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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灵魂———索尔仁尼琴》
【美】约瑟夫·皮尔斯 著
上海三联书店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文学人物有哪

一位是媒体!指派角色"的受害者#那

么#这个人一定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

琴%无论何时提起他的名字#得到的几

乎都是类型化的概括% 人们被言之凿

凿地告知#他是一个末世论预言家#是

一个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是一个耶利

米式的严肃人物&对于当代世界#尤其

是当代俄罗斯#他是不合潮流的%

但是无论是遭受诽谤还是受到维

护# 索尔仁尼琴都是一个具有煽动性

的人物% 作者近期对这位作家进行了

深度采访#为本书增添了额外的洞见%

《心如钢铁地追求幸福》
囧之女神事务所出品
人民文学出版社

该 !女汉子
!

萌妹子
"

囧之女

神 " 是豆瓣网最受欢迎的红人之

一 #粉丝数量位于豆瓣一级梯队 #

并且影响力仍在上升 % 其所写日

记 ' 时评和书评常见于豆瓣首页

推荐 # 其行文清明理性与体贴人

心并存 # 对时下热门话题常有另

辟蹊径的独到见解 & 从
#$%%

年开

始在个人主页开辟情感专栏 #最

多月收信量达上百封 # 以对个案

条分缕析鞭辟入里的分析 ' 火爆

与公允冰火两重天并存的特色 #

深受广大豆友好评 %

《本色》
乐嘉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我的自剖录 #通过自

剖力图让你看清一些人性的真相和

世事的真相% 这本书#表面上谈了我

的故事#其实是在说你的人生% "!梦

想 "' !目标 "' !欲望 "' !热爱 "' !自

卑 " ((在解读人性的二十个话题

中# 乐嘉写下自己走过的一些路段#

写下内心隐秘的龌龊与不堪#写下一

路以来自我斗争时的煎熬与痛苦#写

下追求事业和生活平衡过程中的迷

茫与困惑% 借回忆之名#行自剖之事#

起人性笔记之效%

《易学人格学》
姜祖桐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以公理化易学撰写# 介绍了

&'

种人格的生成原理'建模方法和演

绎定律#内容高屋建瓴#读后令人耳目

一新%

书中首次全面介绍了易学逻辑的

起源'概念和应用方法#以周易复卦作

为!变体力学"分析工具#对现代心理学

的人格理论进行整合#将新物理学!动

体"运动规律应用于人际沟通#以社会

公众人物为案例#对人格心理演化规律

进行动力学分析#使古老的)易经*焕发

新生#使现代心理学走出迷津%

书与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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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营刘氏：望族的近代化
二、《旅沪通讯录》的量化分析（上）

1、职业
)通讯录*中涉及成年男性共

&(

人#除
'

人职业不明以外#另外
&)

人

均有详细的职业介绍% 其中政界的
%)

人#金融界
%*

人#商界
%%

人#教育界

+

人#军界
)

人#工程师
'

人#会计
*

人#医生
,

人#电影业
*

人#编辑
%

人'

药剂师
%

人'律师
%

人%

首先#从这上面可以发现#西营刘

氏在上海的所有成年男性成员中没有

一名是处于社会底层#没有普通工人和

小职员% 西营刘氏历史上可谓名人辈

出#整个清代这个家族产生进士
*%

人'

举人
*-

人#为官者更是层出不穷%旅居

上海的西营刘氏成员其中不乏清代名

人之后#如刘逢禄的玄孙刘廷煦'刘嗣

富的玄孙刘春圃'刘夔龙'刘度来之子

刘峄等% 虽然时代变迁#原有的科举功

名官职已不复存在#所有成年男性中也

只有年纪最大的刘琛-时年
&+

岁.在前

清时代任过知县#但刘氏成员依然均从

事上层的良好职业% 可以这么说#就算

到了新的时代
.

