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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手孵着鼠标磨动着，磨
动着，忽然抖起来，我看看手，
就想看看自己的脸色，当然看
不到，又去看手，手干黄，是电
脑侧辐射的原因吗？

电脑屏幕右下角不倦地变
动的一行小字：3点33分，这一
刻一会就要消失。

忽然意识到，在城市这不
眠的夜里，竟然将能够听到的
鸡鸣声也充耳不闻了。这么
快，时间又流逝了两分，凌晨3
点35分。

手又有些抖，似乎又黄了一
些，但我知道，我的眼睛足够明
亮、有神情。

上一次为了什么而坦开胸
怀抱着电脑熬夜，我实在记不起
来了。但这一次，是为了一些
诗，晚上还为她默默流了一些女
性的泪水。

4点整的时候，手机忽然在
震动，同时亮起来的屏幕上一
个虚拟的闹钟在闪动。昨晚是
为了醒，今天仿佛它是着急地
提醒我睡。这是几更了？为了
发出高音而浑身先抖擞起来的
鸡呢，它那准确而神秘的鸣叫
声呢？

4点 21分，听到了从与我
坐在其下的窗台相对方向的
楼房里传出的男性的歌声。
声音拖得很长，听不清词语。
这声音让人的心思恍惚起来，

在数个不知道几时几刻的夜
晚，我曾隔着梦的包裹膜听到
过它。

我一次次为此迷惘、发
呆，陷入迷迷糊糊的思索中，
然后不求甚解地又睡着。我
无法知道那是我梦中杜撰的、
虚幻的歌声，还是像石子一样
击穿窗户又涟漪般荡入我的
睡眠的外界的歌声。这种神
秘感和茫然，曾让我十分抑
郁、忧伤。

今天那歌声又飘过来了，
而我这次分辨不出自己是睡是
醒，不去想自己敲击键盘的手
指，是在梦境中击打，还是由清
醒的意识发出。因为我的脑子
已不再转动，可是手还在机械
而灵活的，像是她本身有独立
思维地在寻找、呈现语言。歌
声再次传到耳朵，他为什么在
这个时刻，打开他喉咙里如梦
似幻的歌声，让人夜晚恍惚、白
日迷惘？

楼下铁锁链从铁栅栏上被
抖开的声音，远处汽车鸣笛的声
音，这是回家还是离家的声音
呢？听起来它们没有分别，都同
样匆忙、尖利。

还有鸡鸣声，是我某一刻
太过专注而没有听到呢，还是
鸡一直没有存在过，像那令人
恍惚的歌声？但是，最早的鸟
鸣，已经在附近楼房仍然漆黑
的上空旋绕起来了，等一会儿，
才能听到一会儿，是的，有两
只，它们在对鸣（不是无序的），
婉转、动人，没有一丝的哀伤和
忧虑，没有不平静。

现在是群鸟的声音，吱—喳
—唧—吱—喳，唧—唧—唧—
唧，还有一种我不知如何描绘的
声音，加入到这最初的柔和的乐
声中来。在我往日每天这个时
刻的昏睡中，它们都这样叫着，
我竟浑然不知，睡眠真是盗用、
租借人灵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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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里浪涛，南来北往。

百鸟飞翔，岸石粼粼。

枕着你的潮起潮落，

夙夜响着笛声，

海的一边，谱乐曲的舵手，

乐土，乐土，

谁是风是雨，大地一片苍茫。

十年船票紧紧画在白色的两鬓上。

跳跃的行李箱呀，只看到你闪烁明

静的晨曦。

甲板上，雾气夹着海风，勤劳的身

躯疲惫了。

海的这一边，拾到一枚贝壳，

已装进异乡人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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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多么热切地慕名而来，难道仅

