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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来，我跟社会科学非常有
缘。

2003 年刚到常州工作时，我的
单位市体改办在局前街原市政府大
院 8 号楼。那栋楼只有三层，一楼是
社科联，二楼就是体改办，三楼是地
方志办公室。三个单位共用置放在
一、二楼楼梯间的大信箱，信函与报
刊都放在里面。我是学中文的，对社
会科学本来就非常感兴趣，看到信
箱里有许多社会科学类的杂志，正
对我胃口，于是取来一阅。

初到常州，孤身一人，晚上没
事，翻翻那些报刊便成为习惯。渐渐
地，我发现社会科学并不是空洞的
东西，相反，它如一盏盏明亮的灯
火，总是能给我温暖与光明，给我力
量。那段时间，好多夜晚，我都是沉
浸于社会科学的报刊中度过的。

我是文字工作者，业余时间写
点文章就成了一大爱好。社会科学
杂志上的理论文章看得多了，就感
觉自己以前写的东西有些轻薄，甚
至有些无病呻吟。我想，自己年龄也
不小了，应该写一点有深度厚度的
东西，再也不能流于表面了。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社会科学对于我确实
有暗室逢灯绝渡逢舟之感。

常州人文渊薮，名人众多，尤
其是以瞿秋白为代表的一大批共
产党人为了心中的理想而慷慨赴
义，他们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我、
打动了我。我在一些社会科学杂志
上读到过很多研究瞿秋白的文章，
我想，作为一个新常州人，近水楼
台先得月，我为什么不能在这方面
作一些探索呢？

说干就干。我开始收集有关瞿秋
白的材料，从网上买了瞿研大家陈铁
健著的《瞿秋白传》，报刊上只要有研
究瞿秋白的文章，不论是理论探讨还
是散文新作，我都想办法下载保存。
一有空就往瞿秋白纪念馆跑，亲身感
受瞿秋白当年生活的场景。时任瞿秋
白纪念馆馆长侯涤是位热心人，主动
将纪念馆编印的若干期《瞿秋白研
究》送给我。侯涤女士是瞿秋白研究
专家，她非常希望看到在瞿秋白研究
的道路上有新的力量汇入，推荐我加
入了江苏省瞿秋白研究会。该馆的唐
茹玉女士也对我研究瞿秋白给予了
不少帮助。

加入省瞿秋白研究会，获得知
识是一个方面，同时我还更深地感
受到了一些大家平易近人的风范与
严谨不苟的风格。2012年省瞿秋白
研究会在南京开会时，时任会长沈
达人不顾年高，仍旧出席会议，对与
会者寄予了殷切希望。学
者刘福勤老先生眼睛不
好，看材料不仅要戴眼镜，
还要用放大镜。记得他发
言时，说到激动处，霍地站
了起来，说：“谁说瞿秋白
研究已经到了尽头了？没

有，远远没有。比如，瞿秋白临终前
在未成稿目录中列出的‘黄先生’是
谁？谁能说出来？”他停顿了一下，会
场上也非常安静。刘老放缓了语气，
继续说：“所以，关键的问题还是我
们研究得不深入，下的功夫不够。不
将先烈的精神研究好发扬好，我们
愧对革命先驱的流血牺牲啊！”

老一辈学人的拳拳之心，让人
动容。

那年，省瞿秋白研究会所编的
《瞿秋白研究文丛》第六辑发表了我
的一篇论文，是研究《多余的话》的。
我知道，自己在研究瞿秋白方面是
个新人，文章发表后，心里有些不
安。没想到，此文还得到了好评。
2013 年 2 月 1 日，《文汇读书周报》
刊发了陈铁健先生的评论《观书心
语——〈瞿秋白研究文丛〉读后》，这
位瞿秋白研究的泰斗级人物在文章
中说：“《多余的话》已成百年话题，
总有说不完的话。康化椿、岳蕴之、
阳志文、周二中之文，皆有深度。”我
与陈铁健先生未曾谋面，我知道，这
只是瞿研大家给予我们的鼓励而
已。

我们经常讲，人总是要有点精
神的，这里的精神也许就是指社会
科学方面，或者说是社会科学才可
以给予人们一些精气神。“形而上者
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要繁荣昌盛，只有“道”

“器”并举，我们才可能真正实现两
条腿走路。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哲
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
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
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其发展水
平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思维能力、精
神品格、文明素质，体现了一个国家
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这些年来，我利用业余时间撰
写了一些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我
感觉自己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也
许有些人认为，搞这些东西没啥赚
头，万言不值一杯水。其实，金钱不
是衡量一项工作价值的唯一标准，
这个社会，是需要一些人在精神领
域默默耕耘的。我虽然做不到为天
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但我总可以朝着这条
路不断奔跑！

