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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文人

老舍的侠义

姚秦川

1936年，林济青开始担任山东大学
校长一职。上任初期，为了显示自己的与
众不同，林济青竟然解聘了许多有才华的
教授，包括老舍的好友萧涤非也未能幸
免。了解萧涤非的人都知道，他在教学上
独树一帜敢于创新，深受学生们喜爱。然
而，就是这样优秀的教师，林济青还是将
其解聘。当时，为了生活，心灰意冷的萧
涤非打算携未婚妻远去四川大学谋职。

作为萧涤非的好友兼同事，当老舍
得知萧涤非被解聘后吃惊不小，两人私
下关系非常要好，经常在一起交流教学
经验，同时他们两人都喜欢文学创作，
可谓志同道合惺惺相惜。可是现在，萧
涤非却被学校无情地解聘，虽然老舍自
己没有遭此“厄运”，但他的内心还是万
分失望，他明白，此时再多的安慰都显
得苍白无力。

临往四川去的前一天，想到即将到
来的生活可能会非常艰辛，萧涤非特意
告知亲朋好友，他已经和未婚妻商量
好，他们决定把此次南下四川当成一次
旅游结婚，同时为了节约开支，将不再
另外举行婚礼。第二天一大早，萧涤非
便和未婚妻前往火车站，踏上了一切都
是未知的旅途。

当时，离火车开动只有几分钟的时
间，让萧涤非没有想到的是，老舍竟然
急急忙忙地赶到了火车站。他一手提
着文明棍，一手递上他刚刚出版的《牛
天赐传》，顾不上擦一把汗，隔着车窗，
气喘吁吁地对萧涤非说道：“你们走得
太过匆忙，我没来得及提前准备礼物，
只好将这本小说赠送给你们，当作你们
的结婚礼物。”萧涤非刚接过书，还未及
道谢，列车便徐徐地开动了。当时，老
舍还急忙向前撵了几步，大声地对萧涤
非喊道：“一路保重，有任何需求，随时
来信告知……”

坐在列车上的萧涤非感慨万分，老
舍是唯一前来车站送行的人。而那本
散发着墨香的《牛天赐传》，也成为了萧
涤非收到的唯一新婚礼物。

更令萧涤非没有想到的是，在他离
开青岛十几天后，为了抗议校方对包括
他在内的许多教授的无理解聘，一怒之
下，老舍自己也毅然拒绝了山东大学发
给他的教授聘书，开始专心写作。当年
9月，老舍写出了后来成为自己代表作
的《骆驼祥子》，并开始在《宇宙风》连
载。老舍为自己“两肋插刀”的事情，令
萧涤非终生难忘。

“她爱海只爱海的惊涛骇浪，爱青
草仅仅爱青草遍生于废墟之间。她必
须从事物得到某种好处：凡不能直接有
助于她的感情发泄的，她就看作无用之
物，弃置不顾，——正因为天性多感，远
在艺术爱好之上，她寻找的是情绪，并
非风景。” ——福楼拜《包法利夫人》

国人与豆子有缘，特别是黄豆。早
上一杯热豆浆、一碗豆腐脑，中午一碟炒
豆芽，晚上一壶豆腐汤，实是美哉！说起
豆腐，我倒是想起从小就在想的一个问
题：被石膏“点”了的豆腐，为什么还能
吃？后来通过了解化学才知道，石膏主
要成分是硫酸钙，进入人体后溶于水变
成硫酸根离子和钙离子。而这两样都对
人体无害，也因此，豆腐才得以有机会进
去我们的肚皮。

据说豆腐是由淮南王刘安研制出来
的。朱子诗曰：“种豆豆苒稀，力竭心已腐，
早知淮南术，安坐获泉布。”并自注“世传豆
腐本为淮南王术”。《本草纲目》记载：“豆腐
之法，始于前汉淮南王刘安。”当然，是否真
的始于刘安，倒也没必要深究了。毕竟我
们也已吃了几千年，时至今日也还在吃。
哪怕是到了相隔十万八千里的美国，也能
吃到一盘乡味儿烧豆腐。

凉拌豆腐甚是好吃。庄子有言道：“上
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
这个椿，配上豆腐是再好不过。摘些嫩芽，
放热水中过一下，切成碎末，撒到豆腐上，
淋上点香油，就是一道不可多得的美味。
我原来邻居的院子里，便有一棵大香椿树，
虽然没有庄子口中的那一般大，那一般老，
但也算得上是比一般的树大几倍了。每到
春天，树上便会长出许多香椿芽。邻居知
晓我爱吃，每年春天都会摘满满一大袋香
椿叶，送给我来吃。如今他们也是搬走了，
那棵椿树却不知怎的，竟也萎了。我收到
香椿后，很大一部分便用来做凉拌豆腐。
听老一辈说，这道菜还可以治感冒，小时候
如果感冒了，他们就会吃这道菜，吃了就
好，特别灵验。

