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11美文·心经2016年3月14日 星期一 编辑：高倩倩 美编：石岩 组版：马秀霞今 日 山 航 <<<<

生生命命的的长长度度与与宽宽度度

□智效民

前不久参加某杂志社举办的新春
联谊会,意外地收到周有光先生的两份
礼物 :一个是制作精美的瓷碗 ,上面有

“长寿”二字和他的亲笔签名；另一个
是他的新书 ,《岁岁年年有光——— 周有
光谈话集》。如果说长寿碗寄托了老人
的美好祝愿,那么这本新书则让我看到
他的长寿秘诀。

早在2008年迁居北京以后,好友就
带我拜访过103岁高龄的周有光先生。
当时我们乘地铁五号线从王府井附近

的东四站上来,转了好几个弯,才到达后
拐棒胡同周老的住处。这是一座老旧
的居民楼,进去一看,房屋之狭小、陈设
之简陋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寒暄之后 ,我看到老人笑容可掬、
红光满面,话说时手里拿着一块白手帕,

不时地掩口大笑。常言道:笑一笑,十年
少。所以我认为 ,乐观开朗是老人长寿
的第一个原因。

与此同时,我发现在不足十平米的
客厅里,只有一只破旧的沙发和一张小
书桌,书桌上放着一台英文打字机似的
东西。老人告诉我们 :这台中英文打字
机,是上世纪80年代日本一家公司送给
他的。这机子虽然比286电脑还要老旧,

但是因为处理中文和英文都特别方便,

所以他一直使用这台机器写作。令人
惊讶的是,三十年来老人就是用这台机
器写了数不清的文章 ,出了几十本著
作。这个事实,堪称文化奇迹。

读罢《岁岁年年有光》,我才知道自
从爱妻张允和去世以后,周老就把有价
值的家当都给了孙女。为此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我比她大四岁,她去世
了,我想我自己也快了,所以把家里什么
有价值的东西都给我的孙女拿走了。
但是我想不到自己能活到现在。所以
人家说我年纪大了,活一天少一天,我说
完全不对,我是活一天多一天。”由此可
见,豁达通透的人生参悟,是他长寿的第
二个原因。

张允和先生是2002年逝世的。在此
之前,因为她出了好几本书,各路媒体对
她进行了大量的采访报道。为此她对
丈夫开玩笑地说 :“我比你还有光。”从
照片上可以看出,她喜欢穿中式大襟上
衣,再用花色的线绳与花白的头发编成
一条大辫盘在头上,浑身透露出一种典
雅大方的“民国范儿”。据说张先生在
世时,二人在每天上午十点左右,都要喝
杯咖啡或红茶,并且举起杯相互致意,用
周老的话来说 ,这叫“举杯齐眉”。所以
我认为和睦幸福的家庭生活,是他长寿
的第三个原因。

说到这段姻缘,还有一件有趣的事
儿。二人是1933年4月30日结婚的,按照
旧的风俗,这一天叫“尽头日”,特别不吉
利。为此 ,周家保姆偷偷地拿上他们的
生辰八字找人算命,没想到算命先生说:

“这两个人啊,都活不过35岁。”但是,周
有光偏偏不信这个邪,他认为旧的尽头
正是新的开始,结果妻子活了93岁,他已
经度过111岁的生日。这是不是说明相
信科学、绝不迷信 ,是周老长寿的第四
个原因呢?

我始终认为,生命是既有长度又有宽
度的:长度是指人的寿数,宽度是指生活
质量及其贡献。年过百岁的周有光虽然
身居陋室,却仍然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

不断地表达了忧国忧民的赤子心怀。这
就把生命的长度和宽度,都发挥到极致。

(本文作者为文史学者)

□陈伟

国家出台新政策,提倡要建开放小区。不
得不说,这是一大惠民良政。这一政策,背后是
一种开放精神。拆墙的时代来临了!

传统中国是一个小农社会 ,个人承包一
块,自己顾自己,古代儿童启蒙读物都宣扬“各
人自扫门前雪 ,莫管他人瓦上霜”。近代革命
志士仁人多慨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就是只
管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山头主义,小集团主义,

缺乏对全局的关怀、对国家的关心,民不知有
国,一盘散沙。

改革开放以来 ,尽管中国社会发生巨大
变化 ,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但根深蒂固
的小农意识仍然渗透到21世纪国人生活的方
方面面。改革开放前全能主义社会中的“单位
制”,不过是一个现代科技包装起来的小农空
间,其特点是自给自足,功能齐全,以自我为中
心。以这种单位为基础,全国形成类似蜂窝的
结构 ,结果是大型的合作秩序发展不起来 ,各
种资源与信息不能很好地流通 ,整个社会的
信任程度也极其低下。一个大学,一个工厂,一
个机关,都靠围墙圈出一块地,在那里经营。

例如 ,围墙中的大学 ,早就引起国内教育
专家和有识之士的批评。然而,各个大学的围
墙还是一道道建得固若金汤 ,就差跟紫禁城
的红墙相媲美了。北京大学的西面和北面的
围墙 ,是由巨石垒成的 ,估计铁炮来了也只能
轰一个豁口。北大进门要登记,繁琐不堪,外校
人员蹭课蹭饭,皆不可能；慕名想入北大朝圣
而没有带证件的人,到了北大门口,躲躲闪闪,

形如做贼。北大东门更有一些“黄牛”——— 多
为北大校内家属 ,忽悠外地游客 ,做起带客入
校的黑生意,一次五十一百,赚钱轻松愉快。本
人作为校友,幸有一张校友卡,可以自由出入。
尽管如此 ,有一次还是十分晦气 ,一个保安硬
说我的卡是假的 ,我说我是去里面参加学生
论文答辩 ,是人大老师、北大校友 ,他说 :我不
信。真是气死人了!