仅是为了惊鸿一瞥？

一双玄武石佛塔，玲珑精致；不，那

是一对手足情同的姊妹

比肩而立，相视无语。

九百多年了

岁月本无沧桑

只是浸润太多的阳光和风雨，容颜

徒增了几分凝重，肃穆。

佛塔旁，上苍赐予一泓甘泉，清冽；

流淌，汩汩，从未停歇。

偌大的池面，莹洁，沉静；莲叶零星

缀点，素雅，轻淡，留香。

那是一位父亲的胸怀，将心底的思

念，化作无边的佛心，祝福着品行高洁

的女儿，渐行渐远。

如同，这涓涓细流，灵动地传递着，

一份沉厚的父女之情，至真，至爱，无声

无息。

也随着塔身上悬挂，被微风吹拂摇

曳的风铃，久远回响。

谁能倾尽毕生虔诚，只为苍生祈祷

一方安宁？

谁能手捧一汪清泉，但愿心灵温润

一路兼程。

美
榔
双
塔

■
符
海
沧

从代际的视角出发，讨论中国近现
代思想文化的变迁，是一种颇为常见的
叙述。据冯雪峰回忆，鲁迅在1936年
生命的最后阶段，曾几次谈及“正在成
熟起来的一个新的计划”，即：写一部有
关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所
谓四代，即例如章太炎辈算一代，他自
己一辈算一代，瞿秋白同志等辈算一
代，以及比瞿秋白同志等稍后的一
代”。这个宏大的计划甚至有了雏形
（“我想从一个读书人的大家庭的衰落
写起，一直写到现在为止”），可惜最终
没机会完成。接续鲁迅的思路，后来李
泽厚提出，可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划分
为“六代”：辛亥的一代，五四的一代，大
革命的一代，“三八式”的一代，解放的
一代（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和
红卫兵的一代，这六代人“缩影式地反
映了中国革命的道路”。

无论“四代”，还是“六代”，上面的代
际划分着眼于现代中国的整体进程，并
非只是依据自然的年龄差异，“辛亥”、

“五四”、“大革命”等一系列称谓，也意味
着每一代人的精神风貌、行动取向呈现
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并为情境中的
思想和事件所塑造、凝聚。具体到发生
期的新文学运动，我们或许可以观察到
三代人的相继“登场”及共同“在场”。
1922年，胡适在为少年诗人汪静之《蕙的
风》所作序言中，就提出了这种划分：

当我们在五六年前提倡做新诗时，
我们的“新诗”实在还不曾做到“解放”两
个字，远不能比元人的小曲长套，近不能
比金冬心的自度曲。

……
但不久就有许多少年的“生力军”起

来了。少年的新诗人之中，康白情、俞平
伯起来最早；他们受的旧诗的影响，还不
算很深（白情《草儿》附的旧诗，很少好
的），所以他们的解放也比较容易。

……
直到最近一两年内，又有一班少年

诗人出来；他们受的旧诗词的影响更薄
弱了，故他们的解放也更彻底。静之就
是这些少年诗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个。

三个阶段的衔接，构成了新诗从旧
诗中“破茧而出”的解放历程，有关新文
学发生期“三代人”的分别，其实也包含
在这一论述中：除了“我们”——《新青
年》的元老们，“他们”——康白情、俞
平伯等新潮社成员，胡适已将“五四”
之后涌现的、比新潮社成员更为年轻
的一代，如汪静之这样十七八岁的中
学生，纳入到代际的考察中，这恰好对
应于鲁迅所言四代知识分子之中的后
三代人。

在新文学最初的“戏台”上，“先生
一代”无疑是活跃的主角，正是因为他
们的理论鼓吹和大胆尝试，充满争议
的新文学才有了可能。但不容否认，
这些学者、教授、文人、乃至政客们的
文学生涯，大多有点“敲边鼓”的性质，
除了周氏兄弟这样独异的个体，风潮
过后，多数人回归了自己的“本业”或

“主业”。新诗的发明人胡适就说：对
他而言，文学只是一种娱乐，哲学史才
是他的职业。

如果说晚清与“五四”两代人在知
识结构上都是通人，很难用一个什么家
来界定的话，那么这代知识分子则是知
识分工相当明确的专家，比如哲学家冯
友兰、贺麟，历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
政治学家罗隆基，社会学家潘光旦、费
孝通，文学家朱自清、闻一多、巴金、冰
心等即是。

虽然，日后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
傅斯年、罗家伦、郑振铎等人的文化形
象，与后来的“文学青年”们还是有根本
的不同。简言之，在他们那里，文学活
动本身尚不能单独成立，对文学的关注
勾连了更为广阔的思想文化构图。

1919年下半年，北京大学选派五
四运动中的几位学生领袖出国留学，
后称“五大臣出洋”，象征了五四运动
落潮之后，新一代精英借助“运动”中
聚积的资源，开始进一步开展各自的
理念。为了不使新文化运动自我空洞
化，选择学术上的发展，就是新潮社的
基本取向，大部分成员在短时间内都
留学国外。

“主角”虽然散了，但新文学的“舞
台”并没有就此空下来，在短暂的沉寂
之后，特别是在1922年左右，“一个普
遍的全国文学活动开始来到”，其突出
的标志就是众多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
型的文艺定期刊“如尼罗河的泛滥”。
这些小社团、小刊物，聚集了当时新文
学最主要的追随者，即“青年学生以及
职业界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年龄、
位置、身份、以及境遇上，与五四时期的
人物也有了显著的差别。考虑到“五
四”之后的北京，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
心，吸引了众多来自各地的青年，一些
当时活跃在北京的青年作者，应该具有
相当的代表性：王鲁彦、许钦文、胡也
频、沈从文等。