传统社会的名门望族依

然掌握着大量的经济' 社会和文化资

源#足以顺利地实现转型和过渡%

当然# 刘氏宗族本身的特点也起

到很大的作用% 刘氏宗族和很多以乡

土为根基的宗族不同# 他们原本便生

活在城市#不仅不是农民#绝大多数族

人甚至都不是城市平民# 基本上都属

于城市中上层阶级# 有一定的财富和

文化素质% 所以等到他们迁居上海之

后#较之其它一般宗族成员而言#有更

好的基础#掌握更多的资源#自然也就

更容易获得良好的职业%

其次#刘氏成员从政的人最多#加

上军界的
)

人#占了总数近三分之一#

可见# 从政依然是传统望族的优先选

择%在中国社会中#当官永远是获得各

种资源的最重要渠道# 望族为维系其

地位# 将做官作为第一选择是相当理

性的策略%又由于望族有做官的传统#

相对于社会上的一般人# 他们更加谙

熟官场的规则#因此也更容易获得晋升%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
%)

名从政的成员

中#除了刘琛是退休知县外#其余均为警

官'盐务官员和财税官员#这也是在当时

的中国政界掌握资源最为丰富' 获得利

益最多的行业% 刘氏成员均从事这三个

行业#就算是没有明确的职业策略规划#

也是长期混迹于官场之后的理性选择%

第三#从事金融'商业的人员已经超

过政界与军界人数之和%在传统中国#社

会既承认商人在交换有无#物质流通中所

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又对他们保持了一种

戒备#既妒羡其可以一本万利#过上富裕

的生活#又轻视贬低#认为他们身上只具

有铜臭气#所以商人有一块法定的生息空

间#又受到了诸多的限制% 常州以读书闻

名#其风俗本不重商#有!末流乃负贩"的

说法%像西营刘氏这样的名门望族始终把

科举放在第一位#从商则放在次一等的位

置% 但常州又地处商业发达的江南#交通

方便#市场繁荣#难免受到商业的影响#

更不可否认人有追逐利益的天性%

早在清乾嘉时期# 常州学者洪亮吉

已经说# 称从前人们或是务农# 或是读

书#就算经商的也会不忘耕种#而今天读

书人十之七八都在经商# 农民十之七八

也在经商%所以#虽然表面上没有强调经

商挣钱# 但实际上西营刘氏从事商业的

成员应该早就有#而且也不在少数%另一

方面#在中国社会中#政商不分的情况古

已有之%从政获得资源之后来从商#一直

是很多名门望族的经营策略# 他们相比

其它人来说# 要更加善于将政治权力和

金钱资本结合在一起#成为豪富%

苏南很多望族如常州盛氏' 无锡薛

氏'唐氏等一直是亦官亦商#刘氏家族也

不例外% 比如说刘翊宸在晚清曾经担任

过福建按察使# 退职回到常州之后便开

始经营典当业谋利# 他曾经在江阴'丹

阳'溧阳'南京'扬州等地开设连锁典当

铺二十多家%

到了近代# 情况更是发生了很大的

变化%商人的地位明显提高#从商成为了

又一个获得资源的重要渠道# 所以刘氏

家族中便大量出现了从事金融' 商业的

成员% 近代以后这一情况更加突出%

同时#官商一体'亦官亦商的情况也

是得到了延续% 如刘桐既是江苏民政府

实业司第一科科长# 也是安徽中国银行

行长% 又如刘春圃既是江苏淞沪警察厅

司法科长#又从商&其堂弟刘夔龙是北京

税务局参议#又有陆军少校的军衔#在上

海还是华丰面粉厂的股东% 这种政商不

分# 政商一家同样也是刘氏家族维持其

长远发展的一项理性策略%

第四# 在通讯录中有
'

位工程师'

,

名医生'

*

位会计师'

*

位电影从业人员'

%

位药剂师'

%

位律师'