一个政策制定,需要有依据。看看过去几
十年北大一直有校外人蹭课蹭饭蹭教室 ,但
北大就大乱了吗?教学秩序就被破坏了吗?非
也。我们看很多名人回忆,常提到游走在北大
里面蹭课 ,获得灵感和启迪 ,这不也是为国家
培养人才吗?至于禁止旅游团参观,只需立个
警示牌子就可以了,何必搞个实名登记?实际
上,旅游团登记后,还是可以进校参观。真不知
道北大是如何论证这个“公共政策”的?北大
政府管理学院 ,围墙的“门虽设而常锁”,从东
面进去 ,要往北绕到北大校医院 ,经过两道栅
栏 ,每道皆有保安 ,然后才能靠近政府管理学
院大楼。真不知北大凭这样落后、原始的理
念,如何做好“政府管理”?

如今 ,顺着“开放社区”良政的东风 ,我想
北大的大门是否应该变得开放些了呢?当然,

那些围墙能推倒,估计还要等三百年。
围墙虽然用料不多 ,但对空间的区别 ,对

交流的阻碍,是起了极大的作用的。它加剧了
每个人各守一摊的意识。所谓的安全功能,其
实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没有翻墙的本领,还
去做小偷?我近年居住的双榆树小区,最大的
感受就是变得越来越封闭。不仅小区用高高
的铁栅栏围起来 ,各个楼之间也围了起来 ,大
门还要上锁 ,所以租户搬个家 ,搬家公司的车
就进不去 ,只有老牌房东才拥有那个围墙大
门的钥匙。从前年开始,我们的楼装了门禁,一
个二十多年的老楼 ,突然赶起时髦来了 ,难道
现在的贼比过去更多了吗?如果是这样,国家
宣传的文明进步体现在哪里呢?

从去年开始 ,楼下的街道两边也立起了
白色铁栏杆,而且都是很高、人跨不过去的那
种,到街道对面去,都要绕到某个口子处。市民
不满意这种围栏 ,私自拆了好几个便于出行
的口子。估计负责建围栏的官员又借机大捞
了一笔。可叹无数市民在这些栏杆规定的路
线中买菜出行 ,如同养殖场为了防止动物乱
跑而给动物设定的狭窄通道一样。

如今 ,国家有了这样的政策 ,实在是如中
学课本所言,“顺应历史潮流,符合广大人民的
利益,代表了历史发展的方向”,是一件惠民的
大好事。

“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城市是人类文
明的集中体现,现代文明是城市文明。城市的
自由,正在于各种方便。然而,以传统国人心态,

城市不过是一个现代的村落,不是吗?有的小
区干脆就叫“某某新村”,“人在城市 ,心是农
人”,如韦伯所言,城市对传统中国人来说,永远
是“异乡”。在21世纪,这种状况是该改变了!围
墙文化 ,也该画个句号了。童年的歌谣《让我
们荡起双桨》中,“四面环绕着绿树红墙”,这样
的图景一去不复返 !公园要开放 ,歌词以后得
改为“四面环绕着绿树红花”。

(本文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
授)

碎碎念

拆墙与城市文明

名家言

等等待待是是一一种种文文化化
□张重光

要不是女儿自作主张为我和妻子
办妥了跟团去美国旅游的一切手续,我
这辈子大概很难下决心平均一个人花
两三万块钱去美国作十多天的走马观
花游的。那基本上就是,乘车,屁颠屁颠
两三个小时,下车,上洗手间；然后屁颠
屁颠两三个小时 ,拍照；再屁颠屁颠两
三个小时 ,吃饭；接着再上车 ,屁颠屁
颠……如果说有一种扛着背囊的旅游
者叫背包族,那么我们这群整天坐车里
的游客就只能叫“屁颠族”了。我们从
纽约到华盛顿,再到布法罗,然后从芝加
哥到盐湖城,再到黄石公园,接着到拉斯
韦加斯 ,最后到洛杉矶 ,一路日夜兼程 ,

