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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行天下

共享更高品质的精
神与物质生活——“乐享
年华”！扫一扫，每天好
礼相送哦！

czrblexiang@126.com

时光进入2017年，再过几天，便将迎来周有光先生
112岁生日。先生为江南常州人。常州向有“抢寿碗”的
风俗。就是给高寿老人拜寿后，拿走寿宴用寿碗，以此祝
福寿星，沾寿星之福。先生的寿碗是特制的，我见到的从
2014年满109岁起，一年一款，有先生的亲笔题款和落
款。我已见到先生112岁的寿碗样品，一大一小，大碗的
图案为牡丹富贵图，小碗的图案为和合二仙图。这些都
是由先生的常州老乡西门王村先生一力筹办的。

清朝龚自珍有诗句：天下名士有部落，东南无与常
匹俦。常，就是常州。据统计，常州历史上共诞生进士
1500 多名，其中状元 9 名，宰相，督抚大员，著名文士，
数不胜数，国家级、世界级的名人多达 500 人。而常州
城内的青果巷，不过是依偎在古运河岸边的小小的一
条街，实在就是名士部落的大本营，有名之士多达100
多人。远的不说，即以近百年而论，文化人中，有晚清三
大谴责小说家之一的李伯元；世界上屈指可数的语言
天才，并同时为数学家、物理学家的赵元任先生。而周
有光先生就是赵元任先生的街坊。还有我国近代最重
要的实业家之一盛宣怀，我国的铁路、电报等等事业，
他都有着开创之功的。离这条小街一站路范围内，有苏
东坡的终老之地，有史学家赵翼、戏剧家洪深的故居，
现代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的故居也距此不远。还有被
称之为中共常州三杰的瞿秋白、恽代英、张太雷，等等。
而当下，常州籍的院士多达 66 人，仅从瞿秋白的母校
觅渡桥小学走出的院士就有7名。真可谓张目之处，必
见名士遗泽，举步之时，须步先贤后尘。

清朝末年，周有光先生出生于青果巷礼和堂。这是
一座典型的江南民居，两层木楼，一院两门，开前门，便
是古运河，纤夫需要通过周家的门庭走廊拉纤，周家人
走下自家门前的一坡麻石台阶，就可上船走向大江大
海，亦可在运河淘米洗菜清洁杂物。开后门，就是青果巷
街道，五行八作，熙熙攘攘，自家亦可开辟门面房经商。
礼和堂为青果巷八堂之一，先生早年离家游学四海，中
年以后定居北京，老宅已无人居住，现已被当地政府挂
牌保护了。而周家宅院已被开辟为以先生名讳命名的公
共图书馆，院内矗立着周有光和张允和夫妇铜像。

我是西北土著，未料却与常州结缘。2014年秋天，
受西门王村先生邀请，在常州考察一个多月，徒步走遍
了常州老城区的大街小巷，也曾造访太湖周边的众多村

镇，并受邀整理有关周有光先生的最新访谈录。为了开
展这项艰巨而光荣的工作，我拜读了周有光先生上千万
字的著作，实在是高山大河，无际无涯，受教何可限量。
同时，又浏览了大量的有关常州的历史人文典籍，得益
多多。2015 年 8 月，在北京担任鲁迅文学奖评委期间，
得半日之闲，冒着酷暑，横穿大半个北京城，随西门王村
拜访周有光先生。那天，先生精神健旺，由一名女性护工
照应，110岁的人了，思维敏捷，口齿清晰，言语往来，略
无障碍。只是天热，未敢过多打扰。此一别，忽忽经年，日
常的大多时间都在先生著作的海洋中畅游。2016 年 1
月20日，昨夜一场寒流，北京蓝天盈盈，却也冷风砭骨。
上午 10 时许，我随西门王村先生、蔷薇女士，一行 3 人
车抵小拐棒胡同。登记，进门，停车，左旁六层陈旧小楼，
即为国家语文委家属楼。楼梯窄狭，水泥铺面，拾阶至三
层，这就是去年夏天造访过的周有光先生的家，除了天
气热冷不同，岁月在这里仿佛是定格了的。

大师之家，实为陋室。室小厅狭，所有陈设无不简
陋，多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家庭用物。包括书房，
大约只有八九平米，三只硬木书架，架上书不多，并不
像传说中的坐拥书城的学术大师。我在记事本上写道：
大学者的书房似乎都不很大。这是有根据的，我见过的
大学者中，书房确实都很逼仄。