%

位在 )大英晚

报*中担任编辑%这些代表社会现代化程

度的新兴职业的从业者出现# 是城市现

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同时也代表着现

代都市文化对传统名门望族择业观念的

影响% 这种情况在当时的名门望族中并

非罕见%如吴建华曾对常州庄氏第
%&

世

至第
%+

世进行过统计#发现其中也有大

量从事电报业'铁路业'海员'律师'翻译

等新兴职业的成员%

如果说医生是名门望族从业的传统

选择#编辑'药剂师'会计师'律师等和传

统择业观念还没有冲突的话# 那么
*

名

电影从业人员的出现#则代表了传统择业

观念的彻底转变% 在传统社会中#从事演

艺事业的所谓优伶# 向来为诸望族所排

斥% 如盛宣怀家族便在族谱中规定/如果

家族成员选择僧道'胥隶'优伶'屠夫等下

贱行业# 应该召开全族会议对其进行劝

谕#如果不思悔改#则要逐出族门%还专门

规定#如果成为娼妓'戏子'奴隶者#家谱

中要将其名字删去#包括他的妻儿子女都

严禁列入家谱中#三代以后#如果子孙能

够改过自新# 方才允许重新回到家族之

中#列入家谱%而到今天#电影从业人员已

经成为了高尚职业#不仅正大光明地记录

在案#而且其从业者均为名门之后% 刘尔

权的父亲是湖南阮州知州#外祖父是湖南

知县% 刘继群是清会元刘嗣绾的玄孙#父

亲刘明禔是候补知府# 外祖父史悠庆来

自常州另一望族#官居湖南知府%

第五#从)通讯录*中我们会发现一件

相当耐人寻味的事情% 在从事教育业的
+

人中#有
'

人在上海美专任教授#除了时

任上海美专校长#列名)通讯录*中的西营

刘氏成员著名美术大师刘海粟外#还有刘

海粟的哥哥刘荣昌'堂弟刘懽'侄子刘狮%

除了此
'

人外#还有
*

人为美专毕业生#

*

人现在美专读书#而
*

位美专毕业生则都

是刘荣昌的儿子% 刘氏在上海的
&(

名成

年男性中# 和美专发生关系的占了近

%$/

#这应该不能用偶然来解释%

很显然# 刘海粟作为上海美专的校

长#他对他的族人#尤其是血缘最亲近的

弟侄有着特殊的照顾% 诚然#我们不能否

认#有画鱼圣手之称的刘狮确实是出色的

画家#刘荣昌在美专教中国文学也有口皆

碑%但刘荣昌的两个美专毕业生的儿子此

后都从政#进美专读书可能只是他们向前

发展的跳板#他们能进美专看来也不一定

全凭美术上的天赋% 由此可知#即使在上

海美专这样的现代都市新型机构当中#教

师招聘和学生招收上#血缘关系仍然起到

了重要的作用%刘海粟既是现代意识极强

的艺术家#也是西营刘氏在上海滩上最有

名的人物#艺术上离经叛道'大胆创新和

在办学'用人上对血缘关系的重视这看似

矛盾的表现并存于他一身%这种情况也并

不只是在刘海粟的上海美专中存在%如刘

尚德是武进银行的经理#其子刘乾亦在武

进银行工作& 刘桐曾任蚌埠银行的经理#

其子刘勋率则是同家银行的主任%就业求

学中的血缘优势还扩大到同乡优势中#此

处仅举一例% 刘宪是常州职业学校校长#

他在上海之后#立即被同乡许冠群聘请到

了旗下的新亚药厂担任人事部经理#这显

然是同乡因素起的作用%这一切恰恰反映

了血缘等看似传统的东西在现代社会中

仍或明或暗地存在着#并依旧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

在一个异乡城市# 血缘关系是获得

工作和求学的捷径#即使今天也不例外%

船，应该驶向生命之岛
2000年这一年，无论是年初还是

年尾，钟声都响个不停。这一年，所有
的钟声都被命名为新千年的钟声。梅
林，一位留学生，以最优成绩拿到了德
国的博士学位，生了一个儿子，事业扬
帆起航，她被这所有的钟声牵引着，被
这所有的钟声鼓舞着，被这所有的钟
声追击着，忙碌了一年。

