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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州风物王凯

◇一地鸡毛

◇闲话文人

王国华

汪秀红

1995年9月8日中午，张爱玲的朋友
兼遗嘱执行人林式同刚刚回到洛杉矶家
中，便接到张爱玲房东女儿的电话：“你是
我知道的惟一认识张爱玲的人，所以我打
电话给你，我想她已经去世了。”林式同大
吃一惊：“这不可能，不久前我才和她通过
电话。”房东女儿说：“我们几天没见过她，
也没听见过她房间有任何声响，估计她已
经不行了。刚才我已通知了警察，他们马
上到。”言之凿凿，再无可疑，林式同放下电
话正准备赶过去，电话铃声再次响起，他忙
抓起电话，对方说：“我们是洛杉矶警局，您
是林先生吗？张女士已经去世，我们正在
这儿调查。”

林式同来到罗契斯特街张爱玲公寓，只
见警察和房东正在房间里忙碌，据法医检
验，张爱玲大约死于六七天前，也就是9月1
日或2日，死因是心血管疾病。林式同上前
告知了自己的身份，警察允许他进入张爱玲
的房间。张爱玲生前从不请他人进她的家，
对林式同也不例外，这是林式同第一次也是
最后一次走进了张爱玲的私人空间。

这是一个安详的世界，日光灯还亮着，
张爱玲躺在房间里惟一的一张靠墙的行军
床上，头发修剪得很短，手脚自然平放着，神
态安详，头朝着门，脸向外，眼和嘴都闭着。
她身穿旗袍——她平生最爱的旗袍，身下垫
着的是一张灰蓝色的毯子，身上没有盖任何
东西，身体出奇地瘦。从室内的情况看，张
爱玲临终前头脑非常清醒，甚至还有条不紊
地整理好了各种证件和信件，装进一只手提
包放在门边易被发现的显眼处。

张爱玲的家极为简单，简直可以用“家
徒四壁”来形容，白色的墙壁空空的，没有悬
挂任何饰品。靠窗是一沓纸盒，这就是张爱
玲的“写字台”，《对照记》、《小团圆》就是在
这些纸盒上诞生的。床前的地上放着电视
机，她喜欢依在床上看电视，靠看电视来忘
记病痛甚至催眠。地板上摆着许多纸袋，里
面放着衣服和杂物，房间里没有箱子，她嫌
搬家时麻烦。逼仄的浴室里有些凌乱，没有
毛巾，到处是扔掉的纸巾，大概最后她连拧
毛巾的气力都没有了，所以才用了这么多的
纸巾，拖鞋是那种沐浴用的橡胶拖鞋，用脏
了就扔，还有几大包新的没开过封。厨房里
也大都是一次性的纸碗和塑料刀叉，随用随
扔，所有的金属餐具都是新的，好像从没用
过，只有咖啡壶是常用的。

据林式同介绍，张爱玲晚年如隐居者
一般隐没在美国洛杉矶的公寓中，对于性
情孤僻的张爱玲来说，公寓是最理想的避
世之所，就像她在《公寓生活记趣》中写的
那样：“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
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
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
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
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
前换衣服也不妨事。”据说从1984年8月

琼州有玉很美丽
这些日子，在朋友的影响下，迷上了石

头，是成玉的那种。于是，一有空，便戴顶草
帽，穿双拖鞋之类的，不畏辛劳，与朋友们一
道爬山涉水，寻找玉石去。

早就知道吉林、辽宁、甘肃、新疆、云南
的一些地方都产玉，这些地方的玉很好，许
多人都很喜欢。特别是新疆和田的羊脂玉，
玉质不但滑润通亮，而且文化底蕴很深厚，
连历朝历代的皇帝们都对它垂涎三尺。海
南也有玉的说法我最近才关注，清人屈大均
在《广东新语》中就有海南玉石发现的记
载。古人也称“玉”为“琼”，“琼山”这地名是
因古代是采玉的地方而得名的，海南的别称

