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5年夏的交响 	  
	  

	  
第一乐章：青春的快板 	  

	  
女儿的“成人礼”	  
	  
	   2015年夏天，女儿 18岁了。回国的第一件要事，给女儿一个“成人礼”。回上海的
第二天便马不停蹄地去筱华那儿实地查看场地。筱华任校长的中学现在成了音乐附中。如

今鼓励办特色高中，走自己的路。这是沿海城市的优势，不在高考一棵树上吊死。我看了

一下场地，绝佳的选择。就这儿了。 
	  
	   女儿的“成人礼”，是一个由成长回顾、音乐演奏、祝贺致辞、感想分享、鸡尾酒会
组成的聚会。我筹划了一年，终于在 Albany和上海先后实现。 
 

亲戚朋友来了，华东师大的高老师周老师来了。我的华东师大同事（我在母校兼职

）来了，我的几个中学好友也来了。如我所愿，我的大学同学来了很多，平心和应坚从杭

州和宁波赶来；还有毕业 32年后第一次见面的来自皇城的斯家华。7903的花篮设计颇为
独特，愉康把 7,	  9,	  0,	  3的寓意做进了花篮。鲜花，音乐，我做的 PPT影像，在肖邦的《
雨滴前奏曲》音乐中，纪录了女儿的 18年的成长。	  

	  

	  

	  

	  
	  
	   	  
	   2007年，李云迪到 Albany的“特洛伊银行音乐厅”举办独奏会。我带着当时 9岁的
女儿去了。李云迪演奏的一首《波兰舞曲》给我印象深刻，之后才知道这是他获得肖邦钢

琴赛第一名的演奏作品。我说女儿，你以后能弹这首曲子，水平就可以了。八年后的“成
人礼”上，女儿弹了这首《波兰舞曲》。	  	  



	   	  
	   肖邦把波兰舞曲的一个简单元素演绎出一个曲尽其妙、跌宕起伏的音乐嘉年华，千

军万马在琴键上游走，时而空灵，时而激越。	  整个曲子 13分钟，这个曲子，女儿在美国
正式演奏过两次，在上海的这次是最完整、最好的。	  
	  
大学年代的那些事儿 	  
	  
	   2015年夏天，我和几个大学好友聚餐中大开“荤段子”（没有女生在场的好处！）
，我们畅谈各自年轻时在那个闭锁、蒙昧的年代经历的尴尬、可笑、苦涩的“性启蒙”，分
享华东师大第一宿舍发生的秘辛，比如某些同学对同寝室室友的“跑马”，“自慰”的恶作剧
。	  
	  
