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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世墨

一入10月，秋意渐浓。忽然接到李修文兄的电话，约我

参加一个朋友聚会。末了，他在电话里嘱咐我说：“刘醒

龙老师也要参加，你把你的书带一本来吧。”

伊斯坦布尔，位于土耳其，是一座跨越欧亚两洲的千年

古城。在帕慕克的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

的记忆》里，这个充满“呼愁”的古老帝国充满传奇，就像

《一千零一夜》里的城市，飘浮着神秘的异域气息。

龙葵之名

本版电邮
zhhbookworm_123@163.com

热与冷
身体发热，是正常温度之上的略为发烧，还不是高烧，
但至少比平时高出许多。这时的状态进入宣纸，那线
和墨是带着你走的，走到那儿，跟着线一路下去，时间
也被压扁、弯曲、折皱。一旦恢复正常体温，你就领着
线和墨走，一切都是经验、理性和秩序。当然，如果热
度上升到你的身体都要失控了，还是要清理过度的热
情的，不然，会回不来的。

/ 安东

芦苇，思想
/ 唐宝民

1.《态度》 吴军 著
2.《绘色》 葛亮 著
3.《创新时代》 盖玉云 著
4.《中美贸易摩擦：怎么看 怎么办》

人民日报海外版 著
5.《四维人类》

（英）劳伦斯·斯科特 著
6.《如何想到又做到：带来持久改变
的7种武器》 （美）肖恩·扬 著
7.《科学简史：伟大科学家的故事》

（英）尼古拉·查尔顿
梅瑞迪斯·麦克阿德 著

8.《偷书贼》（澳）马库斯·苏萨克 著
9.《写给恋爱的你》 乐嘉 著
10.《我们最好的十年》 苑子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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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小鹿
伊斯坦布尔的猫

/ 任崇喜

下班后，我匆匆忙忙往家赶。
翻出我的《湖畔书语》，签好名，钤上
印。又找出收藏的刘醒龙先生的
书，背了一大包，就往聚会地点奔。
武汉的路是真堵，出租车时开时停，
李修文兄两次打电话问我方位。紧
赶慢赶，还是迟到了。

房间里已坐着七八位朋友。李
修文兄把我引到主座前，向我介绍：

“这是刘醒龙老师。”刘醒龙先生戴
一副黑框眼镜，身着淡蓝色条纹衬
衣，下穿黑色长裤，头发修得短而整
齐，显得十分儒雅和精神。我连忙
伸出手去，刘醒龙先生也起身与我
握手。

落座后，李修文兄向刘醒龙先
生介绍我：“他也喜欢写文章的。”刘
醒龙先生似乎有些意外：“噢？你写
些什么呢？”我很惭愧地回答：“散
文、书话一类，业余爱好，随便写

写。”李修文兄鼓励我说：“你把你的
书拿出来嘛。”我赶紧从包里翻出准
备好的书，递到刘醒龙先生手上。

刘醒龙先生接过书，慢慢翻
着，目录看得尤其细致，似乎是想
弄明白我到底写什么。我告诉他：

“书里面还写到了您。”他一下来了
兴趣：“真的吗？”我帮他翻到《我的
签名本》一文，里面写到1994年我
逛全国书市时请他签名的往事，那
是我的第一个签名本。他细细地
看了，似乎勾起不少回忆，对大家
说：“那届全国书市是在老的武汉
展览馆举办的，铁凝等许多作家都
参加了。”

我又从包里翻出当年刘醒龙先
生签给我的《秋风醉了》——那是长
江文艺出版社“跨世纪文丛”第三辑
中的一本。一见熟悉的书，他连忙
接了过去，摩挲着白色的封面和发
黄的纸页，仿佛老友重逢。他说：

“跨世纪文丛当时是很有影响的，后
来又出了很多辑，成了长江文艺出
版社的一个品牌。”我点头认同：“是
的，文丛中的书我收藏了不少。”

刘醒龙先生翻开书，看着扉页

上自己的签名，仔细端详，得意地
说：“我当时的字写得还可以嘛。”大
家都笑了。不一会，他又把目光停
留在1994年10月8日这个落款日
期上，似乎发现了什么，说：“真巧，
这个日子距今天差不多整整24年
啊。”我说：“是啊，当时我还在读大
学。”他紧接着说：“我当时也才38
岁，刚调进武汉。”