“琼州”也是如此。
与琼山一样，海南的其他地方也散落有

美丽的玉石，不过少有人知晓罢了。玩石玩
得很疯狂已达到专家级那类的一位朋友说，
海南的玉石大都镶嵌在一些岩石里，经过几
千几万年，岩石风化，河水冲刷，硬度很高的
那些石块脱落而出，就成了玉石。这位朋友
说，海南的玉石属黄龙玉的那种，分布不怎么
集中，东一块西一块的散落在南渡江、珠碧
江、万泉河、石碌河等一些河段，找起来很费
劲、很困难。

朋友当中，不乏玩石玩的境界和花样
达到炉火纯青的。他们不仅酷爱那种奇形
怪状的黄蜡石，而且对那些小至拇指头大
至人头的黄龙玉更情有独钟。他们下河
沟，上山坡找石头时，眼力鹰眼似的利，十
来步开外就能识别猎物，辨出石头以及玉
石的优劣。

我第一次去找玉石是朋友们鼓动的。那
天，没有任何准备，大家集中吃完早餐后，说
去就去，去的是白沙境内珠碧江河段。下车
后，朋友们散开，有的捏起裤脚，蹲到河里东
寻西找。有的在河床边走边察，那眼神似乎
在提醒自己不能漏掉每块玉石。有的却跑到
了采沙口，守着那轰轰的抽沙机器，看是否能
幸运地等出一两块好石。一片茫然的我在一
位朋友的几句简单的培训后，看着一堆堆石
头，不知如何下手，不懂如何辨别，拾了一个
又丢了一个，最后还是两手空空，无功而返。
看到朋友们捡到玉石那得意的神态很是羡
慕。

之后的每个周末，一有空就屁颠屁颠的
跟在朋友们之后去找玉石，两三回后才算入
门，懂得怎样的石头才能捡。四五回后才算
开始识货，懂辨优劣。而今，回味起来，找玉
石也挺有意思的，一来在找时，弯腰、直腰、
前进、蹲下、站起，这些来来回回的动作，不
厌其烦，不知不觉煅炼了身体。二来捡到好
的玉石时，很是高兴，那些琐事烦事一忘而
光。三来可以回避那些觥筹交错的热情。
四来可等到有朝一日玉石价好了，有升值的
机会。

珠碧江的玉石很独特，有黄颜色的，有
白颜色的，也有黄白色相参的。除了一些纯
黄纯白的玉石之外，那些有纹路的玉石更是
巧夺天工，那水波纹、水草纹以及折皱纹栩
栩如生，很有观赏趣味。我也捡到一些小玉
石，为了验证它们的优劣，随意拿出两小块
到海口给玉雕师鉴别并雕琢。师父拿着这
两小块原石抖掂抖掂，然后分别拿起逆光而
察，爽快地说还行，可以雕琢。并就这两块
玉石的大小和形状，建议做两个手把件，题
材是“连年有余”和“喜上眉梢”的那种。虽是
传统题材，但很吉利的，我很喜欢，便随师父
的意了。一个多月后，两个玉雕作品完成，拿
在手里，那光洁通透，滑润细嫩之感不亚于和
田玉。拿回去让朋友们欣赏，朋友们爱不释
手，找石的信心倍增，珠碧江、石碌河成为他
们节假日的常客。

琼州有玉也美丽。听说有些玩石的发
烧友把捡来的玉石打磨抛光雕琢成作品后，
或摆在家室作陈设，或拿在手里耍玩，挺悠
闲惬意的。或拿去工艺店摆着，挺卖钱的，

数目不菲。

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
名著《儒林外史》中有一个细节，一般不为

读者注意，即王惠和蘧太守交接南昌太守一
职。按常理，此时王惠已经到任升堂，下属们
都来拜见了新上司。蘧太守来拜过，王惠也回
拜过，礼数都很周全，两人换了印信，就可以各
奔东西了。但书中有句话：“为这交盘的事，彼
此参商着，王太守不肯就接。”也就是说，在关
于账目以及各项公物、公事的盘查和交代中，
还有很多事没有搞明白，王惠不肯办手续，尽
管遽太守归心似箭，他也无法走脱。