	   我们感叹当年生理成熟、心理懵懂的尴尬。在应该接触女生的年龄我们的经历是空

白的。在我们的中学时代男女生不说话，现在想来感觉依然十分诡异，而且后果严重。我

们这一代，结婚前接触过多少女生，程度有多深（你吻过女生吗？），多少是先结婚后恋

爱的？	  
	  
	   我们的大学教育也并非完美，当时还有许多是工农兵留校的老师操着方言大讲革命

文学，文艺理论的教科书是叶以群先生主编的，现在拿出来简直没法看，全是苏联阶级斗

争，艺术反映阶级立场那套（老爷子日后很惨，文革中跳楼自杀）。当时，王智亮老师的

俄罗斯文学课，简直是空谷足音。我们通过王老师，认识了普希金，认识了屠格涅夫，认

识了托尔斯泰。我也由此喜欢上外国文学，后来读了智亮老师的研究生。	  
	  
	   那时的我们都幼稚、肤浅，但是好学，有激情。所以演讲比赛在校园很风行。	  我
也不甘寂寞。无奈，天性内向的我放不开，所以早早就败下阵来。记得我们年级里刘伟勋

是拔得了头筹。我印象最深的是庄临安，无论从形象，气度，还是内容，都是一流的。	  
	  

32年前的那个夏天，也是在华东师大第一宿舍。四位赤膊上阵的哥们在我、叶瑾
和平心的寝室里打牌。作为惩罚，输一副牌要么喝自来水还是被画胸罩、鬓角等。贺镭坚

持即使自来水喝撑了，也要保持名节，绝不让别人的爪子在自己脸上或者胸部任意羞辱，

刘伟勋则有一份斯多葛式的隐忍，任凭你童盆领、茄勾鬓角（印度人的那种）把他画得面

目全非，也不动声色 。 
 

79级的学生是最多样的，从大叔级到小屁孩都有。我们那届之后，进入了清一色
中学应届生的格局。	  79级学生大部分是文革中野蛮生长的一代。我们“任性”，可以任性
到拒绝入党。相	  比之下，77级和 78级带着上山下乡老知青的深刻烙印。他们是“入世”的
，高老师说，说得乃人寻味；他们还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对体制的“忠诚”。	  如果领导动员你
入党，那是对你的眷顾、抬举，岂有抗拒之理！77－78级后来在体制里当官的也比我们
79级以后的多得多。究其原因，是他们的红色正统教育。老三界很多人是文革前受的教
育，是听到“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那首歌会泪崩的一代。他们本身有大量是红二代，在
他们的父辈被平反和官复原职后也陆陆续续考回大学。这一点 79级并不明显。像我们班



祝春亭这样的老大哥，来自社会边缘，而且不少同学的父母是右派。我们结帮去“修理”学
生食堂那个欺负我们同学的家伙，这种少不更事的冲动，77级 78级同学不会有。	  
	  
一个多事之夏 	  
	  

2015年夏天，我们几个老男人约定三十多年后重上足球场过把瘾，权称“老爸杯”
邀请赛。平心来了，应坚来了，老季来了，老温来了，当然，我第一个到，换上了短裤，

球鞋，顶着烈日和 36度的高温，就在筱华的学校的球场上开练了。应坚热身，球还没碰
到就崴了脚。老季虽然已经“耳顺”，脚下毫不含糊。我操练了一会儿，感觉又回到了三十
多年前文史楼前的草坪上。 

 

  
 

 
 2015夏天，我应邀去台湾作一个年会主旨发言，在台北和李晓阳分别 15年后又见
面了。我在密苏里州教书的前一年晓阳作为台湾来的留学生在那里读研究生，我们是邻居

。当年 2－3岁的喧喧（他女儿）和佳佳（我女儿）现在都要读大学了。毕业回台湾后晓
阳一直做互联网域名的工作，满世界跑。我的会一完，晓阳就开车带我从台北、九份到基

隆、宜兰一路玩过来。然后我一个人坐高铁转长途车到日月潭小住，然后坐高铁去了台南

。在台南接待我的是我的研究生淳妍，她修了我三门课，今年刚毕业，回到了她任教的中

学。很可爱的小朋友。差一点，没赶上她的婚礼。她带着我走街串巷，领略台南的风土人

情，各种传统小吃。 
 



 

 

 
 
 