两年前，我从经济部门转岗到
党史部门，我愿意在哲学社会科学
这片天地里继续耕作下去。理论是
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其实，只
要我们是生活的有心人，理论也可
以是绿色的、晶莹的，因为，理论就
是生活绿茵上的露珠。

周二中

走近社会科学

从 12 岁起，我就开始住校了，
然后一直在外求学、工作，直到今天
还是漂泊在异乡。中学住校的时
候，对家的概念就是妈妈烧的好吃
的饭菜；大学时，对家的概念是伙食
费以及睡懒觉的港湾、基地；工作以
后对家的概念就是大后方、根据地。

这二十多年在外生活的我，与
家里的交流很多都是通过书信，印
象最深的也是书信，尽管绝大部分
已经难以找寻，但我依然记得其中
的很多很多⋯⋯

不管是住宿读书还是住校工
作，同学或同事每周一次或几次回
家，总是用绳兜或方便袋把名字叫
水果或菜的“家”拎来，而爸爸或大
哥只能用一张小小的邮票把“家”邮
给我。记得工作不久那年，工资很
低，狐朋狗友又多，买书考研的费用
都不够，于是写信跟家里求援。很
快，一封信随着汇款单就到了，那带
着父母体温、汗水和希望的家书，特
别是那句“只要是读书求学，就不要
担心钱的事情，有家里呢”一直支撑
着我，可惜的是后来多次搬家那封

信和很多物件一起散失了。
再后来，我因爱情来到美丽的

常州，老家离我也更远了，关于老家
的一切更是以书信为主了。记得有
一年我没有回老家过春节，大哥年
后寄来了小侄子的照片和一封家
书：“你没回来过年，妈妈天天念叨
⋯⋯文文（我侄子）也能叫人了，你
要是在家，肯定更热闹⋯⋯”我当即
流下了眼泪——因为我知道，不管
走多远，我的根在那里，那个贫瘠的
地方、那些羸弱的脊梁义无反顾撑
着我的天空，让我放心闯荡，也让我
永远思念⋯⋯

现如今，电话、手机、短信，微
博、微信成天围绕着我们，但我还是
喜欢书信：那收到书信的心情，是伸
长脖子久久等待后的满足；那轻轻
撕开信封的声音，仿佛就是家人轻
声私语和你诉说家长里短；捧起那
信件，仿佛就是捧着老家的河水、泥
土和炊烟；那一枚又薄又小的邮票
承载着许多车来船往都载不动的重
量——于是，我又一次把一切放进
信封：我在这头、老家在那头⋯⋯

老虎不哭

信里邮来的“家”

““我与社会科学我与社会科学””
有奖征文有奖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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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淮安参加研讨会

邂逅一位普洱茶人
周末的午后，偕闺蜜试时装、逛书

店，一时起了雅兴，想到长生巷的近园走
走。虽然园子美人迟暮，但雕梁玉砌犹
在，昔日繁华依稀。

正絮絮感慨时，阵雨如约而至，我们
在花径小道中穿梭避雨，竟误入一处幽
静小院，但见一位着素色中装的男子，正
悠闲地檐下听雨。

“好有雅兴哦！”不禁在心中赞叹。
孰料，女友忽然欣喜地叫道：“邢老师。”
我定睛一看，认识，在一次雅集上，他一
句“与普洱茶一起慢慢变老”语出惊人，
而他泡的普洱茶更是醇香甘洌，回味隽
永。

原来，这处古色古香的宅院是他的
“风龙宝鉴”茶舍。我环顾院子，满目青
翠，草木葳蕤，一只虎皮鹦鹉叫声婉转。
茶舍内，竹帘垂悬，环境优雅，氲氤着清
幽的茶香。

好朋友在茶舍偶遇，自然免不了品
茶。周作人曾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
下，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
年的尘梦。

确实，从钢筋水泥丛林中抽身，来到
这闹中取静的世外桃源，听窗外檐下夏
雨滴落，跟熟识的朋友品品茶、聊聊天，
多么惬意！

邢老师好客，取出一款叫“昔归”的
普洱招呼不速之客。果然名不虚传，汤
色橙黄油亮，喉韵沉香鲜爽，细啜一口，
一股兰香混合着蜜香在唇齿间悠然荡
漾；随着那道暖流沁入肺腑，让人顿感妥
帖舒服。