这一年，不多不少，是梅林三十六
岁的本命年，梅林属龙，龙是中国的图
腾，象征着智慧、勇猛和胜利。

年底，梅林获得了一份忙碌后的
生日礼物：一纸医生诊断。直肠癌晚
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

太年轻。医生们都叹息不已。为了
挽救一个年轻的生命，12月 18日，赶
在圣诞节前，医生们为梅林施行恶性
肿瘤和直肠彻底切除大手术。手术后
梅林流血不止。德国的医院不允许亲
属陪同，但主治医生有些慌了，让护士
通知梅林亲属。护士说住院登记时就
问过梅林女士了，她在德国只有一个
儿子，一岁多一点，没有其他亲属。

梅林处在昏迷中，如同被放入了
一艘船，白衣死神静立于船首，任船驶
向死亡之岛。

死亡之岛峭壁林立，黑浪滔天，乌
云滚滚。

梅林挣扎。
船，应该驶向生命之岛……
天空，将重放异彩……
不知过了多久，梅林感到手臂上

发凉，苏醒过来，她看见了吉姆,站在
病床前，手里捧着的一束花在晃动。但
是这个人，既不是丈夫，也不能只称为
朋友，更不是梅林的血缘亲属，他偏
偏是梅林的前夫。一年多前梅林生下
了一位中国人的孩子，和吉姆离婚
了。羞愧甚至羞耻，怅然而又无奈，梅
林微微一笑马上别过头去，免得吉姆
看到她正往眼眶涌的泪水。此时梅林
除了别过头，也没有其他办法，两只
胳膊上都插满了管子、针头，泪水流
出来没法抬手擦。哪知梅林强忍着不
哭，却听到吉姆呜呜地哭，声音断断
续续：“梅，林，你醒来了，我以为你会
死??”听到这话，梅林全身的每一根
神经每一个细胞都彻底苏醒了，彻底
活了，气愤直往上涌，取代了羞愧、羞
耻和其他，她转回头冲着吉姆，不在乎
他看到自己的泪水，居然发出不小的
声音：“梅，林，你别乱叫梅林，你就只
会说蠢话，我怎么会死，怎么能死，坦
坦这么小。”冲口而出说到儿子，梅林
抬眼看看吉姆,无法再说下去，无力
地闭上双眼。

梅林闭上了眼睛，耳边却回荡起

吉姆数年来对梅林的各种呼唤声，因为
梅林给吉姆解释过，她姓梅，妈妈生她的
那天，窗外一片梅树都开了花，爸爸就给
她取名梅林。从小梅林就被父亲耳提面
命：你姓梅，天生就是冬天不畏严寒盛开
的花，林取博大宽广之意，爸爸希望你长
大后有博大精深的知识，更有宽广的胸
怀。在成长的岁月中，梅林隐隐约约觉得
父亲取名未必想那么多和远，父母第二个
孩子还是生的女儿，妈妈怀了第三胎，但
是父母决定全力抚养两个女儿，不要了，
妈妈说打下来的第三胎医生说是个男孩。
一定是从那个时候起，父母决定将两个女
儿当男孩来培养，尤其是对长女，所以父
亲把梅林姓、名的意思都强化了。吉姆曾
经是梅林的男朋友，后来又成了丈夫，他
应该叫梅林的名字，林，但是吉姆也喜欢
上梅花，叫梅林的时候，经常温柔地叫一
声“林”，又欢喜地补上一声“梅”，偶尔急
的时候，就“林、梅、梅、林”颠三倒四地叫，
叫得梅林有些欢喜也有些烦。