2015年夏天，我和一帮华东师大的哥们自驾车去武夷山。我的国际驾照中国不认
。但凭我二十多年的驾龄，责无旁贷。在去武夷山和回上海的高速公路上都碰上了漂泊大

雨。同事赐平在我后面跟车，说雨越大你怎么开得越疯。 
 
 2015年夏天，借华东师大一方宝地，和棋友方克强手谈，优势下痛失好局。哎，
后半盘勺子太多，加上老方官子功夫了得，不得不服老方宝刀不老。争取明年再跟老方一

争高下。在我住处附近新开的咖啡馆，我还认识了老郭小李等几位新棋友。后来星期天下

午有空，常去会会他们。 
 
 2015年夏天，我第一次喝到茅台，在茅台的故乡贵州。主人的盛情难却，我这个
几乎滴酒不粘的人豁出去喝了三四杯。哈，平生第一回，感到酒的好喝。平生第一回听说

有“酱香型”，还有“浓香型”？平生第一回能够理解为什么有些人生活中少不了酒，就像生
活中少不了女人一样。 
 
 我大姐看着我感叹：一个奔 60的人了，你怎么还不消停，我也是醉了。 
 

第二乐章：忧郁的慢板  
	  
历史教学之殇 	  
	  
	   2015年的夏天，我去西南某省。我跟教师谈美国人怎么教历史。 



 我对历史教学的关注，部分来自好奇，因为我被告知，现在数理化靠题海战术，历

史地理靠“背功”。想想我当年高考，历史题不也就是背答案吗？我纳闷如此深奥耐人寻味
的历史怎么变成了一些干巴巴的、简单化的结论？我的关注也来自陆川的一部电影：《王

的盛宴》。陆川回忆拍这部片子的初衷说，70后回顾自己受的历史教育，都觉得不对劲
；说白了，有些受骗上当的感觉。要这么说，我们这批文革中经历中小学教育的人更惨了

。陆川说他要代表 70后对历史发出自己的声音。 
 

 
 
 
 
 
 
 
 
 
《王的盛宴》是 70后对历
史发出的自己的声音 －－
陆川 

 
 著名历史学者迈考伦说历史是艰难岁月的向导，因为我们来自过去。丘吉尔说历史

是胜利方写的，即是说，还有沉默的声音，沉默的大多数。我想起杨继绳的《墓碑》，为

了现实利益和执政者的面子，掩饰过去不仅在官媒上司空见惯，而且渗透在中国的历史教

学之中。 
 
 我想知道美国人怎样教历史。 
 
 我旁听的第一门课，是高中老师讲宪法史。让我吃惊的是整堂课没有结论，都是讨

论，事实，观点的澄清，不同诠释的对比，不同论辩的碰撞。我看女儿的美国史课，也出

现这些问题： 
 
 “二次大战向日本投放原子弹真的是必要的吗？图鲁门怎么说，老兵怎么说？当时
是什么情形？” 
 
 历史是批判的，历史还需要人文情怀。 
 
我的校长朋友 Alessandro Weiss 
 
 两年前，我在杭州讲了这个宪法史的教学案例。去年 11月，我陪华东师大的同事
参访美国一所社会科学特色高中，校长Weiss跟我们讲如何在历史教学中让学生做真实的
历史探究，包括使用第一手和第二手史料。今年我们把他请来，作了《如何通过历史课培

养批判思维》的演讲，我自己也作了历史教学反思的专题报告。 



 在跟进的讨论中，一个老师提问：“如果我讲的内容和国家的主流意识主流价值（
本人注：应该是“官方意识”或“官方价值”）不一致怎么办”？Alessandro的回答是：你们需
要一个广泛的讨论，你们希望培养怎么样的下一代。你们现在在经济金融方面已经有了长

足发展，那么在社会人文领域， 是否需要批判和创造。如果你们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
就需要一个更开放、更包容的讨论问题的环境，让个人通过思考去得出自己的结论。

Allessandro不会像我那么明白，在中国许多东西是不能说的，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
为影响“安定团结” ，“你懂的”！ 
 

Alessandro说课堂上不同见解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学生们能学会尊重持不同
意见的对方，倾听和自己不同的观点，知道分歧点在哪里。这让我想起中国网民的动辄恶

语相向，互相谩骂， 缺乏起码的相互尊重，不善富有理性的讨论，谁能说和我们的学校
教育缺乏开放的氛围一点没有关系？ 

 
 研讨会在西南一个省会城市举行。后来才知道，这个会搞得有些教育官员紧张起来

：又是“美国人怎样教历史，又是”通过历史教学培养学生的批判思维”，你们想干什么？
上级领导紧张，是害怕比他的上级领导会紧张，他的上级领导一紧张，又会传染到再上级

的领导，直到再上级或上上级领导说没事，大家悬着的心才放下，至于 Alessandro说的我
们究竟希望培养怎样的下一代，Who cares! (谁在乎这个！) 
 
想起 Bob Dylan 
 
 有时想，中国人真是“怂”。以为一头钻进泥土里，难堪的现实就消失了，或者别人
就不说了。对中国人最重要的是活得有面子，里子是次要的。日本人也是，要道个歉也是

扭扭捏捏，欲说还休。人家德国人爽快多了，错了就认个错。说历史都这么沉重，现实就

更不能碰了。说谎，是避免难堪；欺骗，是有所图谋（程怡说的）。在中国的历史教育中

，我们还要撒多少谎，骗多少回。我不由想起鲍勃迪伦在越战中创作的悲怆的、天问般的

反战歌曲 Blowing in the Wind（《风中飘摇》）。歌中唱道： 
 
山岳需要多少年，方能化为泥沙 
人们需要多少年，方能获得自由 
人的能耐要多大，才能视而不见 
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摇 
 