梁实秋先生写过“锅塌豆腐”，是将豆
腐切成数条长方块，裹上鸡蛋液，撒上芡
粉，放入锅里油炸得两面焦黄。再将料酒
等调味品淋上，“略烹片刻，即可供食。虽
然仍是豆腐，然已别有滋味”。我尝试着做
这道菜，但怎么也做不好，每次都是豆腐断
开，可能是选的豆腐太嫩了吧。

中原人尤喜往包子里加豆皮儿。豆
皮儿，也就是千张，母亲笑称它是豆腐的

“连襟”，都与黄豆有缘，但形态又有所不
同。千张与胡萝卜切丝包进包子里，吃
起来有胡萝卜的清香，味道也挺别致。
我不喜欢吃千张，觉得那玩意儿又硬，吃
到嘴里还没味儿。相比起千张，我还是
更喜欢吃豆筋。豆筋鲜滑可口，色泽鲜
亮，无论是凉拌、爆炒，抑或是煮汤，都是
一绝。养眼又养胃。可惜我吃豆筋比较
少，家里老人不知从哪听来，说豆筋大多
数都是劣质的，而真豆筋极少，便不让我
吃街面上买的豆筋了。有一年我姥姥从
老家寄过来一些自家做的豆筋，我方才
得以大饱口福。

在中原，人们很喜欢早餐喝一碗豆
腐脑。豆腐脑没什么高超的技术要求，
随便在路旁的小摊那里就可以吃到。两
三块一碗，打上来一碗自己去加调料，可
以是咸卤水，顺便舀一勺煮熟的咸黄豆，
也可以是透亮透亮的白糖。我比较喜欢
喝甜的，总觉得咸的豆腐脑喝起来怪怪
的，咽不下去。

相对于中原地区喜欢豆腐脑，齐鲁大
地的山东则是偏爱老豆腐。老豆腐和豆腐
脑其实挺像，但老豆腐没有豆腐脑的那种
嫩滑。且豆腐脑是浇卤，老豆腐则是佐酱
油、韭花。老豆腐做起来很简单，自己在家
也可以做。但如果到了大饭店，给你豆腐
上整几个鲍鱼海参，那身份可就不一样
了。豆腐本是普普通通豆子做的，但如傍
上昂贵的食材，便心高气傲起来，连吃这种
豆腐的人也跟着有面儿。其实依我看来，
加不加这鲍鱼海参，有没有这面子，又有什

古往今来，文人藏书最初是为了读书，
但是伴随着整个藏书的过程，藏书本身也
逐渐具有独立的价值与意义。西方著名哲
学家本雅明是一个不惜变卖所有家产而藏
书的收藏家。他收藏书籍的目的是要将书
籍的“实用性从单调乏味的苦役中解放出
来。因为，收藏书籍不仅梦想一个遥远的
桃花源，而且还梦想一个更好的精神境
地。”

本雅明这种藏书之痴能在中国古代的
文人中找到不少知己。中国古代的很多文
人将书看作灵性之物，爱之入癖，遇到自己
渴求的珍本，更是不会轻易放过。若有幸
得之，必藏于密室，不随便示人，偶尔拜读，
则沐浴焚香。爱好藏书的文人更多的时候
是陶醉于由藏书所构筑的精神自足氛围之
中，往往却会渐渐忽略书籍的实用性和工
具性。

要藏书，先要收书。收书之中，有喜
有忧，有遗憾有悲哀，即使当时有各种辛
酸，日后回忆也会变得美不胜收。明代
胡应麟，嗜书成癖，见到好书就想买下，
他甚至脱下衣服典钱来买他想要的书。
有一次，他在杭州的一家书店看到宋代
张文潜的《柯山集》钞本一百卷，印记奇
古，装帧典雅，真是惊喜之极，于是就立
即把随身所带的两匹锦缎，以及身上所
穿的衣服全部给了书主人，相约第二天
来取书。这一夜，他兴奋地难以入睡，一
大早就兴冲冲地赶去取书，谁知天意却
不让他得此奇书，书主人的家竟在夜里
发生了火灾，将要到手的奇书也化为了
灰烬。胡应麟痛心疾首，恍然若失，竟为
此病了很长一段时间。

祁承燁为求购图书，曾拿自己妻子的
首饰典卖，多年积累图书一万多卷，这是全
家人省吃俭用积下来的“财产”。然而也是
一场大火，将这批书籍化为乌有。但是他
毫不气馁，从头开始，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收
书、访书、购书，经过苦心经营，藏书册数达
到十万卷以上，成为明代有名的藏书大家。

藏书家范钦为了使自己天一阁的藏书
永久保存，对子孙后代立下了“代不分书，
书不出阁”的严苛家规遗训。范钦规定，范
家子孙若有违反家规，无故开门入阁，领亲
友入阁和擅自开橱，擅自将书外借者，要处
以不予祭祖三次至三年的处罚，至于把书
偷拿出去典卖者，要永远逐出家门，不认其
为范氏子孙。就是靠着这种严苛的遗训，
天一阁数万册书籍在黑洞洞的楼阁中沉睡
了四百多年，为今人留下了无法估价的珍
贵古籍。

