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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三十年了，過去歲月的痕跡還在體內作怪，就像是一種遺傳的精神病

症,，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們回望自己塑造的過去。就像被攪起的沉在

河底的落葉，再次翻捲於寬闊的水體，那些微瀾並不只是水面清風的造物，落葉

自身的微力或許也是造成變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誰能區別浪花和深流呢，

它們相互轉化，本屬一體，倒是落葉的漂流標示著運動的方向。生活就如博爾赫

斯的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1976 年 1月 8日的早晨，像往常一樣，我挎著書包向護城河南側的魯迅中

學走去。水面波光粼粼，岸邊如平日一樣安寧。新北門橋坐落在護城河的西北邊， 

東邊是乾隆登岸的冶春禦碼頭，西邊拐彎就是瘦西湖。同學柏鵬匆匆走過來。他

面色凝重，不像 16 歲的少年。臨到跟前，他劈頭就是一句：週總理逝世了。我

的心突然下沉。我們一路往學校走，到了教室，用粉筆在黑板上寫上了悼念週總

理的大幅標語。那些日子並沒有停課，但標語在黑板上停留了約一周，上課的老

師們誰也不願將字跡擦掉。他們在那行大字前講課的身影偶爾還會浮現在我的眼

前。 

那是我的中學時代的最後一個學期，很快就是寒假了。但可能是正處於敏感

的時期，免得我們畢業後惹是生非，開春之後，我們這一屆又延長了一個學期。

我總計在中學呆了四年半，加上小學的五年半，從 1966 至 1976 年，正好覆蓋

“文革”十年。 1976年，與週總理遺言相關的各種手抄本及“反動謠言”四處

飄散。語文老師夏耘曾花力氣研究和整理揚州評話，在課堂上，他用一種評話式

的幽默調侃當時的政治，但清查謠言時，他又以同樣的方式告訴大家他從來沒有

說過在同一個講台上說過的話。我們目瞪口呆，但心照不宣。 

追查謠言的事不了了之，學校乾脆讓同學們外出拉練，住到農場去勞動，省

得在畢業前夕出事。拉練的路途從揚州到邵伯再到高郵，跑得我們滿腳水泡，然

後轉回揚州。途中，班主任劉穎老師走在隊伍後面，她那時也就是三十出頭吧，

還梳著辮子，悄悄地向柏鵬講述她的看法，柏鵬又轉告我。師生間共享某種犯忌

的秘密，是一種奇特的政治經驗。拉練之後，我們就到揚州農科所的農場勞動，

“四五”事件發生的時候，我們同屋的十餘個男生一起剃了光頭，在不允許遊行

的告誡下，排成一行,先在宿舍內而後圍繞宿舍外側，魚貫而行。沒有呼喊，但

有歌唱，光著頭歌唱。那可是在電影《紅高粱》上映的十多年之前。我們都在 16 

歲上下，叛逆的年齡，對於政治並不真懂，但一種政治的氛圍以特殊的方式衝擊

著敏感的神經。 



到五、六月，學校提前放假，我們畢業了。那時上山下鄉尚未結束，有些同

學下鄉去了。我未滿 17 歲，未達法定的工作年齡，既不能下鄉，也不能分配工

作。 7 月間唐山地震，全國都受了驚嚇。附近的溧陽晃了幾下，倒了幾間房，

這一帶據說也在遍布全國的四條地震帶的其中一條上。那時最出名的人物就是地

質學家李四光了。柏鵬先到揚州師範學院的地震觀測室打工，天天盯著儀表，我

偶爾去看他，很是羨慕。我和幾個院子裡一起長大的朋友每天拿著老虎鉗，走家

串戶，幫人搭建防震棚。從 1976 年夏季到 1977 春天，我們在防震棚裡住了近

一年。防震棚的兩側先是用葵花桿編制，後來有了蘆席，上面則先是塑料布，後

來變成了油氈。冬天寒冷，夏天炎熱，我的曾祖母大概是在棚子裡受了寒，第二

年就去世了。 

就在鬧地震的時候，我開始了打工生涯。臨時工不需要簽任何合同，只要得

到工廠的許諾，就去上班，按天或按月拿錢，沒活時就走人。我的第一份臨時工

是在揚州製罐廠做絞肉工，按天拿工資，一天一元錢。每天早晨，我用鐵皮車從

冷庫裡將已經切開的豬肉按肥肉和瘦肉兩種，推到車間，然後用戴了紗布手套的

手將凍肉自鐵皮車中裝入臉盆，提至半空，倒入絞肉機。這是第一道工序，接下

去是肥瘦合併攪拌，加入調料等，最終裝罐、加熱。挖了幾臉盆肉之後，必須將

冰凍的雙手浸在熱水中恢復知覺。 

休息的時候，我們圍在巨大的榨油機旁邊，等待出油後，拿幾塊油渣放入嘴

裡，那可真香。工作中偶爾不慎，有人將手套或毛巾一併放入了絞肉機，又湊巧

被檢驗科抽檢出來，這一批罐頭就報廢了。報廢的罐頭廉價賣給我們。那時豬肉

和油配給，每月每人半斤肉，能得到一、兩罐額外的廉價罐頭，父母總是很高興。

買罐頭時，工廠要求將罐頭瓶退還，我只能將肉和湯汁倒入飯盒，放在雪地裡冷

凍，凝固後再怀揣回家。 

製罐廠在運河的東側，距離我家較遠。離那兒不遠，是南宋末年為紀念南宋

咸淳年間（1266-1274）來揚州傳教的穆斯林聖人普哈丁而建的墓園和清真寺。

普哈丁是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女婿阿里支系第 16 世裔孫，德祜元年（1275）