眼睛闭着，梅林想，人之将死，其言也
善，看来我还不会死，因为我言又不善了，
我怎么还有气愤，还想叫起来。梅林的气
愤，一定藏得很深，很秘密，多数时候甚至
被梅林掩饰得很好，别人不会知道。

梅林真怨，怨恨命运。

怎么是我？这么年轻患癌症的怎么
偏偏是我。梅林小时候得够了病，三岁得
过胸膜炎，四岁得过肺炎，胸膜炎、肺炎
来得快去得也快，但是梅林五岁在幼儿
园又被传染上肝炎，肝炎好起来就没有
那么快了，间或几年复发，而且一直到
中学梅林的肝都肿大。惹妈妈生气的时
候，妈妈说梅林你怎么就不得脑膜炎
呢？宁愿你得脑膜炎，其他别的“炎”
（盐）都别得，都省着给我做菜用。宁愿
你得了脑膜炎脑子笨一点，别的“炎”没
得身体好一点，我就少操了好多心，身
体少受好多累。梅林小时候，妈妈尽抱
着她看病上医院了。可是梅林偏偏另
样，梅林不仅没有得脑膜炎，脑子还好
使得很，小学、中学一路成绩第一，妈妈
也没有觉得梅林多了不起，梅林的成绩
本她不看，倒是老看梅林的病历本，妈
妈把梅林所有的病历本都收得好好的，
说今后凭着这些厚厚的病历本梅林也
许不用去农村插队，那她抱梅林、背梅林
看病才没有白费力气。哪里知道1977年
恢复高考了，等到梅林中学毕业参加高
考，妈妈慌了，把梅林所有的病历本一把
火都烧掉了，好像烧掉了病历，女儿就从
来什么病也没有得过似的。好在女儿还争
气，不知不觉中已经长成健康的大姑娘，

高考体检一次性通过，上了北大。妈妈又
说，梅林你小时候得过足够多的病，有足
够的免疫力，今后什么病也不会得了。是
啊，梅林上了北大，身体越来越好，成绩也
不错，又考上了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又出了
国，出了国又获得了博士学位，获得了博士
学位梅林才开始工作，工作挣钱了才能孝
顺父母，才敢生儿子。转眼梅林三十六岁
了，儿子才一岁多。

怎么就是我得癌症啊？？？梅林真怨。
梅林有怨恨，但是自己也未必知道。此时
此刻，梅林刚从手术的昏迷中醒来，怨恨
被满身的管子、瓶子装得紧紧，被缝伤口
的线锁得密密，梅林自己都不知道。但是
这个吉姆，他跑来了，而且来了第一句话
就说以为梅林会死，把梅林心底的怨恨
像马蜂窝样捅破，让梅林的怨恨往上冒。

梅林不仅有怨恨，她还有恐惧，极大
的恐惧。

……
梅林是癌症晚期，不仅淋巴转移，而

且还转移到肝了。
梅林有极大的恐惧。
但是梅林除了怨恨和极大的恐惧之

外，她还坚守希望。
-本文节选自)结婚话语权*#题目为

编者所加.

寒 风 吹 彻
雪落在那些年雪落过的地方，我

已经不注意它们了。比落雪更重要的事
情开始降临到生活中。三十岁的我，似
乎对这个冬天的来临漠不关心，却又好
像一直在倾听落雪的声音，期待着又一
场雪俏无声息地覆盖村庄和田野。

我静坐在屋子里，火炉上烤着几
片馍馍，一小碟咸菜放在炉旁的木凳
上，屋里光线暗淡。许久以后我还记起
我在这样的一个雪天，围抱火炉，吃咸
菜啃馍馍想着一些人和事情，想得深
远而入神。柴禾在炉中啪啪地燃烧着，
炉火通红，我的手和脸都烤得发烫了，
脊背却依旧凉飕飕的。寒风正从我看
不见的一道门缝吹进来。冬天又一次
来到村里，来到我的家。我把怕冻的东
西一一搬进屋子，糊好窗户，挂上去年
冬天的棉门帘，寒风还是进来了。它比
我更熟悉墙上的每一道细微裂缝。