并非巧合的是，上述青年作者大
部分都是1900年以后生人，比起傅斯
年、郑振铎等人，又刚好晚出生了 10
年，属于鲁迅曾说起的“虽生于清末，
而大抵长于民国，吐纳共和的空气”的
一代。 五四运动发生时，他们因年龄
尚小或远离现场，多数没有参与这场
运动，更多作为旁观者，感受到了“五
四”的冲击力，即使有所参与，甚至担
当主力，但影响力更多局限在地方性
环境中。1920年代初，当他们来到新
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五四运动
已经落潮，他们也错过了进入历史的
最佳时机，只能在运动的“余波”中开

展自身的可能性。从知识结构上看，
无论《新青年》的“先生一代”，还是新
潮社的“学生一代”，基本属于精英性
的知识阶层，在不同领域各有学问根
底；相较之下，这些新文坛上的后来者
们，则明显处于劣势，除少部分就读于
正牌大学，更多人出身边缘的二三流
学校，或只是身份模糊的旁听者、自学
者。随着新兴出版事业的繁荣，诸多
报纸、副刊、杂志以及最新的出版物，
成为其中不少人主要的知识来源，沈
从文就曾老实坦白，自己创作知识的
来源，“除了生活底子外，不外上海和
北京几种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和商
务、中华的一些翻译小说”。对于青年
作者知识匮乏、修养欠缺的讥讽，不仅
出自立场保守的人士，即使在新文化
群体的内部，也往往屡见不鲜。

简言之，“五四”后新文坛上出现的
更新一代，主要由一批自由流动的中小
知识分子组成，他们在新文化运动的感
召下，纷纷离开故土，来到城市之中，或
求学、或旁听、或追求朦胧的人生理
想。由于社会位置相对边缘，他们也主
要是作为追随者、模仿者，加入到了正
在形成的文化秩序当中。虽然，其中的
大多数，一直处于无名状态，注定要被
淹没成文学史模糊的背景，但正是有了
他们的热情参与，作为伦理革命、思想
革命之延伸的新文学，才有可能从一
系列激进的理念和形式，落实为活生
生的文化实践与生活实践。在某种意
义上，他们不只构成了新文学的社会
基础，甚至可以当作新文学真正的历
史主体来看待。如果要寻找一个群体
命名的话，“文学青年”大概是最合适
的称谓。

在20世纪中国的文学记忆中，说
起“文学青年”这个形象，总会带来一系
列特殊的联想，对应于种种敏感、夸张、
不求甚解、又自我戏剧化的人格状态，
但这个群体的文化及政治潜能，却一次
次被历史证实，“文学青年”也构成了
20世纪中国一个特定的人格谱系。需
要说明的是，虽然一个人在年轻时，会
天然地亲近于文学，但作为一个群体，

“文学青年”的生成却并非如此自明、纯
属“天然”，一系列外部与内部的社会条
件，诸如新式教育的扩张、都市文化空
间的形成、印刷资本的发展、各种社会
场域的分化，以及现代文学观念与自我
观念的兴起，都可能作用其间。在新文
学发生自身的线索中，“文学青年”的出
现，更可以看作是一个“后五四”现象，
他们与上一代人在文学关联方式以及
人格形象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就
说明了这一点。

感恩河系海南第五大河，从
我老家村子南边约2公里处穿
越流淌。有人也把她称为雨龙
河、感恩水，但老家村民习惯称
她为“南边溪”。感恩河发源于
东方市山猪岭，从深山谷里，蜿
蜒曲折，涓涓汇聚，上游由南向
北流，后折向西流，穿越感恩平
原腹地，然后，恋恋不舍地流向
北部湾。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读小
学时，感恩河是村里重要的草场
之一。我们放牛孩子三五成群
把牛赶到那里，将牛绳紧紧地扎
结在牛角上，安排牛吃“自助餐”
后便抓鱼去。古人有话，“水至
清则无鱼”，但清澈见底的感恩
河，那鱼儿却一群群地游来游
去，逍遥自在。一会上游，一会
下游。大的、小的，长的、短的；
黄的、白的，有鳞的、没鳞的……
我们追赶，时而棍子打水，时而
石头扔砸，可鱼儿闪得极快，看
着、看着，追着、追着，便无影无
踪了。或已进入了深水区，或已
钻入了沙子里，让人摸不到头，
甘拜下风。