要仰望多少次，才能见苍天 
要聆听几多回，方能闻哭声 
要死多少人，方觉死得太多 
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摇 
 
“鸡跟鸭说话呀”  
 



 2015年夏天，我去西部一个知名中学的老师做报告。我在演讲前被告知，这学校
的老师很牛。意思是他们是当地的老大，不会轻易买你的帐。我是个喜欢掐架的，越是有

不以为然的越是来劲。我很愿意领教一下很牛的老师们。 
 
 学校的会堂很气派，至少比我们当年华东师大的河东礼堂气派。台下五六百老师，

坐的满满当当。我的话题是英才教育。这里的学生，是全省最好的，全是可造之才。我谈

为什么“应试教育”不是教育，我谈怎样发掘人的优势潜力（不是应试潜力）。我谈清华管
理学院院长钱颖一指出的当下中国教育的“短期功利主义”：学生只学“有用”的东西，就是
要考试的。其他一律“无用”。	  我说学习本质上是了解你活在的这个世界，了解你自己，
本来应该是有趣的事，现在一味的应试，弄的不好玩了。	  
	  
	   隔膜。大概是听烦了，台下开始聊天，声音越来越大。	  
	  
	   我想这里的老师真的很牛。我这些年在中国演讲不下数十场，这还是老革命第一次

碰到新问题。我就给他们下些猛料，我说美国优秀高中生在做货真价实的科研时，我们的

优秀高中生在拼高考拼状元。我说如果成为有重大贡献的科学人才是一个马拉松长跑的话

，美国人在高中阶段已经把中国人甩掉好几条马路了。我说，许多“牛校”的牛气，来自送
多少多少进北大清华，我说这算不上人才培养。人家纽约市三个数理科技高中半个世纪贡

献了 14个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上百个科学院工程学院院士，那才叫牛气冲天。	  
	  

	   	  
他们在干什么？	   	   	   	   我们在干什么？	  
	  
	   So	  what!	  这和我们有关吗？这猛药一点没用。我希望我的发言结束后有人来挑战我
的观点。没有。沮丧之余，想起好友程怡的话：鸡跟鸭说话呀。	  
	  
	   会后一位语文老师到了前台跟我说，我们教师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被活活碾碎。她是

说，中国的现实，教师的挣扎， 你一个美国教授有所不知。	  学校的校长助理是来机场接
我的女士。她说这里的事急不得。教育改变命运，在这里非常实际，就是拼高考，除此其

他的路很少。这里一个省和北京一个市送北大清华的名额比是 1：280，何况北京人除了
上北大清华，还有许多其他路可走，如出国，如其他许多好学校。是啊，优质资源稀缺的

结果就是竞争的成倍加剧，此乃生存法则。她说，我们的校长是有长远考虑的，他希望是

用时间来换空间。  



 我的最大忧虑是，这些老师是否会因为他们的成功变得自满，不思进取；他们是否

会失去好奇心，没有了了解外面世界的欲望。在这点上，我感受到了东部和西部的巨大差

别。我的报告后，东部的老师问我，“告诉我怎么做？”，西部的老师问我，“这跟我们有
什么关系”？	  	  
	  
	   是啊，走出这里的大山，去北上广的路依然遥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破局之难  
 
 心中有个我说，在中国就这德行了，你还想好到哪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忧国忧

民，轮得到你吗？教育被多种非教育因素绑架；除了学业竞争对教育的扭曲，意识形态控

制未见淡化，只有加强的态势。失望到疲倦，麻木。 心中另一个我说，我幸免了喝地沟
油的命，也要操中南海的心。李克强总理呼吁“全民创业，万众创新”。政府对教育的投入
力度不可谓不大，改善教育，包括培养人才的愿望，不可谓不强。科协的“英才计划”在如
火如荼进行。“拔尖创新人才”也写进了中长期教育规划。创造需要自由，尤其是内心的自
由。可是内心自由又是件让父母官挠头的事。或者，他们中有些会纳闷，内心自由是个什

