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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藏书

胡适与他的藏书。

的记忆力，
令人惊叹。
胡适不刻意藏书，更不介意版本，他
只是为他的应用而买书。所谓的珍籍，只
藏有一部明刻本《欢喜冤家》，已经破损
了，胡适请书商用最好的纸张把它装裱起
来，把它锁在书房藏要件的高柜内，秘不
示人。但是后来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知
道胡适有这部书后，便上门讨借此书，胡
适竟然非常爽快地就借出了。从中看出，
胡适是一位懂书爱书之人，也是一位大方
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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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的凤凰树
但凡在三亚市榆亚地区生活过的人，
都知道昔时道路两旁的凤凰树。凤凰树
绵延 500 多米长，有好几十棵，树冠宽广，
树枝伸展，又以靠北一带的最为茂盛。细
细想来，或许是 20 世纪 30 年代初修路时
所栽种。
凤凰树原生非洲马达加斯加，在热带
地区广泛栽培，包括我国南方许多地方。
海南各地的街头巷尾、海滨山川，也有不
少凤凰树，但像榆林这样整片成行栽种的
不多，花期大面积开花绽放，场景蔚为壮
观。
凤凰花色彩异常鲜艳，是人们最喜欢
的花之一。在花红叶绿丛中，游览及照相
的人不少，甚至有人从外地慕名而来。摘
下连枝凤凰花集成一束，用于送人或捧在
手中拍照，是一道美丽的风景；小孩把圆
鼓鼓的花蕾掰开来，品尝着鲜嫩的花片，
用钩状嫩芯条互相拉勾玩耍；哪怕是花落
满地红时，也能让人目眩神迷，同时遐想
无限——有人欣慰大自然的迎新送旧，有
人感慨岁月之无情，也有人觉得无奈和凄
清。
在每年花期里，有各种鸟儿来回穿
梭，或筑巢做窝，或食虫啄花，或伫立枝头
“啾啾”鸣叫。只是那时候没有保护鸟类
意识，童年小伙伴中有不少弹弓手，在课
余或假日经常活跃其间，有人经常爬树掏
鸟窝，惹得站立不远处的母鸟怒目相向，
却又无可奈何！
凤凰树木质荚果的外观很像古代武
将的腰刀，于是从成型青涩到成熟厚实，
就成了榆林的孩子们手中挥舞的军刀，别
在腰间的佩刀，内心得到极大的满足。而
对成年人来说，干荚果是很趁手的拍拍
棒，拍在肩膀上、腿脚处，既舒服又发出
“咯咯咯”
响声，那种感觉好极了！
荚果的青果仁有胶状物包裹着，有人
用手掰开食用，有人将胶状物贴在鼻孔底
下，扮演流鼻涕状打闹作乐。从凤凰树吊
下来的带丝绿毛虫，让不少女孩子毛骨悚
然，有一些调皮鬼喜欢恶作剧，也有护花
使者见义勇为，平添了日常许多乐趣。
那时每家都是烧柴火做饭，凤凰树木
质又很旺火，
树木上垂挂的干荚果，
枯死的
枝杈，
斜出的赘枝，
还有台风过后的断树残
枝，
成了大人和小孩争相捡拾的柴火。
人生走过了一幕又一幕，榆林的凤凰
树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已消失了，那些