一护工接待客人，一护工照顾主人。先生自另一屋
坐软椅出来，换坐沙发。西门先生，蔷薇女士，都是周先
生常州老乡，时常前来拜问，熟客登门，自然来往，几无
寒暄，此行专为汇报常州礼和堂周有光先生夫妇铜像
落成之事。打开视频，先生眼里闪出亮光，笑道：像！铜
像落成时，西门王村曾电话征询我起名事宜，我心惶
然，不敢怠慢，斟酌再三，建议用“芙蓉并蒂”四字。取义
为，周氏夫妇一生伉丽情笃，清白无尘，且才学并驾，非
此四字，难以概全的。承蒙采纳，我心亦安。此铜像为西
门王村倾力倡导并襄助，西门王村为周有光先生以及
常州文化事业出力甚巨，却从不居功，言称为人做事尽
心尽力尽情而已，无须回报，若要回报，什么事不做，睡
大觉，安享清闲，便是最好回报。有事做，挺身而前，财
力物力人力，不遗余力，功成则身退，镜头前很难看到
他的身影。这就是那个网名叫西门王村的人。我说，你
是最爱常州的人。他笑而不语。常州地杰人灵，多有通
达之士，此可一观。

常州大学设有周有光语言文化学院，有志之士筹资
专设奖学基金，视频中有学子获奖场面，周有光先生羞
涩一笑说，江南自古为文化兴盛之地，人文基础雄厚，愿
年轻学子勉力学习，承续文脉。说及常州历史文化地位
时，先生说，江南向来富庶，农业文明发达，物有余而从
文，且水陆交通畅通，此为文化繁兴之前提。先生笑言，
江南是文化发达之地，青果巷又是江南文化的一个小小
中心，古曾辉煌，今亦辉煌。说起设于周宅礼和堂的周有
光图书馆即将启幕，先生说，办好公共图书馆是文化发
展大事，我们的图书馆服务项目单一，不仅要有公共阅
览，还要有各种学术讲座，图书馆本为繁忙场所，但我们
却将其变为清凉之地，这种状况需要改变。

常州上古开基先祖为吴太伯，吴太伯却是甘肃庆阳
人，正是我的故乡。即以西门王村家世而论，家谱上的先
辈中，东汉大哲学家王符赫然在列，而王符正是庆阳人。
常州与庆阳的缘分绵绵久长。我有幸参与编纂有关周先
生的著作，岂非宿命！常州经济发达，人才众多，但地域
狭小，自然资源贫乏，而庆阳正好相反，双方要是取长补
短，将是双赢。我曾做过一些联络工作，只因实在忙乱，
自己又不擅此道而作罢。

周有光先生正在奔向 112 岁高龄的门槛。在世界范
围内，如此高龄的人是有的，但思维如先生之敏捷，时空
概念如先生之清晰，谈吐如先生之优雅准确，令人望而顿
生礼佛之心者，不敢说唯一，不多见，则是肯定的。第一次
拜见先生，听说我来自兰州，先生当即说，兰州是一个了
不起的地方，有人说，兰州是文化的边疆，怎么可以这样
说呢，兰州以西还有多大的地方呢，兰州居中华文明重要
的文化线上，处在全国版图的中心位置，太重要了。隔了
一年半，再次见面，先生居然认出了我。先生在百岁寿诞
时，曾笑对客言，我的人生刚刚开始，今年1岁了。在90岁
以后，先生几乎年年都有新著面世，满百岁后，他还写文
章，接受记者采访，106岁寿诞时，先生仍然笑对客言，我
今年6岁了。这么说，先生今年该是12岁了。这几年，先生
不能写文章了，但在精神状况稍好时，他还可以为客人签
名，字迹仍保持着年轻时的风范，温婉而从容。

古人说，仁者寿。先生不仅仁，而且义，大仁大义。先
生年轻时就读圣约翰大学。谁都知道，这是旧中国最好
的大学，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这个学校的毕
业生，在社会上受欢迎的程度羡煞一个时代的中国学
子。毕业第一年，月工资就可达到至少 80 大洋，见习期
满，月工资则可达到 160 大洋左右，自己若勤快，还可有
几份兼职。先生在面临毕业时，上海爆发“五卅运动”，为
了支持同胞，圣约翰大学的部分老师和所有学生发起了
震惊中外的离校运动。也就是说，老师不在这个学校教
书了，学生不在这个学校上学了。一边是眼看到手的毕
业证和眼看到手的优厚待遇，一边是国耻国仇，和眼见
的流离失所。在此大是大非面前，先生和他的老师、同
学，义无反顾。抗战爆发后，先生面对上海的优渥生活，
再次义无反顾。他挈妇将雏，辗转来到大后方，利用他深
厚的经济学理论和丰富的理财经验，为抗战大业服务。这
期间，他唯一的女儿因医疗条件太差而夭折。