我们忙问这茶为什么这么好喝？没
想到，这一问，竟牵出了一位“茶痴”对普
洱茶的一片深情。

普洱如人
邢老师本名邢文凯，是常州纺织服

装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副教授。
说起与普洱茶结缘，还要追溯到

1998年他带毕业生去云南采风。邢文凯
说，也许乍一看，会觉得普洱茶颜值不高，
但是它的滋味有一副时光成就的美人风
骨，是一种醇厚善良交织成的包容，只需
轻轻一抿，它的丰满和醇厚，会让你的心
底注入暖暖阳光，舌尖回甘久久不散。

正因为如此，邢文凯对普洱茶就像
《牡丹亭》里讲的，“情不知所起，一往而
深”。屈指一算，已整整二十年了。

他说起一件事，让我们对他于普洱
茶的痴迷惊讶不已。也许前几年“梁朝
伟打飞的去巴黎喂鸽子”的微博，会让人
感慨人生的诗意与奢侈，无独有偶，邢文
凯有一次为了喝两款 30 多年的普洱老
茶，竟也飞到了昆明。那是他朋友在昆
明西山办茶会，邀请全国各地数位资深
茶人，第一天品主人的老茶，第二天品客
人带去的老茶，每喝完一款茶，就换相应
背景，有一种武林高手华山论剑的况味，
当然没有剑拔弩张，只是知音比肩的仪
式感，就像东晋王羲之“兰亭修禊”的流
觞曲水，让人油然产生一种棋逢对手的
陶醉，不仅是人与人，更是人与茶，那是
心灵上的愉悦，精神上的回归。

余秋雨先生认为，普洱茶的滋味在
陈酽、透润的基调下变幻无穷，对于老客
来说，每种味道的变换会慢慢聚集成他
一个安静的“心理仓贮”。邢文凯颇为认
同，“喝不同的普洱茶，其实是跟不同年
龄和性格的人打交道”。譬如，“金玉天”
如学识渊博、风趣幽默的男人，虽然长得
稍逊一筹，但像钱钟书、梁思成，哪个不
是年轻时其貌不扬，却并不影响他们成
为巨匠；而“糯伍”汤色金黄，水线细腻，
味道甜醇，像出身名门、貌美如花的才

女，让人不由想起林徽因、陆小曼；“冰
岛”汤厚挂杯，醇厚鲜美，15 泡后仍甜润
无比，像一位兰心惠质又雍容华贵的大
家闺秀。

他如此一番高谈阔论，让我深深觉
得，非雅致清淡之人不能体味其中的妙
境，他对普洱茶的一片深情，纤毫毕现！

千万里也要追寻你
如果茶有阅历之分，那普洱茶大约

是最辛苦的那种。它成长于高海拔的崇
山峻岭中，走过世界上复杂地形的高山
峡谷，穿越不同族群、语言和文化区域，
经过晒蒸压发酵等加工环节，才得以涅
槃重生。它经风霜后芬芳，历沧桑后静
美，化成一杯醇香。

邢文凯说，普洱茶得来不易，也就格
外珍惜与它的缘分。而普洱茶的布道是
由表及里的工程，先爽你的口，再取你的
神，最后万千草绿在心间生出芽来。

正因为如此，云南的山山水水像一
个巨大磁场，二十年来吸引邢文凯除了
教书，就是一往无前来一段说走就走的
茶山之旅。每一次去，都是初次。有时，
身未动，心已远。

迄今为止，他已跑遍勐海、普洱、临
沧等六大茶区，班章、冰岛、易武、昔归等
20 多个茶山。像今年春天他去云南收
茶，20多天行程达3800多公里。

为得到来自普洱茶农的第一手上好
古树纯料，他驱车于巍峨群山间，常常险
象环生。有时很长一段路都是盘旋着的
羊肠山路，一侧是嶙峋山石，一侧是万丈
深渊。最可怕的是遇到几次山石塌方，
汽车刚开过，后面红尘滚滚，令人回眸色
变。有时堵了一周道路才通畅，这对身
心对体力都是极大考验。

但好酒不怕巷子深，好茶何俱路途
远啊。一见到古茶树，譬如今年去怒江，
到一个新开发没几年的茶山，尽管道路
险峻，开了一天山路，但一走进一千多亩
的古茶园，一看到两千多年的野生古茶
树群，心里那种震撼和激动，无与伦比。

有时偶遇一款可遇不可求、一喝眼
神就亮的上好茶料，那感觉，真有“蓦然
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惊喜，一
切辛劳和坎坷顿时烟消云散。