说完，不知是什么触动了刘醒
龙先生，他从口袋里掏出钢笔，就在
他24年前签名的下面，唰唰唰又写
下几行字：“一晃二十四年，再见年
世墨，已称先生。岁月老去，文学还
很年轻！”

多么诗意的句子！我怎么也没
想到刘醒龙先生会在这本24年前
的签名本上再次签名。

24 年，每个人都发生了大变
化。刘醒龙先生从崭露头角的文坛
新星成长为获得鲁迅文学奖、茅盾
文学奖的著名作家，写出了《天行
者》《圣天门口》等很有影响力的作
品。岁月当然在他身上留下了痕
迹，但正如他题词所言：文学不老，
热爱文学的人不老！

身体的病和画面上的病不是
一回事，没有问题的身体与没有问
题的艺术同样不是一回事。身体
处于特别健康有力的状态，带入画
面就是正常、适度，往往不会造成
奇迹和反常的魅力。艺术一旦处
在合理的状态，就说明你的身体太
好，太用力。这是需要警惕的，你
是不是还跟艺术在一起？还是你

跟你身体讲和了？
艺术的不平衡，莫名、其妙，当

然也不全有赖于艺术家的身体是
否安妥。身体就是身体，艺术就是
艺术，艺术家就是艺术家，它们当
是各安其命各自独立的。今天非
要把它们扯到一块，也是一种莫须
有的幻觉吧？我很担心真的幻境，
其实是要经过清理和冷却的，它既
不是幻觉也非现实实象，只是幻与
实之间的黑洞，你在黑洞中间穿
过，艺术时间也就在在了。

花非花，人非人，云非云。花
是花，人是人，云还是那朵云。只
是这似有似无间在相互转化、挪
动、叠加。最后在一划间往复，物
的边界和人的界限常常被这一刻
贯穿、连接、滋生、蔓延。这个似曾
相识的陌生其实绝不是抽象。在
似与不似间所发生的当代艺术所
指和维度，远不是理智清醒与高烧
过后可以涵盖的。

翻过《黄帝内经》，上面说：冬
天和夏天都应该顺应时节来吃东
西，也就是天冷就多接近冷，天热
也就吃热喝热的。还听说市面上
有一本普及读物《热与冷》，是一个
英国人写的，而中国小学生四年级
已在上这种属于深度物理的科学
课了。要不要补补课？了解得过
于清晰，幻与实之间的黑洞，是不
是就穿不过去了？

罢了。冷和热，顺其自然吧。

读书的目的，是在寻找一种
信仰的认同，在普遍世俗化的当
下，人们更渴望在仰望夜空时发
现一道照破黑暗的光芒。《帕斯
卡尔思想录》就是这样一道光
芒，虽然笼罩着悲观主义的不可
知论。

帕斯卡尔的悲观主义色彩体
现在对生命的认知上，他把人的
状况阐述为“变化无常，无聊，不
安”。关于无聊，他进一步解释
道：“对于一个人最不堪忍受的事
莫过于处于完全的安息，没有激
情，无所事事，也无所用心……从
他灵魂的深处马上就会出现无
聊、阴沉、悲哀、忧伤、烦恼、绝
望。”帕斯卡尔这种观点，与叔本
华有着极为相似之处。叔本华这
样看待人生：“人永远受着欲望的
奴役，欲望得不到满足就痛苦，欲
望得到满足就会无聊，人永远在
这二者之间摇摆。”

读《帕斯卡尔思想录》，最大
的收获就是：人最可宝贵的精神
财富，就是人的思想。在帕斯卡
尔看来，是“思想成就了人的伟
大”：“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手、
没有脚、没有头。然而，我不能想
象人没有思想：那就成了一块顽
石或者一头畜生了。”“人类有别
于其他事物的伟大之处，就是人
拥有着一颗会思想的头脑，拥有
任何监禁、失败、穷困都不能侵蚀
的精神尊严。”

帕斯卡承认人是脆弱的，他
把人比作一棵可怜的芦苇，但因
为有了思想，所以即使是一棵芦
苇，也能表现出生命力的顽强：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
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
想的苇草。用不着整个宇宙都拿
起武器来才能毁灭他；一口气、一
滴水就足以致他死命了。然而，
纵使宇宙毁灭了他，人却仍然要
比致他死命的东西高贵得多；因
为他知道自己要死亡，以及宇宙
对他所具有的优势。而宇宙对此
却是一无所知。”