周有光先生是经济学出身，在金融领域顺风顺水，但
他业余时间对语言学情有独钟，并饶有成果。那个时候，我
国的语言学领域大家云集，但研究过字母学的语言学家却
很少。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各方面人才都缺，但文字改
革事业迫在眉睫，周总理点名让先生来京。此时，先生已经
年过半百了，为了国家的文字改革事业，由经济学改行语
言文字学，成为革命元老吴玉章的部下。半个世纪后，先生
对这次中年改行仍从容面对，他笑说，圣约翰大学倡导的
是博雅教育，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通识教育，修习的知识很
多，改行很容易。也就是这次改行，成就了一代语言学大
师，他用了3年时间，完成了“汉语拼音方案”和“汉字简化
方案”。这可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
后，先辈们用了377年，仍然没有完成的伟大事业。语言的
现代化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哪怕粗通汉语的
人，都可利用先生的成果通过手机轻松使用汉语。教育的
普及，文明的推广，离不开便捷而准确的语言。

去年冬天的那次拜见，不觉座谈移时，怕先生累着，虽
不舍，亦须告辞。据护工说，这是近几个月来先生精神状况
最好的一天。而这一天，小子何幸，得以聆听先生面教，当
为一生之幸。先生112岁寿诞在即，手捧先生寿碗，伫立黄
河之滨的寒风中，翘首北京城，惟愿先生一如昨日之康健。

马步升/文 胡平/摄

周有光先生的寿碗

天色未明，已近冬至，冷风中
裹挟着淅沥的小雨，带来阵阵湿
冷的寒气。搁在平时，这样的天
气，定是一个手捧香茗，遨游书海
的好时光。不过，偶得一“行万里
路”的好时机，有幸能与谢稚柳研
究会的理事、常博之友以及常博
其 他 志 愿 者 一 起 走 进 上 海 博 物
馆，走进上海的历史，倒也不负这
大好时光。

印象中的上海，恰似那橱窗里
的旗袍，有着四十年代的玲珑秀气，
却又不乏现代的时尚感。近代中国
文化的点点滴滴，都与上海这座城
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样，中
国的近代博物馆事业也与上海密切
相关。

初见之时，外观形如铜鼎，“天
圆地方”的圆顶方体基座设计，愈是
走近，历史厚重感愈是浓厚，这就是
中国四大博物馆之一——上海博物
馆。上海博物馆是一座大型的中国
古代艺术博物馆，建馆至今已有 60
余年的历史，地址也由原先的南京
西路移至现在的人民广场中轴线南
侧，与上海市政府相邻。

上海博物馆设有 11 个专馆，3
个展览厅。一楼的“中国古代青铜
器馆”，墨绿的色调，古朴的展柜，
顶部的射灯和柜内的灯光照明，营
造出了浓郁的青铜时代的文化氛
围。1200 平方米的展室内，陈列
了 400 余件精美的青铜器。一路
走来，青铜的历史剪影在脑海中层
层交叠，久久不能散去。二楼的

“中国古代陶瓷馆”，从原始社会的
彩陶至商、周原始瓷，东汉、三国、
西晋的青瓷，沿着陶瓷发展的轨
迹，一直到明、清两代景德镇的官

窑器，各个时代的陶瓷精品交相辉
映，精美绝伦。三楼的历代绘画
厅，柔和的灯光，配上一幅幅传统
绘画，笔墨之间，尽显古代大好河
山。深厚的传统，独特的风格，文
人的风采与雅兴可见一斑。四楼
的“中国少数民族工艺馆”，展现了
少数民族工艺品绚丽纷繁、百花齐
放的面貌；“中国历代玉器馆”，展
示了美玉和巧匠的完美结合；“中
国明清家具馆”中，厅堂、书斋、卧
房家具，个个都是匠心之作。

下一站，上海展览中心——蓬
皮杜现代艺术大师展。“我们希望以
一种游戏的方式，策划一场为观众
定制的、充满乐趣且奇妙的艺术发
现之旅，让所有大师作品齐聚一堂，
在梳理了 20 世纪绚烂艺术史的同
时，又展示了世界上最美博物馆之
一‘蓬皮杜艺术中心’的珍贵艺术收
藏。”的确，这场展览不仅是绘画艺
术的盛宴，更汇集了雕塑、建筑、摄
影以及家居设计，从多种角度告诉
我们，艺术是多样的，世界更远远不
止眼前所见，它是立体的，是多面
的，每一面都折射出不一样的光芒，
给人以视觉上的惊艳、思维上的超
越以及灵魂上的震撼。