7 月 20 日由天津南下時病逝於運河舟中。該墓系遵其囑而葬於揚州城東古運河

畔高崗。寺院、墓域兩分，其中墓域葬有普哈丁、法納兩個墓亭及明清時代的穆

斯林墳墓。臨河的正門門額刻石為“西域先賢普哈丁之墓”，下署“乾隆丙辰重

建”。清末重修墓園，回族將軍左寶貴等就埋在園內。園內墓碑上刻有銘文：“宋

德祜元年西域至聖一十六世後裔大先賢補哈丁，宋景炎三年西域先賢撒敢達，明

成化元年西域大賢馬哈謨德，明成化五年西域先賢展馬陸丁，明弘治十一年先賢

法納。”墓園坐東朝西，墓亭為阿拉伯制式，但通往正門的石橋上卻像揚州園林

一樣刻有獅、猴等動物，顯見其入鄉隨俗。 

那時家中只有一輛自行車，每次我從運河西側登車穿過解放橋，都可以在運



河的波光中，看見普哈丁墓園中鬱鬱蔥蔥的樹木的倒影。早晨 8點上班，因趕工

加，,每天晚上 10點下班。我至今還記得雪夜歸家的景象，沿護城河向前伸展的，

是鹽阜路，兩側的樹冠上墜滿雪花，在積雪上行走的車輪時時打滑，南方的雪落

在年輕的臉上，旋即化開， 沿著臉頰滴落。這是我第一份掙錢的工作。 

幾個月後，那批活趕完了，我失去了工作，遂轉入離家很近的揚州毛紡廠打

工。紡織廠的工作是 24小時三班倒，每週輪換一次。就在工廠大門內的院子裡， 

經人引薦，我見到了廠辦夏主任。他一邊聽我的自我介紹，一邊上下打量我，之

後就吩咐我去電工房跟著小張師傅做事。兩週之後，廠裡在擋車車間開大會，天

氣炎熱，工人們要求將車間裡用於噴灑水霧、沉降棉絮的巨型風扇打開。我去接

線，將兩個很粗的銅線插入接線板，卻不料銅線內層的橡膠已經腐爛，只剩外側

的蛇皮層了，那是不絕緣的。我將線頭插入接線板的瞬間，耳邊響起了驚雷，天

崩地裂,但幸運的是我遭電擊時手被彈開了。當著全廠工人的面，我呆若木雞,，

愣愣地站在那個高台上，風扇轟鳴起來，將細細的水霧噴向六、七十米的空間。

正在講話的廠長怒不可遏地喝令關掉，但我像木頭一般毫無反應。 

大難不死的次日，我被調離了電工房，到了擋車車間，在一百位擋車女工中

間，擔任唯一的打包工。一百位擋車工中，有不少是郊區農民工，她們文化不高,，

有些根本不識字，但心靈手巧；另有一些則是中學畢業後分配來的。擋車車間轟

鳴不息，我大約在一周之後漸漸適應，夜班時竟會在沙包上睡著了。驚醒時，台

子上紡完的線團已經高高堆起，等待打包，讓我頓起絕望的感覺。那時常常夜間

停電，只見車間內外手電的光柱四處亂跳。 

我在電工房時的師傅小張正在追求我們車間的小謝師傅，停電時，他總是叫

上我，邀請小謝師傅到揚州市中心的唯一一家 24 小時開的麵店吃麵。小謝師傅

高中畢業，在魯迅中學高我兩班，戴副黃色的圓邊眼睛，顯得很文氣，但性格卻

很直爽。有時天亮了電還沒有來，她就拿出羽毛球拍，帶著我在廠門外的馬路上

打羽毛球。小張師傅人好、熱心、誠懇， 典型的工人模樣。在那些停電的夜晚，

我常在他們旁邊當燈泡，吃完了面，就回我的紗堆上睡覺去了。他們最後還是沒