1662年8月19日，饱受疾病
折磨的帕斯卡尔与世长辞。《帕斯
卡尔思想录》与《蒙田随笔集》《培
根论人生》一起被誉为欧洲近代
哲理散文三大经典，成为人因思
想而伟大的一个明证。

无法不被它吸引，想更多了解
它。所以，当纪录片《爱猫之城》
（又名《伊斯坦布尔的猫》）公映，我
为伊斯坦布尔买了一张票。事实
上，我不养猫，也非猫控。我只是
好奇，为什么猫会成为伊斯坦布尔
的一个文化象征？

跟随镜头，看到了伊斯坦布尔
成片的红屋顶，白鸥蹁跹掠过。大
街上、屋顶上、废墟里、菜场里……
四处可见猫的身影。这些猫没有
固定的主人，它们不是家猫，但也
不能说是流浪猫，因为伊斯坦布尔
人太爱猫了，对待每一只无家可归
的猫，都怀有无限温情。

许多伊斯坦布尔人都能说出
他们与猫之间的故事——

患了心理病的小姐姐喜欢抚
摸猫，她认为这是与猫交流的最好
方式。她喂养猫，猫也来陪伴她，
治愈她的孤独。

一位老太太，每天早晨会带着
几包炒熟了的猫食，穿街走巷。最
多的时候，她喂养了60多只猫，

“当猫在你脚边喵喵叫，抬头看你
时，就像是生命在对你微笑。”

一位大叔，在后院为死去的猫
咪备了个墓地，用树枝做成十字
架，举办盛大的葬礼。他说，每当
自己作画时，猫咪就睡在脚边，恰
似亲人温柔的安慰……

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可以看到
一些水杯，水杯后面的墙壁上贴着
告示：“这些杯子是为猫猫狗狗准
备的，请不要动这些杯子。”是的，
悉心照料每一只游荡的猫，伊斯坦
布尔人是自发的。

正因为这样，伊斯坦布尔的猫
仿佛生活在天堂里。它们无拘无
束地踱到海边，在黄昏的夕阳里，
望着波光粼粼的海水或者船只，发
会儿呆；高兴起来，就到菜场里，找
一处隐蔽的地方，和小伙伴们肆意
追逐、玩耍一番。甚至，它们还无
惧无畏地在集市的摊铺上跳来跳
去，或者钻到桌子下面窜来窜去。
有时候，它们还跑到人群拥挤的地
下铁，深沉地注视着匆匆往来的伊
斯坦布尔人——简直就和人类一
样自由自在。

的确，伊斯坦布尔人是把猫当
作人来看待的。他们认为猫和人
类一样，都有自己的个性。有些猫
喜欢被宠，喜欢倾诉，有些却很谨
慎，什么都不会说。有些猫自大，
有些有野心。他们喂养猫，猫也陪
伴人，在精神层面上，人和猫互为
依靠，没有贵贱。

事实上，猫在伊斯坦布尔已经
生活了千年，它们见证了这座帝国
的崛起和陨落，它们和伊斯坦布尔
人一起，和谐相处，成为这座城市
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很喜欢纪录片中的一段话：
“懂得生活，生活便是美好的。敞
开心扉，就能去爱。如果你充满爱
意地看待一切，万物皆美。如果你
能享受猫、鸟、鲜花的存在，只能
说，你将拥有整个世界。”

很长一段时间，对龙葵名字
的由来，我一直想不明白。

春夏，龙葵常常隐身草丛，外
形有些像茄子秧，有绿中透紫的
茎，高矮和黄豆棵儿很像。秋日
里，不时会遇见草丛里的龙葵开
花，多在早晨。花儿很小，白花黄
蕊，花瓣向后反折，像黄嘴鸟在
飞，让人想起林奈花钟。

花朵这么小，开得这么早，
为人们所忽视，很自然。能一眼
识出，是因为它的果实。立秋刚
过，龙葵果就显风采。浆果初时
绿色青萌，过些时段会变红，待
到黑紫发亮时就成熟了，一嘟噜
一嘟噜的，黄豆粒般大小，挂满
叶腋。

秋日衰草连天，草丛里突
然出现这些黑紫色浆果，仿佛
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你看，没
来由的就有一种欣喜，上前一
把捋下来放进嘴里，酸甜的味
道溢满口腔。