凤凰树 。

胡适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社会活动
家。很多人惊叹于胡适大量的社会活动
之余，依然著作等身，可谓才华横溢，精力
过人。作为社会活动家和学者，胡适的一
生是勤奋的。胡适的生活很有规律：白天
上班，晚餐一般在外面吃，晚餐后是他的
交际时间，每天晚上 11 点准时回家，到家
后即进入书房读书写作，一直到次日凌晨
2 点才休息。
一生都在读书和写作，这是胡适学者
本色的体现。作为近代著名学者，胡适的
藏书一直颇受当时的学人关注。据石原
皋《闲话胡适》记载胡适的藏书说：
“ 研究
学问的都爱藏书，胡适更甚，他的藏书很
多，约有 40 书架。”这种藏书量，在当时是
非常惊人的。
但据胡适的学生罗尔纲回忆，其实胡
适的藏书并没有这么多，跟外界的揣测不
太一样。罗尔纲回忆，当时他到北平后，
胡适叫他做的第一件工作，是开书箱，把
书取出来安排在书架上。先摆书架，客厅
后过道大约摆 3 架，胡适的书房也摆 3 架，
总共约 20 架书籍。
胡适每天指点罗尔纲摆书，把书摆好
了，他就可以随手取阅。胡适没有叫罗尔
纲编书目，却叫罗要本本都检阅，凡没有
写 书 头 的 ，都 要 补 上 ，以 便 一 眼 就 看 清
楚。胡适记忆力非常好，哪一部书放在哪
一架哪一格都记得清清楚楚，全部的书目
都在他的大脑中。胡适书房 3 个书架开
始是空架，留作放手头用的书。胡适到北
平后逐渐买的书就放在那里。
胡适的藏书没有体系，谈不上丰富。
除预备写中国哲学史的书籍，其他的书都
缺乏。胡适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预备
写中国哲学史的书确实很多，
《道藏》就有
一部，连清代不算著名的经学家王闿运的
丛书都收齐了。但是胡适文史的书却很
缺乏，史部只有一部殿本《廿四史》。编年
类《资治通鉴》，政书类《文献通考》等一本
都没有，却例外竟有一本《大清律例》，那
是他研究《红楼梦》时特地买的。文集部
连基本的《昭明文选》
《杜工部集》
《苏东坡
集》都没有。1923 年 3 月，胡适应清华即
将留学的几位学生之请，开了《一个最低
限度的国学书目》，列有《九命奇冤》小说，
而没有《资治通鉴》。梁启超见了，认为
“岂非笑话”，梁启超确实不知道在胡适的
藏书中，并没有《资治通鉴》。
胡适读书不用卡片，他看过的书籍，
凡是认为有用的地方，都用红、黄、蓝三色
纸条夹在那里，到了要用时，一翻就得。
有一次，一位学生写成《水浒传与天地会》
论文后，送给胡适提修改意见。胡适看完
后，带学生到大厅靠东边一个书架前，举
手把放在架上那套《大清律例》取下来，抽
出一册，在有蓝纸条夹的地方翻开，指出
一条史料叫学生加上，说：
“ 你根据《贵县
修志局发现的天地会节文件》说天地会以
反清复明为宗旨，成立于康熙初年甲寅
（1674 年），还须有坚强有力的证据为之证
明。这条康熙年间定的严禁异姓歃血订
盟焚表结拜弟兄的律例，便能证明天地会
确实成立于康熙初年，你把它加上去。”胡
适添加的这条史据，几十年来都没人能够
推翻。胡适对藏书的熟悉以及天赋卓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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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红叶绿景色，以及开得热烈的花朵，还
有人们的炽热情感，也随着时光的流淌模
糊起来。
不过，花开花谢终有时，人生起伏亦
如此，只要你的心有所属，绚烂如许，寂静
如许，榆林的凤凰树就会永远与你同在，
美丽的凤凰花也会继续绽放！

室迩人远

陈恩睿

凡人阿信
阿信，即王兰信，我的友人，认识已有
二十年。他是海口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
委会美社人。近日病故离开人世，享年
56 岁。我感到沉闷，
很心痛。
阿信是施茶村的一名普通干部。或
许是因为普通又实在，所以给人留下了深
刻的、难忘的、美好的印象。
村民家的水管或水龙头损坏了，只要
一个电话，他就及时上门给予义务维修；
村民家的电线烧坏了，或其他原因断了，
就想到他，也是一个电话，他就尽快地上
门义务服务。多少次，村民拨打电话请帮
忙维修水管或电路时，他多是在地里忙着
干活或与人谈事，但他绝对不以此为由不
去，而是放下手里活儿或推延谈事时间，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村里为村民维修，第一
时间排忧解难。把村民的事情办妥了，再
赶到地里劳作或返回谈事地点。若忙活
或谈事距离村里较远，或实在放不下，一
时赶不回村里的时候，便协调其他人员上
门服务。村里困难户建房时，他主动上门
义务拉电线、安装水管。有时台风天气，
村里电线被打断了，维修特别危险。但只
要他了解到村民家有这种情况，都会主动
上门进户，想方设法解决。更值得一提的
是，一些材料还是阿信自己配备的。阿信
认为，村民的事都是大事。对村民的服
务，他既义务出工，又捐献材料。村民称
他是心地善良、勤快麻利的村干部。
美社村为了发展，科学规划建设新村
道、环村路和旅游道路。新村道路规划从
阿信家土地经过，涉及修新村道面积几百
平方米。在农村，土地是财富，更是命根
子。当时准备修建新村道时，涉及土地的
村民思想很复杂，工作难于推动。阿信看
到这种情况后，便考虑从自己做起，从亲
人做起。于是与家人沟通、商量，决定无
偿让出涉及修新村道用的几百平方米土
地。无偿让出自己的土地后，接着协同其
他村干部做亲人和其他村民思想工作，讲
清楚修建新村道、环村路和旅游道路的重
要意义。
“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阿信
和其他村干部的真诚努力下，修建新村道
使用约三十亩的用地得到了妥善解决。
环村路、旅游道路的用地，也先后地得到
落实。如今，村民高兴地说，
“幸得上级和
村干部有眼光，实干，才拓开了美社村的
产业路、致富路、文明路。
”
阿信好学，懂得一些农村建筑知识和
技术，村民兴建房屋均请他帮忙设计、拉
线、定高标，指导挖地基等。大前年的一
天，他和我们在火山口公园服务区喝茶聊
天时，他接听一个电话后便说，
“ 对不起
了，有村民建房子叫我过去帮忙拉线、定
标高、挖地基，我得赶过去，村民利益无小
事。”我们是他的朋友，但面对村民的需
要，他首选了村民。
阿信是个有担当的汉子。一次，阿信
与朋友聊天时，讲了自己的一段小经历。
一天中午，他喝高了，妻子让帮忙拉饲料
去喂猪，但他一躺便睡过头了，误了事。
妻子批评时，他反而倒打一耙，说是妻子
不叫醒他。妻子不爽。妻子没读过书，但
也有自己警告的方式，于是第二天早上，
她反常地不做早餐了。阿信起床后，像往
常一样，到厨房去吃早餐。可没看到早
餐。他沉思、反思，觉得自己做得不对，不