一个是历史文化的积累沉淀，
一个是现代艺术的饕餮盛宴，不同
的时代里，不同的土地上，孕育出了
同样多彩绚丽的文化。这也许就是
上海的包容，她既古老，又璀璨、多
彩的文化在这里交汇互融，碰撞出
耀眼的火花。这更是文化的多样
性，它们经过时间的沉淀，在数十
年、甚至数百年后依然熠熠生辉，向
世人展现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类文明
创造的精髓。

吴天月 文/图

文化之旅，志愿前行

老挝与我们有 1 个小时的时
差。手机显示老挝时间 8 点，手表还
是北京时间 9 点。我们顶着大太阳
从住宿地丹萨旺出发。

这里的人起得晚，一般 8 点出
门，沿途店铺都没有开张，听说晚上5
点商店就关门打烊了。老挝都是私人
小店，没有大型商场。东盟外长会议
刚刚在万象结束，街上头电线杆上悬
挂着的宣传标语还没有撤下来。

万象路上皮卡车多，各种牌子
的高档车在沙石路上穿流而过。阿
力告诉我们，黄牌黑字照的是私车，
蓝牌黑字照的是公务车，红牌黑字
照的是警用车。白底黑字是贷款购
买的车，白底蓝字是外交用车。这种
细致的以颜色区分车辆跟中国有很
大不同，一目了然，也比较科学。

沿途村庄有色彩华丽的尖顶寺
庙。这些庙宇都是村庙，每一个人都
可以免费进庙拜佛，但是寺庙做成
博物馆就可以收费了。据介绍，哪里
有老龙族人哪里就有寺庙。老龙族
住平原，老听族住半山腰，老松族和
阿卡族住高山。这 3 个以“老”字开
头的民族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各
不相同，老挝共有这 3 个大的民族，
另有49个少数民族。

我们离开万象，前往万荣，一路
上，我不断向阿力这位1986年出生
的导游了解老挝的国情民俗。老挝
是个多山的内陆国家，人口 600 多
万，土地面积 23 万多平方公里。全
国几乎没有工业，以农业为主，特产
主要是红木雕、象牙雕、老啤酒。水
电、水泥工程都是中国人创建和承
包的。在老挝的中国人以四川人居
多，在旅途中总是与四川饭店不期
而遇，我们的团餐基本是在四川饭
店进行的。

老挝土地私有化，万象市区的
土地每平米 300 美元，郊区每平米
只要一二十元人民币。万象市区唯
一一个楼盘，是中国人开发的，但极
少有人购买。老挝人自己购买土地
建造房屋。

民间贫富不均，有钱土豪造的房
子占地面积多达几百亩。我们沿途看
到的一户人家，有广阔的庭院，白色
穹顶，房屋富丽堂皇，极尽奢华。

沿途绝大多数是红瓦高顶的典
型东南亚式两层或一层住宅，也有
板式老屋和简易的红顶棚户，红瓦
点缀在浓郁层叠的绿树中，充满异
域风情。

老挝对人口生育没有限制，一
家都有几个小孩，根据家庭能力，愿
意生多少孩子尽管生。孩子大多散
养，养育成本也不高。老挝政府对教
育比较重视，普及高中，但是执行得
并不太好，许多年轻人16岁就结婚
了。条件好的出国留学的比较多。

老挝实行全民公费医疗，但医
疗设备落后，有钱人生病了可以出
国治疗，没钱人在当地一般性就医，
如果没有治愈希望便不再强求，生
老病死顺其自然。

老挝护照免签10多个国家，老
挝人出国非常方便。

途中，我们在连锁的丹萨旺度
假村休憩，然后自费 180 元坐船观
赏南俄湖。游船十分简易，舱厅中央
摆放着一长排木桌，两边摆放着椅
子。我们靠着椅背耽溺在湖光山色
中，白云在山间升腾飘忽，湖间点缀
着几个不大的小岛，在如水的流光
中，真不知身处何处，究竟俄湖是我
还是我是俄湖。其实，有时候丢下相
机不拍照也挺好，不用眯着眼累傻
傻地聚焦，慵懒地自由地呼吸，享受
劳碌的生命中难得的放松。

李梅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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