成。小謝師傅（我們那時叫她老謝）嫁給了另一個姓張的同事，他高中畢業，會

畫畫，我們廠的毛主席像也是他畫的。 

1977 年秋季，我和柏鵬等幾個童年的朋友一道被分配到無線電元件一廠。

臨時工不算正式工作，沒有勞動合同，我的檔案表上填寫的工作日期就從進入元

件一廠開始，但我在前兩家工廠打工的時間長於這份只延續了短短幾個月的工作。

元件一廠與紡織廠一樣，也是一家大集體性質的工廠。那時的工廠分國營、大集

體和小集體三種，勞保待遇各不相同，但工資的差別並不很大。徒工的工資起初

是 13 元，到我離開的時候漲到了 16 元。有了工資，但糧票卻從學生口糧的 32

斤變成了成人口糧的 28斤。 



元件一廠常常沒有活干，就听師傅們聊天。我們車間的工人多是長江越劇團

解散後併入工廠的女演員，車間主任姓馬，就是原來越劇團的團長，唱老生的。

她聲音低沉又洪亮，性格很爽朗，而師傅們多半很俊俏，坐在那裡家長里短，自

己的丈夫或別人的丈夫，當然還有孩子，是說不完的話題。有位漂亮的女工，常

在丈夫休息時同時休假，其他女工滿臉鄙夷，卻又明顯帶著羨慕和忌妒。她們相

互找碴，也相互幫助，但對新來的年輕人一律很好。每天就上那幾個螺釘，實在

沉悶，我有時藉故走開，將大禮堂的門關起來，與其他年輕人打乒乓球。 

在她們中間，我像一個心不在焉的、時時溜號的龍套。馬主任來車間查看，

就像劇團的團長在上台前的最後一次檢查，又像舞台上的老生，凝視著坐在桌前

的青衣與花旦們。女工們見我不在，總是打掩護地說，剛才還在這兒，或許是上

廁所去了吧。有一回，我們正在禮堂裡廝殺，關閉的大門忽然響起來了，一個工

人闖了進來，說馬團長要你們立刻回去。我們回到各自的車間，心惴惴地跳，但

她見到我們時，只是會心地笑笑。工廠不只是生產機構，也是一個單位。所謂單

位大致介於街道與生產機構之間——說它像街道，是因為工廠是一個社區，人與

人的交往很頻密，除了讀報學習，家長里短，平時常在一起聊天,，人和人之間

像住在一個街道上的鄰居；說它是工廠，是因為它不同於純粹的街道，承擔著生

產的任務，發放工資，也提供一些勞保費用。 

進廠不久，國家就宣布要恢復高考了。但偏巧高考前的那三個月廠裡來了活，

是一批軍用電話，我就在那裡裝配螺釘。雖然簡陋，卻是流水作業，偷懶不得， 

找不到時間複習。上大學是一個潮流，但我並沒有很多的渴望，覺得當工人也很

好。十年間畢業的學生全部擠在同一年考試，而恢復的學校又不那麼多，父母對

我能否考取心中沒有數，只是表示不希望我上文科。那年的高考分初考和復試兩

次，初考通過後還有一次選擇的機會。複試公佈後重新填表的那天，父母都不在

家，我就在表上將理科改成了文科。那天晚上，父母為此與我爭執起來，可表格

已經送走，覆水難收了。他們自己從事的是文科工作，卻對文科如此敵視，給我

留下極深印象。 

1978 年 3月 1日，我和其他的 77級大學生一樣，終於入學了。 

 