担责任，还推卸责任，实在不像话。于是，
赶到养猪场去，向妻子道了歉。他暗暗地
对自己说，
“ 夫妻间，要善于担责，相互尊
重，勤劳互动，才能家和万事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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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酒
父亲喜欢喝酒，这是我家人的共识和
传统话题。那时家里穷，能喝上最好的白
酒就是广东米酒了。广东米酒一元多一
瓶，尽管如此，穷得丁当响的我家还是买
不起，桔水酒因为便宜而成为父亲的最
爱。而正在念小学的我常常跑步到三里
之外的镇上给父亲买酒。
桔水酒就是当时糖厂的副产品，是把
甘蔗榨干后得到的酒，含有较多的工业酒
精。桔水酒就像酱油一样，散装出售，每
斤才两角 5 分钱。父亲后来患上癌症，逝
世时年仅五十，
成为我们永远的伤痛。
父亲的桔水酒，已经永远消失，但父
亲的酒风永远留在我的心头。
父亲为什么爱喝这白酒，又为什么拼
命地喝，当时恐怕只有母亲和奶奶才懂
得。时间过去了几十年，现在才懂得，酒
古往今来就有“消愁”之功效，所谓“借酒
消愁”也，一杯下肚，所有的冤屈苦痛均消
逝于飘飘然之中。
那时父亲的脸永远是绷紧着的。他
没有笑容，满脸的皱纹和时常不刮的胡须
有点吓人，
少时的我永远也不敢问，
更不敢
与之谈上几句掏心窝的话。但有一次，父
亲笑了，
那是谈到家庭经济时，
他说我们家
虽穷并不可怕，
只要养多几只鸡下蛋，
每天
可以用鸡蛋下酒，那该多美！父亲说蛋论
酒那一刻的快乐，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
里。那时我们家真的响应父亲的号召，大
力养鸡，
鸡的存栏量还真的达到几十只。
古住今来，酒总与男人密不可分。爱
喝酒的父亲的一生当然也多彩多姿。
父亲从小十分聪明。8 岁在村里私
塾读书时，教书先生讲解一道数学题，父
亲当面与之辩论，结果先生的方法不如父
亲，弄得先生满脸通红，第二天先生便卷
铺盖走人。弄得村里父老将父亲狠狠训
了一场。父亲也因为这“私塾先生事件”
而成为村里的小名人。那时村里人不少
人都外出南洋谋生，父亲也同早年的爷爷
一样，跟着大人坐上了下南洋的轮船。父
亲去的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等国，主要
是打工谋生。父亲学习语言最拿手，不出
数年就通晓越南、老挝和柬埔寨语言。抗
日战争爆发后，作为热血青年的父亲投身
黄埔军校，后来在广西认识了母亲，与母
亲相爱相恋后终成眷属。抗战结束后，父
亲便带着母亲回老家海南当教师，于是就
有了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六人。
当我还在襁褓中，父亲就离开了我
们到一个陌生的遥远的地方去了，以至
小小的我们总是在问母亲和奶奶：爸爸
在哪里？爸爸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爸爸
总是不回来？……“父爱”于那时的我们
而言，是一种“奢望”。记得那一年春节
前夕，父亲给我们寄来一副扑克牌，我们
真的好开心。
父亲的为人，我们晚辈知晓并不多，
但有一点是我们十分引为自豪的，那就是
父亲的仗义疏财。奶奶老是说，父亲做教
师时最爱学生，其时不少学生是穷家弟
子，生活十分困难，父亲总是拿出自己的
部分薪水接济最困难的学生，让其渡过对
难关。时不时总有学生到家里吃饭。如
今家里生活好了，什么酒都有，可我老觉
得那酒远没有父亲最喜欢的广东米酒（或
早已消失的桔水酒）那么庄重，
那么香醇。
父亲的酒，是一部充满沧桑的人生的
书；父亲的酒，是一曲唱响在心头永不消
逝的哀婉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