这就涉及到古代官员的交接问题。黄恽
先生写过一篇《古代官员的接任与卸任》，文
中根据光绪初年上海道台刘瑞芬的日记，总
结了中层官吏的接篆仪式：首先是旧道台封
印，随后是新道台一系列折腾，走完所有既定
程序，如坐着轿子，从东面抬往西面，过了县
衙门，还得一直去，轿子要抬得四平八稳，叫
做紫气东来；轿子过了三牌坊，兜走太平街，
再往东行，以取“太平无事”之意；到了道台衙
门的西辕门口，并不进去，仍旧往南，又折北，
由东辕门进署，这叫做兜青龙。然后祭门、谢
恩、拜印、升堂等。应该说，这些程序在更早
的以前就存在，具体细节会有不同，但仪式少
不了。对于我们这样的“礼仪之邦”，所有参
与者都驾轻就熟。但这不能算交接的重点，
重点还是在人、财、物上。

中国自夏商周直至明清，一直是家天下
的局面。所谓的公共财政和皇家的私有财产
常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也设置了掌管
财政的机构如户部之类，但公共财政历来是
皇家的提款机，几乎没人对此有什么异议。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花点钱又算什么。具体
到下面也一样，各级官员都有自己的助手帮
助管理钱粮，但衙门里的各种花销也要从钱
粮里面出，公款私款依然纠结在一起。有一
个典型的案例，《儒林外史》第四十回中，将领
萧云仙受命修筑青枫城，共花费一万九千多
两白银。报账时上级认定花费太多，只能报
销一部分，另外七千五百多两银子由萧云仙
自己出。按现在的法规，花销超支算作渎职，
行政处罚（停职、撤职之类）或司法处罚均可，
但谈不到用私款赔偿。而萧云仙对此并无异
议，而是东挪西借堵窟窿，甚至把父亲的家底
都给赔光了。这恰说明公款私款不分。正因
如此，官员交接时就有了好戏看。走的人想
多带点钱物，接手的希望前任多留下点。虽

七夕恐慌症
要不是上周末被带到商场挑选礼物，

我已经快忘记七夕了。周一闺蜜在群里问
大家，七夕节，你们想收什么礼物吗？大约
半秒钟后，有人回复，首先，要有伴啊。

七夕情人节果然是单身无法过的节
日，我随后又壮着胆子问了两个单身的女
性朋友，其中一个默默说，我要去开会了。
另一个大笑了许久，才确定我不是开玩笑。

细数一下，有伴才能过的节日，大体有
年初的西洋情人节，年中的七夕情人节，年
底的圣诞节。此外，未婚的男女需要过彼
此的定情日，确定情侣关系的那天，已婚的
男女则要过领证的结婚日，确定合法关系
的那天。不管有证无证，总之，有伴侣的一
定要给对方过下生日。掐指一算，一年下
来，至少要过四个节日，礼物就势必要推陈
出新。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荣幸担任了礼品
选购专家这一职，成为诸多女性给男朋友
或老公买东西的参考顾问。我给出的礼物
清单如下（排名不分先后，全看对象爱好）：
LV长款钱包、IPADMINI、zippo打火机、
万宝龙的钢笔、宝格丽的香水、施华洛世奇
的耳钉或摆件、CK的内裤、星巴克的随行
杯、无印良品的本子等等，礼物的选取包罗
万象，基本符合了各个年龄层的男性需
求。当然，我鲜少遇见有男生咨询给女性
买东西，似乎送花一直是首选，要不就是首
饰箱包香水等，反正一顿浪漫的晚餐必不
可少。男人买东西向来都是单刀直入，女
人买东西则从来是多方比较，这点在挑选
礼物上也可以看出两性的差异化。