他说，西南的土地是神奇的，那里山
谷青翠，蓝天高远，让人眼界开阔，俗念
全消，而那里的人，也耿直善良。有次他
和朋友到临沧茶区的懂过寨子看古树，
一进门，夫妻俩就要他喝三杯自酿白酒，
按当地风俗迎客酒必须喝，他硬着头皮
喝下；到了第二家，还要喝；到了第三家，
仍要喝。九杯白酒下肚，头晕目眩啊。
但意外的是，除了收到心仪好茶，茶农还
硬要留他们吃晚饭，说是鸡都杀了，那种
盛情和纯朴，让人格外感动！

为练就高超的识茶辨茶能力，他除
了行万里路阅茶无数，还潜心研究，经常
泡两种同样量的茶作对比，细细品鉴微
妙口感。同时不忘初心，以茶会友，以茶
交心，用一份真诚和温暖，引得众多茶友
闻香而来，大家徜徉其中，乐趣无穷。

听着邢文凯娓娓道来，我不禁对他
刮目相看——怎样成为内行？对一件事
物产生浓厚兴趣，不论多么辛苦，也要学
专学精。

他举止谦恭，意志坚忍，有淡泊高远
的境界和荣辱不惊的平常心，尽管身处
繁华闹市，内心依然清明简然，以对普洱
茶的一腔执著和赤诚，使他自己也像普
洱茶一样，在人生的大命题中，被岁月一
丝一缕蒸出了香气。

马联平 文/图

一位“茶痴”的普洱深情

周末看了《西游记之孙悟空三打白
骨精》这部电影后，感觉还是《西游记女
儿国》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单观影，不
与名著做任何比较，《女儿国》让我十分
感动，片中主题曲是由仓央嘉措的词改
编，而电影中的台词说道：爱一个人，与
爱众生，没有分别。大概是说爱一个人，
负如来，爱众生，负卿，所谓没有分别，是
既负如来又负卿。

如果说因为这些情爱而不能普渡众
生，那“我”便负了天下众人，因私人情爱
而辜负天下人，辜负佛祖，那“我”取经便
无意义可言，若无法普渡众生，“我”便负
了这一路走来的艰辛，负了自己。

因为种种无法放下的理由，玄奘还
是一路西行。

其实电影中，玄奘已经有些动摇了，
可是看到众生无法安定的神情，最终还
是决定放下。

在这时，爱情已经无法这么伟大了，
在更伟大的一份感情面前，爱情显得卑
微了起来，不管遇到多么艰难的事，总可
以摆摆手了确，却终不可得一份情。

我们所坚持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明确
的目标的么？若是想要成功，必须忍受
孤独，忍受常人无法想象的疼痛。

在《三打白骨精》中，悟空一棒子把
国王的金冠打碎，对师傅说：“这样的人，
比妖还歹毒，也不能打杀吗？”玄奘低下
头含着泪答道：“不可以。”一字一句都打
在我的心上。

是的，不能。再怎么歹毒，人终究是
人，与妖有别，倘若妖不伤人，仍旧不会
杀生，而国王对玄奘的善良不屑一顾：

“你积的什么功德果报，每句都是妄言，
每步都是杀虐，你取什么经，度什么人，
你取什么经？度什么人！”

国王之所以有这样的反应，是自己
没有得到救赎，觉得自己可怜，因为自己
可怜，为了自己的恶疾而去伤害别人，这
恐怕是玄奘度不了的人。

玄奘说取经是为了寻找真相，而有时
人性藏在这真相之下就显得尤为可怕。

其实两者皆可以度化，不管是国王
还是白骨夫人，只是玄奘暂时无能，对国
王是放过，希望他不再杀生，以善积德；
而对妖则是以命换轮回，愿意为妖向佛
祖求情，愿意为之付出生命。

而这世间再无此心善之人，如今我
们时时在经历道德绑架。我之前读过
一个故事，在公交车上一位老人上了
车，有一位中年向身边青年说：你怎么
不让位？”而青年的话让我过目不忘：

“我不是不让，让不让是我的自由，你不
说我也会让，只是我希望你不要用你的
善良来绑架我，如果你真的善良，为什
么自己不让座？”

是啊，仅凭让座就看出一个人道德的
高低了吗？这未免太苛刻，新闻报道过因

为没有让座而遭毒打，因地铁吃泡面而遭
辱骂。这是人们良知的底线了吗？

为何不宽容一点？在面对别人的问
题时，到底有没有想过自己是否曾经也

出现过这样的行为？总是看到别人的错
误和弱点，你的人生怎么会快乐？

玄奘取得的真经，恐怕也度不了现
代的那些“国王”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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