风尘仆仆,终于一屁股将美国从东到西
贯穿了一遍。要不是还保存着旅行社
的那张旅程表,脑子里已经一桶浆糊,都
搞不清照片上的背景是哪儿哪儿了。

然而,还是值得。
无论是沸反盈天、犹如千军万马

从天而降的尼亚拉加大瀑布,还是被硫
磺泉熏染成图案斑斓的黄石公园大棱
镜湖；无论爬满青藤的普林斯顿大学 ,

还是金碧辉煌、极尽奢华的拉斯韦加
斯赌城；天上地下,人文娱乐,都称得极
品,开了眼界。

其次是一些中途停留或过夜的城
市,比如水牛城、费城、盐湖城,还有那个
杰克森小镇。曾经耳闻,如今目睹,百闻
不如一见,惊艳了,没想到城市原来是可
以这样美的。尽管那些建筑风格迥异 ,

透着浓郁的文艺复兴或中世纪时期的
古典情怀,但她们谈不上豪华,也并不摩
登,没有值得炫耀的高楼,也未见有亭台
楼阁、回廊水榭的风雅点缀；尤其一些
住宅小区,除了一栋栋普普通通的住宅,

剩下的也许就只有蓝天白云、洁净的
街道与绿色的草坪了。然而 ,它们已足
以令我欣喜 ,沉醉其间。别墅的结构大
多简洁而拙朴 ,倒是家家户户的门头、
窗棂、壁挂,都有点花俏,却是个性十足,

雕蝙蝠的、挂牛头的、垂鹿角的,更多的
人家廊前悬吊着成对的花篮,花团锦簇,

摇曳多姿；还常见街角、路边,或树丛间
矗立的塑像 :一头憨厚的黑熊、一尊身
披青藤的雄鹿,或是一只画着印第安人
彩绘的水牛……无不传递着人与动物
和谐相处的信息。据说 ,还真常有麋鹿
和水牛出没 ,悄悄地来 ,悄悄地走 ,不带
走一声呵斥。

这样的日子,不说有多么精致,优雅
却是肯定的。慢条斯理,不急不躁,把每
一天都过得有滋有味。

其实 ,这样的优雅随处可见。有人
称“优雅是不会褪色的美”,因为它原本
就不是漂浮水面的油花,而是融化在一
个人的血液里。

作为“屁颠族”,这回看得最多的自
然就是车窗外的风景了。除了一望无
际的不见土壤裸露的草坪,还有无数奔
跑在高速路上的车,无论大车小车,载人
还是运货,一个个中规中矩,各行其道；
看不到有人抢道超行,更听不到身后催
促的喇叭；每到丁字路口 ,不管有车没
车 ,有人没人 ,必先停车 ,留够时间 ,然后
启动。即便交会的对方比自己晚到 ,也
尽量礼让。如此优雅,从容不迫,常叫我
心里嘀咕:他们难道就没有“时间紧,任
务重”这一说吗?如果他们来我们中国
开车,不是很惨吗?寸步难行了。

优雅的人 ,好像天生就是慢性子。
平时无论行走还是乘电梯,或是到餐厅
入座,但凡遇到可以“先下手为强”的机
会 ,他们必定选择放弃 ,说声“请”,而绝
不会“机不可失”,捷足先登。

由此我相信,国人出国,一般不会吃
亏,总能领先一步,占得先机。

不过,这回游美的十几天行程中,还
真没见国人与西人遭遇时有过什么

“抢占先机”的举止；相反 ,国人都很节
制,还经常伸出手示意对方“先请”,并说
一声“P1ease”。

附带说一句,我本来最担心的国人
随地吐痰的陋习似乎也都戒了,至少在
我这一路上未曾看见,最多只是在集体
上厕所时听到不少人在抓紧时间清理
喉管。为此我如释重负,并深感欣慰。我
甚至想,与国际接轨原来也不是件太难

的事,大不了把国人都轮训似的组织一
趟“接轨之旅”,哪怕只是“屁颠游”,也划
得来 ,毕竟可以重塑一个人 ,粗鲁变优
雅,我们的社会自然就风清弊绝了。

当我还在为自己的这个设想沾沾
自喜的时候,却传来中国游客在洛杉矶
为抢座位大打出手的新闻,连警察也出
动了。一位华人导游悲怆地告诉我们 ,

在一些需要乘坐巴士的景区,比如科罗
拉多大峡谷,中国游客多,抢座位的事屡
见不鲜。

很快我也发现,只要国人在一起,看
到对方也是黄皮肤,大家便省却了很多

“繁文缛节”,一个个故态复萌 ,什么
“请”,“P1ease”,统统派不上用场了,底线
大概就是尽量不惊动美国警察。就曾
在一家自助餐馆,见一对青年情侣,占好
位子,然后就猴急地抢拿热门菜,终于吃
撑了,结果走的时候竟留下许多原封不
动的鱼、虾、牛排和整整一盘西瓜,看得
我想骂娘。

原以为到达文明的彼岸不是太难
的一件事 ,不就是学会忍一忍吗?忍就
意味着等待 ,等待一小步 ,文明一大步 ,

何乐而不忍?

然而事实证明强忍不等于等待,能
忍一时的人 ,不等于就是乐于等待的
人。等待是一种文化 ,骨子里浸润着优
雅与高贵；而强忍的人 ,动不动就会面
目全非、原形毕露。

书法家林散之说“字有百病 ,唯俗
难医”,人也一样,最难治愈的也就是一
个字:“俗”。

(转自《文汇报》,本文作者为著名
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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