么东东，有那么重要吗？ 
 
 这是一个死结。管束思想和言论是千百年历代统治者不惜工本苦苦经营的事。“钱
学森之问”实乃“钱学森困境”。钱老的忧虑是，这样的体制，充其量只能培养一些高级技
术人员和优秀的技术官僚，不可能产生大批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文学家和学者。没有

了创造想象和批判精神，很难想象这个民族除了“山寨”一些别人的创造，能有什么样的“
伟大复兴”。大学的学术行政化的体制，评价指标的量化和僵化产生了没有灵魂的“学术繁
荣”，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是否已经像《南华录》描述的晚明，早被打断了脊梁。他们
追名逐利的热情恐怕远远高于为民请命的冲动。 
 

我在台北时在信义的诚品书店买了一本常驻中国的美国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
写的当代中国的《野心时代》；他说中国的状况很像美国的镀金时代的拜金和疯狂。我在

网上又接触到一本赵柏田写的晚明士人生活的《南华录》，谈论晚明社会涌动的世纪末欲

望和焦虑。我的观察，今天整个中国就是一放大了千万倍的红楼。这红楼里，从边远小镇

的七品芝麻官到皇城脚下的京官，各自都在做自己的梦，有的碎了（小到雷振富，大到令

计划），有的还在做，唯独和保卫红色江山无关，和人民的福祉更无关。如此这个“红楼
梦”怎么个做下去。 
 
 跟我合作的华东师大教授比我乐观，认为中国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只要
阶层是流动的，社会就能运转得顺畅。法国社会缺乏这个机制，所以会有大革命。 但是
，我怀疑这个机制的有效性。富士康的年轻人算得“苦中苦”了，他们什么时候能成为“人
上人”？毛坦厂和衡水的恶拼高考，真的能改变命运？事实是，社会阶层在固化；巨大的
既得利益集团已然形成，他们是体制的受益者，不希望改变现状。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
熟人社会”，需要靠关系往上爬，靠红二代红三代背景攫取巨大利益和财富的大有人在。
在一个不能保证公正、公平的社会里，“人上人”的梦很可能落空而蜕变为对社会的憎恨，



成为中国的“于连”。而且，孜孜以求争当“人上人”，已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充满焦虑
的人，单向度的人，甚至没有底线的人。 
 
女儿的择校困局  
 
 2015年夏天，我为女儿去哪个大学纠结。我离开美国前，她已经在康乃尔和卫斯
理之间选择了后者。可是我到美国才几天，收到妻子的电邮，宾大录取了她，而且要在一

个星期里给回音。女儿喜欢卫斯理女校，规模小，亲和力大，相比之下，宾大虽然高大上

，但显得令人生畏。她妈和我权衡再三还是觉得宾大作为顶尖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更有优

势，以后选择的面更宽。做决定的前两天，他妈来电邮说女儿决定去宾大了。我不放心，

给女儿发了电邮，告诉她无论她作什么选择，这个决定应该是她自己的决定，她选择宾大

或卫斯理，我都会支持。等女儿来了上海，我才知道，女儿是顺从了母亲的意愿，因为她

爱妈妈胜过爱自己。“她们抱头哭成一团，”儿子说。我听到后心里不是滋味。但对女儿来
说，无论卫斯理还是宾大，都不会错，都会是极好的历练。我说，你这四年好好利用宾大

的机会，条件，资源，好好享受这四年的生活，生活得充实愉快就好了，不要考虑四年后

会怎么样。你爸爸的大学岁月已经过去了三十多年了，回过来看，这四年还是一生中最珍

贵、最值得回味的四年。	  
 
生命的衰老  
 
 2015年夏天，我动手写一篇关于母亲的回忆：《远去的母亲》。母亲的老年痴呆
（奥兹海默）症已经十年有余了。她的病情已经发展到认不出她的儿女了。我借同学聚会

的机会，询问他们记忆中的母亲。当年，许多同学来过我家。许多同学吃过我妈烧的饭菜

。叶瑾说起我母亲做的阳春面如何好吃，老季回忆我母亲做的卤牛肉如何地道。还有几个

同学提到毕业多年后来我家，我妈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平心说我的父母很重“礼数” 。
我眼中的父母朴实和善良，招待好他们儿子的同学，对他们是件重要的、不可怠慢的事。