还是大人厉害！有的抓着
抛网，走几步，停下来，细细看，
然后迅速将网“发”地撒入水里，
没几分钟，又“嘻嘻嘻”缓缓拉
收；有的提着三角网，走来走去，
看来看去，甚至奔跑起来，时而

“吓”地将三角网插入水里又
“吓”地迅速腾起，有时则“碰”一
声直盖水面，然后抓摸起网盖住
那片水域；有的在浅水处垒起小
小沙坝，确定位置开洞安装竹料
编制的特别设施，顺水、逆水都
安装上，然后拿起棍子分别在上
游和下游打水赶鱼……大人这
些捕鱼的场景，让我们大开眼
界，深受启发，同时得到了一种
极致的快乐。

放牛时在河里抓鱼，我们
不像大人那样卓有成效，但收
获也不小。本来，中午放牛的
这段时间较为难熬，度分如日，
但来到感恩河里，我们逐鱼如
戏，感觉时间过得特别的快，不
知不觉中，暮色四合，该赶牛回
家了。

中午放牛吃草这活儿，或

毒日下，或雨中，或寒风里，太
大的辛苦谈不上，但一个中午
下来，一身疲倦。因此，下午
上课时，我几次旁若无人地进
入了梦乡。有几回，老师因材
施教，有针对性地给我上了

“摸耳课”。有几次，因放牛的
事与父母亲怄气，甚至不吃午
饭就放牛去，表示不服。但当
带着闷气将牛赶到感恩河边，
看见同来放牛的孩子轻松哼
起歌儿，看见那青绿的草地，
看见那宽阔的河床，看见那弯
曲流动的河水，看见那快乐飞
翔的鸟儿，呼吸着那清新的空
气时，顿觉心里无边无际的，
想了想，便理解了父母亲的安
排，体会到孩子的担当，闷气
便消除了。“人是环境的产
物”，说得多么正确！

村里老人说，感恩河水是
天水，村里井水是地水，喝天
水比地水清甜益身，女人喝了
皮肤白，男人喝了身体壮。在
放牛的孩子中，有男孩有女
孩，男孩比女孩多。感恩河简
直成了我们放牛孩子的一个
天然大水缸。放牛时，我们经
常喝感恩河水，渴也喝，不渴
也喝，喝而不腻。有的手捧水
喝，有的直接喝流水，有的用
树叶舀了水喝，有的装进葫芦
壶里慢慢地喝……每一次喝
上两三口，便觉透身清爽，随
之，疲劳被驱散了，身体也陡
然有了力量！

村里的老人，常给孩子们
讲述感恩河的故事。老人说，
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村庄
很大，有很多山岭、山坡，但缺
水，水贵如油，地大而物少。老
百姓生产困难，生活艰苦。有
一天，老天公知晓了实情，发了
慈悲，连续下了十多天大暴
雨。平地、山坡处处“水漫金
山”。在这个时候，从山里又涌
出很大的山水，特别凶猛，势不
可挡，冲越山岭、山坡，冲破平
原，造出了一条明晰的水路，形
成河流，得以润泽平原。古往
今来，平原应水生灵，一片生机
勃勃；百姓耕作积极，生活不断
改善。

老百姓感恩戴德，就把这山
里来的水，天上降的水取了名
字，叫做感恩水，把这弯曲、宽窄
不一的水路叫做感恩河。老人
说，感恩河穿越过的地方，都是
老天公的善行，同时，也在告诫
村里人：要像这河水般，知恩图
报。放牛孩子之间，要相互帮
助，齐心协力，守住感恩河的清
澈……几十年了过去了，岁月悠
悠，白云苍狗，老人的话却至今
在我耳边萦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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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时珍说蝶之美在于须，我觉得那
两根细长的触须固然美，但怎么也美不
过轻盈的翅。蝴蝶翅膀薄而大，锦锻一
样璘璘闪闪光彩夺目，若是彩蝶，更是鲜
艳到华丽妖娆。在整个身体的比例里，
胸腹和头部小到几可忽略，最招眼的就
是两对扇面一样的翅膀。这样的翅膀不
停地扇动起来，蝴蝶才能翩翩跹跹忽忽
飘飘，才能生出灵动飘逸之姿。

本地的蝶种类不多，最常见的一种
是白蝶，铜钱大小，翅膀米白，粉光莹莹，
这样的蝶若随了柳絮，或飞入梨花，不容
易寻着，在绿叶丛中却煞是好看。办公
楼下有片试验田，春末，返青的麦苗开始
拔节的时候，干净的田野像洗过的绿绒
毯，三三两两的白蝶时而停留叶尖，时而
竞相追逐。无风的正午，阳光泼洒，麦田
静立若画，白蝶起起落落缭乱其间，人一
旁路过，看得久了，就容易像庄周梦蝶那
样，是矣非矣，真矣幻矣，有一种说道不
清的迷离。