古代藏书至痴者绝对是爱书之人，与
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之家藏书不同，他们
总是因爱读书而想保存书，因保存书而藏
书、访书、补书、校书。藏书，已经是他们人
生的事业，人生的信仰和精神的寄托。从
古至今，众多的藏书家个人生活甘于清贫，
终生与书为伴，却将毕生的精神生命流连
于墨香书籍之中。藏书家的这份痴情，确
实可敬、可钦。

老舍

如歌行板

与海随想

邱瑾铭

看海时恰巧都在正午，地面不断上升
热气，空气中是蠢蠢欲动的火热。

正午的时辰，一切都明晃晃。
海水在脚趾缝间游走，粗糙沙砾在脚

底一遍遍逗弄，脚下的阴影很短，头顶是烈
日，恣意而滚烫，像炽热的心。

旧的一岁里，也磕磕绊绊匆匆忙忙，站
在新岁的起点，我确是有期待和愿望。我
阖眼，耳畔是破碎的呜咽，我睁眼，又是雀
跃的欢呼。

头顶很远很淡的游云、脚步渐弱的浪
花、岸上斑驳的树影，拼凑出的海景在梦中
出现好多次。

父亲展开双臂拥抱海，母亲亮起嗓子
喊“大海，我来咯”，外婆操着川音感叹，“这
海儿好安逸喔”——而我只是缄默。

在山里长大，又向沿海的地带走，嗅着
山风，也沐浴海风。山风是苍绿，带着朝露
和鸟鸣，而海风是烟波蓝，是阳光和晚霞的
余赭。

小时候看海，海是快乐的代名词。是
不断把情绪丢到风里，再不断向空气诉衷
肠。

长大了看海，却看到残损，也不全是快
乐。

一波波海浪冲上沙滩，破碎，溅向岸边
的礁石。小鱼、小虾、珊瑚，不幸地在柔软
的沙滩上发出最后的呜咽。

我试图去寻找马尔克斯笔下玫瑰味的
海风，却淹没在鱼腥和咸湿里。

我想看到《马尔多罗之歌》里写的小水
手背上扩大的蓝色伤疤，却只看到不断向
前汹涌的浪潮。

人生就好比这片海，时光是风，吹散了
浪花，也吹走了许多人。病重的老人，疲惫
的年轻人，生活重压下与海浪挣扎着活着
的甲乙丙丁，是你，也是我。

这一年，疫情席卷了整个世界，白大褂
的逆行者，深夜披着星辉备战高考的高三
学子，路上行色匆匆紧张的过客，守在家里
等待家人的人，失业在家愁眉苦脸的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海。我们
撑着小小的桨，不知道下一个巨浪什么时
候来，不知道何时能到达彼岸。

风似一只隐形的手，不经意挠着发丝
也挠着我的心。海平线是天空和海水撕开
的一道口子，孤独的诗人或许会猜测它的
颜色。

生命在大海的潮起潮落的过程里，日
趋消亡、往复和新生，在一次次日出日落
中，沉淀、离散和重逢。

海岸浮来一条鱼，我在想它的一生是
不是流浪。

那人呢？从海这边来，到海那边去。
穷极一生去寻寻觅觅，生命的长度和宽度，
不断跌宕，不断流浪，最终抵达哪儿呢？

海连接着岸，岸连接着村庄，村庄连接
着城市，城市又连接着海。人在海的包围
下生活，情连结着情。

躺在烈日下，皮肤被光线烤着，想象一
些我看不到的空间，云端之上，深海之下，
还有地平线的背后。

都会好的。
冬天会来，也会过去不是吗？海浪层

层叠叠打过沙滩，汹涌有时，平静亦有时。
愿我们乘风破浪，保持热爱，奔赴下一

个山海。
看山，看海，看人。
山事，海事，人事。

充满诗意的大海。

写食主义

豆腐

肖若洋 么重要的呢？数十年前，经济落后时人们
捧着一碗稀到快成清水的白粥，不照样吃
得很快乐？吃东西，其实图的就是一个快
乐。鲍鱼海参之属，只是生活的附加品，偶
尔调味罢了。

金庸也写过豆腐。《射雕》中，黄蓉给洪
七公做了一道“二十四桥明月夜”，是用嫩
豆腐球塞进火腿里蒸，此菜洪七公尝后是
赞不绝口，一喜之下，就将郭靖收为了徒
弟。最终郭靖成了大侠，而这其中，洪七公
对郭靖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可见，一个
人想成功，不仅要有机缘、毅力，还要有一
个会做菜的妻子啊。

百味书斋

藏书之“痴”

江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