我在女儿“成人礼”上忘了说奶奶对她的好。女儿啊，1997年你出生前奶奶去美领馆签证
连续四次被拒签（因为所谓的“移民倾向”）。在你出生时，她做了多少小衣服小鞋，很
cute很精致，让你爸都看得爱不释手。奶奶现在什么都不能做了，奶奶连你爸爸都不认识
了，她人还在，其实已经走得很远很远。可是，多少你爸爸的同学提到奶奶翘大拇指，三

十多年后你爸爸的同学还记得奶奶做的阳春面、卤牛肉有多好吃，你更要记得奶奶对你的

好。 
 
 2015年夏天，我们再次聆听高老师诠释他在毕业三十年纪念聚会上的忠告：“站得
住，看得透，放得下”。高老师说，生命贵在努力和进取，但受命、运、时的制约。三十
年是“一世”。人生应该进入另一种境界。人最终为自己而活，所以自己要想清楚。我自省
我的家国情怀，我的人生追求，我的命、运、时。我一直信奉的人生座右铭是“赤条条来
去无牵挂”。但是，当人生进入“收官”阶段，就不应该留恋“中盘”酣战。该收官了吗？  
 
	  

第三乐章：理想的行板 	  
	  



以文会友	  
	  
 2015年夏天，我在西安认识了许多来自许多中国高校的新朋友，他们都是中国“创
造力研究协作组”的参与者，来自教育专业，心理学专业，企业管理专业。因为是一个非
正式的学术团体，大家没有多少功利目的，而是因为研究兴趣走到一起。我与陕西师范大

学的胡卫平教授约定， 一起为中国的创造力研究，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 
	  
	   2015年夏天，我受邀去昆山在一个英才教育的研讨会上做主旨发言。邀请方是杜
克大学。我由此才得知杜克大学和武汉大学联手建立了昆山杜克大学。从上海坐高铁到昆

山，只用了 15分钟。我原来以为这个杜克校园就是孤零零一幢楼，矗立在昆山的一个开
发区里（我一定是受了上海纽约大学的暗示）。没想到这里已是初具规模的漂亮的校园，

由一幢教学楼，一幢会议中心为主的综合楼，学生宿舍，和创新实验楼（在建）组成。我

非常喜欢这个校园的庭园式设计，很现代，也有很古典，建筑群中央是一个大池塘，楼与

楼由栈道连接。 学校目前还只有三个硕士专业。计划 2018年招手本科生。 目前负责日常
工作的 Patrick向我介绍现在第一期工程还只用了整个用地的 20％，接下去，还有第二期
、第三期校园建设。我想象 5－10年后，这将是一个成熟的高等院校，杜克会用它的影响
力和教育理念为中国学生提供优质高等教育的又一个选项。我自忖退休后如果有机会到这

里来上上课，倒是很享受的一件事。 
 

 

 

 
昆山杜克大学校园，	   	   	   昆山杜克大学会议中心	  
	   	  
	   2015年夏天，由于机缘巧合我认识了北京“幸福泉幼儿教育集团”的董事长和灵魂
人物程淮。在北京，我领略了这个高端幼儿教育的独特风范。无论是对孔融让梨的“谦让
哲学”与彼得分蛋糕的“公平原则”的比较，还是“巧思法”让学前儿童了解他们在面对难题
是有什么选择，如何选择；无论是符合幼儿思维和情绪特点的精巧的校园和课堂设计，还