就在前一天，我似乎已经预感到
大雪来临。我劈好足够烧半个月的柴
禾，整齐地码在窗台下；把院子扫得干
干净净，无意中像在迎接一位久违的
贵宾———把生活中的一些事情扫到一
边，腾出干净的一片地方来让雪落下。
下午我还走出村子，到田野里转了一
圈。我没顾上割回来的一地葵花秆，将
在大雪中站一个冬天。每年下雪之前，
都会发现有一两件顾不上干完的事而
被搁一个冬天。冬天，有多少人放下一
年的事情，像我一样用自己那只冰手，
从头到尾地抚摸自己的一生。

屋子里更暗了，我看不见雪。但我
知道雪在落，漫天地落。落在房顶和柴垛
上，落在扫干净的院子里，落在远远近近
的路上。我要等雪落定了再出去。我再不
像以往，每逢第一场雪，都会怀着莫名的
兴奋，站在屋檐下观看好一阵，或光着头
钻进大雪中，好像有意要让雪知道世上
有我这样一个人，却不知道寒冷早已盯
住了我活蹦乱跳的年轻生命。

经过许多个冬天之后，我才渐渐
明白自己再躲不过雪，无论我蜷缩在
屋子里，还是远在冬天的另一个地方，
纷纷扬扬的雪，都会落在我正经历的
一段岁月里。当一个人的岁月像荒野
一样敞开时，他便再无法照管好自己。

就像现在，我紧围着火炉，努力想

烤热自己。我的一根骨头，却露在屋外
的寒风中，隐隐作疼。那是我多年前冻
坏的一根骨头，我再不能像捡一根牛骨
头一样，把它捡回到火炉旁烤热。它永
远地冻坏在那段天亮前的雪路上了。

那个冬天我十四岁，赶着牛车去
沙漠里拉柴禾。那时一村人都是靠长
在沙漠里的梭梭柴取暖过冬。因为不
断砍挖，有柴禾的地方越来越远。往往
要用一天半夜时间才能拉回一车柴
禾。每次拉柴禾，都是母亲半夜起来做
好饭，装好水和馍馍，然后叫醒我。有
时父亲也会起来帮我套好车。我对寒
冷的认识是从那些夜晚开始的。

牛车一走出村子，寒冷便从四面
八方拥围而来，把你从家里带出的那
点温暖搜刮得一干二净，浑身上下只
剩下寒冷。

那个夜晚并不比其他夜晚更冷。
……
此后的好一阵，我们再没说这事，

只顾静静地走路。快到家门口时，母亲
说了句：天热了。

我抬头看了看母亲，她的身上正
冒着热气，或许是走路的缘故，不过天
气真的转热了。对母亲来说，这个冬天
已经过去了。

“天热了过来喧喧。”我又想起姑妈
的这句话。这个春天再不属于姑妈了。
她熬过了许多个冬天还是被这个冬天
留住了。我想起爷爷奶奶也是分别死在
几年前的冬天。母亲还活着。我们在世
上的亲人会越来越少。我告诉自己，不
管天冷天热，我都常过来和母亲坐坐。

母亲拉扯大她的七个儿女。她老
了。我们长高长大的七个儿女，或许能
为母亲挡住一丝的寒冷。每当儿女们
回到家里，母亲都会特别高兴，家里也
顿时平添热闹的气氛。

但母亲斑白的双鬃分明让我感到
她一个人的冬天已经来临，那些雪开始
不退、冰霜开始不融化———无论春天来
了，还是儿女们的孝心和温暖备至。

隔着三十年这样的人生距离，我
感觉着母亲独自在冬天的透心寒冷。
我无能为力……

-小原荐自)一个人的村庄*# 浙

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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