我相信每个有伴的人都有过节恐慌
症，害怕忘记对方的生日以及定情日，生怕
选错了礼物；我相信每个无伴的人都有过
节恐慌症，惆怅无人可以相伴，连送礼都找

不到对象。

张爱玲之死

到1988年3月这三年多的时间里，她平均每
个星期都搬家一次，算下来搬家次数达180
多次，这种说法在她给文学史学家夏志清的
一封亲笔信里得到证实：“天天上午忙搬家，
下午主要去看医生。”不停地变换住所，不接
电话，不开信箱，不见客人，吃着快餐食品，不
论白天黑夜都开着电视和电灯，怕黑怕寂寞
却又拒绝尘世间的一切热闹和烟火，这就是
晚年张爱玲的生活状态。

张爱玲去世后，作为张爱玲在美国最亲
近最可靠的朋友和现场见证人，林式同向世
人公布了张爱玲的遗嘱，遗嘱极为简单：“一、
一旦弃世，所有财产赠予宋淇（戏剧家宋春舫
之子，张爱玲至交）夫妇；二、希望立即火化，
不要殡殓仪式，如在内陆，骨灰撒在任何广漠
无人处。”林式同忠实地执行了她的遗愿，在
9月30日张爱玲生日那天，将她的骨灰撒在
太平洋里。

张爱玲寂寞地走了，正如余秋雨在《张爱
玲之死》中所说：“她死得很寂寞，就像她活得
很寂寞。但文学并不拒绝寂寞，是她告诉历
史，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还存在着不带多少火
焦气的一角。正是在这一角中，一个远年的上
海风韵永存。我并不了解她，但敢于断定，这
些天她的灵魂飘浮太空的时候，第一站必定是
上海。上海人应该抬起头来，迎送她。”

然而，此时的上海还是张爱玲的上海

吗？

然都打着一心为公的旗号，但实际上考虑
的都是自己的腰包，拨着自己的小算盘。
那时又没有专门的离任审计，接手者认账，
交接就能顺利完成。不认账，前任就走不
了。不过，接任者也有离开的那一天，也得
考虑自己将来面临的境况，所以只要没有
太大问题，就会睁一眼闭一眼，让前任平平
静静离开，反正自己还有搜刮百姓的机
会。除非是亏空太大，估计自己几年内也
弥补不上；或者本就是个不通人情世故的
家伙，故意刁难前任，从前任那里刮点油
水。唐朝时，李德裕接替牛僧孺任淮南节
度使，因为在仓库数字上有争议，就曾找来
前几任的交割状勘验，并上书皇帝：“诸镇
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
播、段文昌、崔从相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
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接任者未雨
绸缪，要把接手的钱粮打折扣才行，甚至打
了一半折扣。

王惠不肯交接，蘧太守只好让自己的儿
子来拜访王惠。蘧公子对王惠说，老先生不
必费心。我父亲在此做官数年，仍保持着儒
生习惯，穿的是布衣，吃的是素食，生活简
单；历年积攒下的俸禄，约有二千两银子。
我父亲知道您一直当京官，收入少，开支清
贫。如果您认为接手的仓谷、马匹、杂项之
类，有什么不够的，我们把这两千两银子全
部送您填补。王惠一听这话才放下心来，请
蘧公子吃了顿饭，高高兴兴把他送走了。

其实不光是接任者为难前任，前任若
豁出去跟继任者死磕，继任者也不好办。
不像现在，有组织部的人或者相关领导陪
着来做交接，那时就是一个人拿着个委任
状去找另外一个人，双方必然会有一个交
锋。这种时候其实是一个达成默契和妥协
的过程，虽然有利益之争，但一般情况下都

不会把事儿搞得太大。

唐 崛

张爱玲

◇男左女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