龙葵的一生，李时珍如此记
载：“四月生苗，嫩时可食，柔滑。
渐高二三尺，茎大如箸，似灯笼草
而无毛，叶似茄叶而小。五月以
后，开小白花，五出黄蕊。结子正
圆，大如五味子，上有小蒂，数颗
同缀，其味酸。中有细子，亦如茄
子之子。”

在《呼兰河传》里，萧红说：
“蒿草里长着一丛一丛的天星星，
好像山葡萄似的，是很好吃的。
我在蒿草里边搜索着吃，吃困了，
就睡在天星星秧子的旁边了。”天
星星，是龙葵别名之一，其他别名
还有天茄子、黑姑娘、野海椒、野
葡萄等二十几种。

带茄字，或许是因为龙葵的
形状和果实似茄子。黑姑娘、野
葡萄、黑幽幽儿、黑甜甜等名字，
也是因为它的果实。耳坠菜，是
因为那浆果呈伞状，有序下垂，好
像玉耳坠。

叫它老鸦眼睛草的，是宋代
的苏颂：“老鸦眼睛草生江、湖间，
叶如茄子叶，故名天茄子。”《本草
纲目》也说：“天泡、老鸦眼睛皆以
子形名也。与酸浆相类，故加老
鸦以别之。”

在《本草图经》里，苏颂提到
龙葵：“龙葵，旧云所在有之，今近
处亦稀，惟北方有之，北人谓之苦
葵。”

葵是什么？《说文解字》释为
“菜”。苏恭在《唐本草》里称其苦
菜，列入菜部，说其只能煮着吃。
这样的食用方法，与秋葵有异。
秋葵果荚脆嫩多汁，滑润不腻，香
味独特，可凉拌、热炒、油炸、炖
食，也可做色拉、汤菜等。

南北朝时，《颜氏家训》说：
“江南别有苦菜，叶似酸浆，其花
或紫或白，子大如珠，熟时或赤或
黑，此菜可以释劳。”并说“今河北
谓之龙葵”。从这里看，龙葵应是
河北人的叫法。

李时珍说“龙葵，言其性滑如
葵也”。他又说：“龙葵、龙珠，一
类二种也，皆处处有之……生青
熟黑者为龙葵；生青熟赤者为龙
珠，功用亦相仿佛，不甚辽远。”这
样来看，龙葵之名，倒是因为龙珠
果而得名，它的全称应为“龙珠
葵”，只不过被人们简化了。

《星光》是一部厚重的人物
专题作品集，也是一本怀人纪事
的散文集。作者陈思和，复旦大
学教授，当代最富有人文情怀和
探索激情的学者之一。书中所
写人物，诸如巴金、贾植芳、章培
恒等，皆是曾给予作者深刻影响
的文坛学界前辈以及同代作家
学者。

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皆葆有
一种高贵的品质，这种品质是任
何苦难、折磨、误解，甚至疾病和
死神都遮蔽不了的，就像夜空中
熠熠闪亮的星。譬如范伯群先
生，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爱憎分
明，毫不苟且。再如章培恒先生，
自始至终在工作中贯穿一种理想
主义精神之光，为复旦中文学科
奠定了发展的基石……

荀子有言，君子隆师而亲
友。统观全书，不难看出，作者对
老师贾植芳先生的情感最深挚，
对先生的教诲也最难忘。首辑作
品中，除两篇写巴老的文字外，作
者不惜笔墨，用近70页温润从容
的文字，用心描摹贾先生。

作者直赞贾植芳先生给学生
留下珍贵的精神财富，尽管贾先
生从17岁开始就命运多舛。贾
先生坦言：“生而为人，又是个知
书识礼的知识分子，毕生的责任
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
得端正些”。而这，在作者看来，
却“比做个清清白白的人，更加坚
强和不容易。因为清清白白，可
以从消极的立场上去拒绝和抵制
社会上的污浊；而坦坦荡荡的人
是无所畏惧的，就是一脚踏进了
污泥浊水，他还是能够坦坦荡荡，
哪怕他坐在监狱里，受千百人的
唾骂、侮辱、迫害，他仍然是个仰
俯无愧的人”。

掩卷，抬头，夜色温柔，星光点
点——巴金先生、贾植芳先生、陈
映真先生……在天空，在脑海，
在心间，光芒耀目，辉映成一
片。他们，是永恒的星辰，永不
会暗淡；他们，照亮了这个时代，
也必将照亮下一个时代、再下一
个时代……

/ 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