是教育软件的开发和应用，都可圈可点。程淮教授强调“微环境”的营造，这恰恰是教育工
作者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我想起当校长的筱华和我聊天时说的：“你说（中国教育）限
制也有，但是你说自由我们也有相当大自由”。愤世嫉俗、不与体制合作的张文质，同时
也在强调教师在每一天工作中的“微革命”。退一万步说，做些无用功也是不错的，权当西
绪佛斯式的抵抗和救赎。 



 
台湾的文化家园  
 
 2015年夏天，在战战兢兢回避给谭帆电话近两个月后（原因暂且不表），我们终
于坐在一道吃饭聊天。我谈起去台南的经历。 
 

我的台湾之行，味道最浓的是台南。你在台北玩这玩那，你静不下来。到了台南，

你一下子安静很多。你会慢下脚步，看看随处可见的历史遗存。你会坐下来，品尝随处都

有的地方小吃。 我下榻的旅馆附近就是孔庙，纪录了台南从明代以往如何成为台湾近代
史的发祥地（在那里我看到了我很喜欢的赵孟頫的手书）。这个日据时代的重镇，今天依

然保存了当年的许多建筑。 
 

  
 
 

就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山村，台南还保留了许多过去的生活方式，如早上去哪个地方

吃早点，让我想起小时候，爷爷搀着我的手在四川北路买大饼油条的情景。台南的低调，

从容，和慢生活，我想是因为不像台北高雄那么现代化，较少受全球化冲击。相比之下，

台北虽然还有些都市里的“村庄”，还有些独特的文化地标，如故宫博物院、龙华寺、士林
官邸、诚品书店等等，但还是有很多后现代“克隆”的痕迹。然而在台南，随处可见有鲜明
个性特色的（one of a kind）、有家族渊源，经营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小店，有些是经营小
吃，如“度小点”烩面；有些提供用品，包括手工制作的帆布包。我印象最深的是“莉莉
水果”；门面很小，顾客就坐在门前过道里品尝各种水果小吃。我吃的是红豆冰沙。  
 
 



  
莉莉水果店      手工制作背包的作坊 
 
 我从莉莉水果，想到了阳春面，想到了法国的葡萄酒文化，想到了德国人的工匠精

神。我琢磨，文化，简单地讲，就是一份讲究，是一份精益求精的坚持。由此推论，文化

的起源与人类社会劳作之余出现闲暇有关，如此，把阳春面作出档次，做出品位来，阳春

面或烩面才不只是填饱肚子的食物，而成为能让人回味和享受的对象。文化的消失，文脉

的断裂，意味着人失去了欣赏生活的能力，街坊，茶馆，天空，河流，除了实际效用，都

失去了意义和价值感 。所谓“没文化”，并非是没有受过学校教育，而是除了功名利禄、
洞房花烛、生老病死这些世俗关怀，没有了欣赏“无用”之物的能力。用这个标准，中国当
下的文化，不如晚明，不如宋朝，虽然中国人可以扎堆 PRADA，可以在挤爆瑞士名表店 
。 
 

谭帆说，还有所有制。是啊，在集体所有制下，产生不了这么有个人特色的水果店

，产生不了最地道的阳春面，因为那份讲究和坚持必然是个体的而非集体的追求。文化的

勃兴，来自这种由下而上的能量，需要的是宽松和自由的环境，还有从容的心态和个人的

品味、执著。 
 
“观念的水位” 
 