彩蝶则常是桔红色的，比白蝶大，翅
上有圆黑的斑点，相较之下，算得上绚烂
妖娆了。盛夏的青草颜色碧绿，亭亭地
往上挑着，一只彩蝶栖于叶尖，压得叶片
悠悠颤动，这情景，无论对大人还是孩
童，都是有诱惑的。小儿们欣喜得两眼
放光，夸张地蹑着手脚，一步步凑上去
捉，往往手还没到，蝶就倏地飞走了。大
人则淡定得多，远远看看，或者掏出相
机，调好焦距拍个特写，以此安慰耷拉着

嘴角的他吧。
彩蝶遇花，则花蝶互抬了身价，俱有

可以入画的美。你看素来的中国画，无
论工笔还是写意，桃李还是牡丹，花间都
少不了一只蝶，有了蝶，花朵便有灵动之
妙，有了花，蝴蝶便有芬芳之气。宋徽宗
赵佶的皇家画院招聘人才，考题就是“踏
花归去马蹄香”，一幅画上马蹄好画，香
气如何表现？聪明的画师就想起画蝶，
蝴蝶向来逐花而居逐香而止，彩蝶追绕
飞扬的马蹄，自是因为蹄上带着花的残
香。作这幅画的人心思是灵透的，他知
道仅需几只蝶，就可以让视觉与味觉通
感到一处来。

花气袭人，蝶姿曼妙，都是人间好
景，蝶舞花丛，这情景容易让人身心放
松，生出现世静好之感，就连平日里一直

用心机武装的人，也免不了卸了防范，露
出几分天真来。《红楼梦》里，薛宝钗看见
一对玉色蝴蝶，立马收了端着的淑女架
子，分花拂柳一路追去，直跑得香汗淋漓
娇喘微微。曹公笔下所有关于她的描
写中，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一段了，两只
大如团扇的蝴蝶，让一个世故少女现出
原形，露出纯真娇憨之态。如能把此种
情态一直延续下去，那么宝钗在我心
中、在许多人心中，分量一定是黛玉远
不能比的。可惜一旦听到人声，听到滴
翠亭上两个丫头的私谈，她的心机又上
来了。

人们喜欢蝶，羡慕它的自由飞翔，羡
慕它与花为伍出双入对，在人们心中，它
是自由和美好的象征，是爱情的象征。
所以梁祝的故事里，要让那两个相爱的
人化成蝴蝶，看着他们缠缠绕绕双双飞
去，心里颇有一种成全的快意。但是，
如果你想保持这种快意，千万别去看科
教片。

可惜我看了。科学告诉我，再美的
蝴蝶，它的前世都是蠕动的肉虫。一对
蛱蝶缠绵盘绕，也并非谈情说爱精神往
来，它们只是在交尾，是在繁殖后代，而
后雌蝶产卵无数，这些卵都将变成蠕动
的毛毛虫，它们大多为害庄稼，吃得身体
滚圆，继而变蛹、结茧，再羽化而成的，就
是花前斑斓的蝴蝶。

这些款款来去的斑斓的蝶，都没有
磊落的身世。

款
款
蝴
蝶
飞

■
张
秀
云

动
物
档
案

《乡恋》（油画） 王家儒 作

寻找药的芳香，属于意念。为了

余生安宁；剩下的时间，用它们续命。

想一想，这是悲哀的事。短暂的，

没有搞明白什么的一生已经走到

了暮年。

只是还在想与世界联系。靠什么

呢？

几种化学品，几种植物的提取物，

让人感到对外部力量的依赖。身

体里流转的

在身体内革命。就像为守住一块

地方，

拼命修筑工事。这种感觉让人在

夜晚晕眩。

仿佛云游中飘荡。就像昨天在睡

眠中，

出现书中记载的几个世纪前一次

攻城的场景。

血奔腾。其实是白天的想象在夜晚

显形。努力控制不想似乎没有

用。怎么办？

是不是应该一步步让自己成为专

业的吃药人？

从原理研究入手，到生产厂家为

止。有道理。

新的憧憬是成为吃药的专家。任

何时候

都侃侃而谈。不辜负它们改造身

体的努力。

以至现在看到药，惊讶它们的形状，

胶囊、糖衣，圆形，或椭圆形，好像

形状都有道理。仿佛造物在其中

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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