随想】

□王佐良

做工作，到底是为事业，还是为仕途？这个问题，今天恐怕很多人都没有弄明
白，尤其是那些日夜梦想着飞黄腾达的人。

做工作，到底是为事业，
还是为仕途？这个问题，今天
恐怕很多人都没有弄明白，
尤其是那些日夜梦想着飞黄
腾达的人。

上初中的时候，班主任
老师是教政治的，对学生的
政治思想要求很严，因为我
是中队长，自然被老师盯得
特别紧，我的脑子里也被灌
满了政治。记得老师上课批
判“学而优则仕”，我不大理
解这句话的意思，但也要跟
着老师说，读书是为了成为
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
的劳动者，而不是为了做官
云云，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什
么叫做官。

后来下乡插队，又招工
进厂当工人，几经周折，我进
了一所师范大学的外语培训
中心负责外语考试。上世纪
九十年代，外语成绩是出国、
求职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来报名参加外语考试的人很
多很多，可外语不是想学就
能学好的，有的人连着考了
几年，成绩离合格就是差几
分。我也替考生着急，可我必
须一丝不苟，严格按章程办
事，这免不了就得罪人。有时
领导来电话，能不能给某某
加两分？我只能说，没办法，

上级有规定。我埋头在工作
中，从考生报名、数据录入、
准考证制作、考场安排、监考
培 训 、试卷 保 密 、考 场 检
查……一直到大堆的答卷整
理完毕上交，常常干得不知
道时间，顾不上喝一口水。我
没有时间叫苦叫累，心中只
有一个信念，不要出一点差
错！因为一点差错，可能就会
耽误一个考生的人生前程。
每次把考试材料邮寄出去，
按理可以稍稍喘口气，可我
的心反倒悬了起来，就怕上
级来电话，只要上级来电话，
不为别的，肯定是材料出了
毛病。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
一天，总支书记突然对我说，
要提拔我。咦——— 我有点发
愣，但领导说，这是工作需
要。哦，我明白了。两年后，提
拔我为副科级干事。好大的
一个职务啊！不过，工作一如
以往，仍然起早贪黑，累得眼
酸脖子痛，回到家已是精疲
力竭，还要做家务，还要翻
译，还要……记得很少有星
期六，偶尔星期六没有考试，
我在家，岳父看见了就会问，
怎么你今天没上班吗？在他
的眼里，我周末是很少休息
的。

又是十几年了，我仍然
是副科级干事。一天，新上任
的主任对我说，学校组织部
给了中心一个正科级名额，
准备提拔你。我扳着指头算
算，从我当副科级干事，整整
十三年过去了！当然，怨不得
人，因为这十三年里，我从未
去过组织部，连到校人事处
也是左思右想，万不得已才
去，而且，常常到了门口又犹
豫不决……更不用说到校
长、书记的办公室了。只有一
次，为了去德国做访问学者，
才到过校长办公室一次。到
师大已经十八年了，十八年，
提拔我为正科级，哈哈，我这
不也是“优则仕”了吗？十八
年，工作不能说有什么成绩，
虽然也受到上级表彰，但与
兄弟院校相比，差距还不小，
不过我已经努力了，一个人
能力有大小嘛。有一次，插队
时留下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复
发，躺在家里一动也不能动，
眼看着考试的日期一天天临
近，我撑起来，弓着腰，好不
容易到了学校，再爬上七楼
的办公室，打印、邮寄准考
证，排考场……有一段时间，
我双腿的膝盖不知道为什么
用不上劲、支撑不住身体，下
楼、下公交车，一不小心身体

就往下坠，但我还是天天上
班，双手抓着楼梯的扶手上
楼下楼，还和大家一起往楼
上搬运考试材料和教材，一
包二十多公斤……为了考
试，我几乎舍弃了一切。我辛
辛苦苦写的论文，投寄到杂
志，竟被主编窃为己有；到医
院看病，这个科把我推到那
个科，那个科又把我推回到
这个科……为了考试，我没
有时间和精力去跟他们理
论、去跟他们打官司……记
得罗斯福夫人曾经说过，为
了做好工作，你就要逆来顺
受。

我心里想，这可能都是
因为当年老师在课堂上教我
批判“学而优则仕”吧。我一
心想的是事业，而不是仕途，
尽管我为此付出的，今天很
多人已经无法相信，也无法
理解了。临退休前，分管副校
长在一次聚会上说，这几天
我们开会时还在议论，一个
人怎么能二十多年如一日，
默默无闻地把考试工作做得
这么好？这真值得思考。

好啦，退休了，还有一
点余热做做翻译，能为中外
文化交流贡献微薄之力，也
就心满意足了。

（本文作者为翻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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