 刘瑜是一位近年最亮眼的政治学者，经同窗好友平心推荐，陆续买了她的《民主的

细节》，《观念的水位》。从教育的“微环境”到我对文化的感悟，让我想起了刘瑜的《观
念的水位》，想起张维迎的《观念的力量》。刘愉的观点是，中国人的观念在变，许多

20年无法想象的东西，现在已经为大家接受（比如同居，比如同性恋，比如宪政民主）
。张维迎的观点是，虽然利益驱动是人的行为的基本特征，但最终，观念会胜出，成为驱

动社会的力量。观念是有质感的。于无声处，革命在发生。观念最终能破局，能解开中国

的死结。 
 
 我问高老师，我的孩子在美国长大，他们已经美国化了。我所关注的中国，我的中

国文化的浸润，对他们是陌生的，甚至无关痛痒的。我能够做什么？高老师说，让孩子们

知道中国的文化魅力，中国的人生智慧。是啊，如果什么都不做，中国文化在我这一代就

会自生自灭，可惜了。我这些年回国，吃惊于多少同学的孩子去了国外发展。我希望我的



孩子能够保留至少些微的关于中国的美好记忆，包括这次在上海的“成人礼”。我希望他们
知道中国有数千年的很精致的语言和文化。女儿现在中文水平，能读李开复的自传。如果

她还能读苏轼的《水调歌头》，诸葛亮的《出师表》，还能领会其中的深奥幽玄，功莫大

焉，止于至善。 
 

回旋的尾声  
 
 2015年夏天，70天满满当当的中国之旅（包括大陆和台湾）结束了，我登上了联
合航空的的波音 747。飞机上我看了乔治克鲁尼主演的《明天的世界》，那个叫雅典娜的
小女神，让愤世嫉俗、委靡不振的几个大人打起了精神，选择了积极作为，而不是放弃逃

避。美国人的心态真年轻。 
 

半夜回到家里，又闻到青草味了。早晨起来，看见草坪上的草疯长，需要修理了。

前后院的几棵大树两个多月后已经郁郁葱葱，遮盖了大半个房子。天还是那么蓝。 
 
 2015年夏天，美国也热闹起来。地产大亨 Donald Trump，辩论中把其他所有共和
党竞选人给 trump 了。他的加入，把总统竞选变成夺人眼球的真人秀。不过他说“政治正
确”害了美国，我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希拉里也来捡便宜，说共和党成了 TRUMP的
天下，你除了投我的票，还能干嘛。哎，希奶奶，你这时就不要来凑热闹啦，这不，电邮

门你的麻烦又来了。不过，2016年我还是会投你一票哈。	  
 
 2015年夏天，《中国好声音》又来了。我通过这里的中文节目，听到了不少好歌
（如李维和周深联袂演唱的《贝加尔湖畔》）！当然，还有《中国好歌曲》（如张岭的《

啤酒 Blues》！）。有时我会跟这些对音乐痴迷，执着音乐人生的 80后、90后一起流泪
，为他们高兴。今年，周杰伦加盟了。他的《青花瓷》确实不错。 
 

在上海的最后一天，我在东平路上的“席家花园”餐厅做东，给张文质洗尘，也

感谢老季、筱华、愉康、建梁对我的关照。小时候，我们称这里徐汇区“上只角”，即高档
上海人住的地方，当年是诸多欧洲国家的租界。这里有许多独栋的欧式洋房，许多被改造

成餐厅，别有情调。席家花园是其中一个。 
 

饭后，我们走出餐厅，一股热浪袭来。这个炎热的夏夜，我和老季、文质意犹未尽

，从东平路头拐出，往衡山路方向去找家咖啡馆坐坐，一拐角，突见普希金铜像！原来，

我们正在汾阳路，岳阳路，桃江路交汇的三角地。我的记忆中，上次看到这个铜像还是

2004年左右，我到这里一个琴行为女儿买了一把小提琴。我在想，今天的年轻人，有多
少还知道普希金，是否读过《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否知道“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
伤…”  

 
“别逗了，大叔。你们已经是过气的一代”，我又自嘲起来。	  
	  



是啊，我们不可能再成为“嬉哈”音乐的鼓吹者，我们已经无法忍受震耳欲聋的夜店
。时代变了。华东师大里我们的第一宿舍，已经变身为“申大厦”了。可是，有些东西是不
变的。《贝加尔湖畔》依然回荡在空气中，肖邦的《波兰舞曲》依然美妙如初。	  
	  
	   	  在席家花园的那个夜晚，我们几个同学相约，来年一起去丽江（文质说是束河古
镇），住上一个礼拜。还有人提议去租一个四合院。丽江，那是个聊天、打牌或发呆的好

地方	  。有谁喜欢打牌，甚至愿意喝冷水或者被画茄勾鬓角？还是唱起我们毕业时唱过的
《莫斯科郊外的夜晚》，或者《深深的海洋》？ 
 
 我的心，又飞回了中国。 
 
 
写于 2015年 8月 15日 Albany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