我的學校我的家 

 

揚州師院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從小在這里居住玩耍。每次回家鄉探望父母，

與朋友相聚，除了偶爾的例外，我都住在瘦西湖邊、師院東門內的專家樓。那個

地方距離我出生後的第一個居所，大約一、兩分鐘的路程，距離我的少年和青年

時代的家不足十分鐘的路程。在這方小小的空間裡，居住著我從小就熟悉的前輩

和父母的同事、朋友，但從 1978 年起，他們——連同我的母親——突然間也成



了我的老師。 

在自己從小長大的環境中上大學，尷尬是難免的。若是某門考試成績不好，

母親很快就知道了。但最尷尬的並不是這些，而是母親成了老師。每次她進入教

室開始講課，我都緊張得很，生怕她說錯了什麼；每逢她的課程，我都坐在最後，

不能分清是在聽講，還是在看她講課；每次課程結束，我都像是鬆了一口氣。我

至今還不能分辨為什麼她講課的時候，我會那麼緊張——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她。

我希望母親是完美的。這是奇怪的母子間的感應，但我的母親未必知道我總是為

她緊張。 

我的家坐落在臨近護城河的師院新北門宿舍，那是一個由竹籬笆圍起的紅瓦

灰牆的平房構成的村落，四十戶人家，中間是一個幼兒園。籬笆的南側是麥田，

麥田過去是一片丘陵狀的松樹林，過了松樹林就是通往瘦西湖的護城河；北側有

條不寬的馬路，馬路的另一面是劉莊的田野，形似駱駝的土丘坐落在不遠處，那

下面有個魚塘。天暖和的時候，幾個兒時的朋友會跳入池塘，故意將水攪混，逼

得那些鰱魚竄出水面。 

我家的南門正對著譚佛雛老師（1919-1997）和孫龍父老師（1917-1979）兩

家的北門。譚老師是湖南津市人，早年畢業於國立湖南大學中文系，身材矮小，

戴老式眼睛，他給我們講課用的講義後來集結成為《王國維詩學研究》，至今仍

是王國維研究的代表性著作。老一代學者中舊學修養好的人很多，但地處邊緣，

西學修養好的就不多了，譚先生的專業為中國古典文論和古典美學，是老一代中

少數通外文並對西方理論有精深理解的人。他的《人間詞話》 和《紅樓夢評論》

課程，逐篇逐句詳解，旁徵博引，從中國的典故，到柏拉圖、叔本華和尼采，我

們就在知識的雲霧中穿行。譚先生上課前總要喝杯酒提神，講解時臉頰上泛著一

層紅光，王國維的簡短的文字就在他帶著湖南鄉音的聲調中漸漸地負載起深文大

義，讓我們對於何謂深入字裡行間——古人所謂“讀字縫”——的深度細讀，有

了親切的體會。 

有一回，有位年輕的外地學者來揚州講解《離騷》中的“五次飛行”，調動

了神話學、人類學等等新知，其立論之大膽，讓我們在興奮之餘將信將疑。譚先

生是前輩，卻總是前往聽講，有一天傍晚,我正好與譚先生同行，便請教他對前

一次講演的看法。譚先生一向以嚴謹著稱，但他的評論卻是：即便是聞一多、姜

亮夫的楚辭研究，也有許多誤釋，這位年輕學者的演講或許百分之八十的說法靠

不住，但只要有百分之二十屬真正的創見，就不得了了。 

揚州師院的老一代學者中的大部分人，早期學術訓練源自家學、私塾等，有

清晰的地方淵源。他們重視地方傳統和民間傳統的傳承和創新，便是自然的了。

孫龍父先生祖籍泰州，早年即以金石書畫名世，是吳熙載之後又一揚州書法大家。

他真、草、隸、篆皆工，尤擅章草，與林散之、高二適、費新我合稱“江蘇四老”。



他的梅花千姿百態，也是一絕。孫先生為人謙和，有求必應，學問上尤其重視揚

州評話，曾與孫家訊、陳達祚等合作整理出版王少堂揚州評話《武松》和《宋江》 

等，是至今流傳的揚州評話經典。 

住在校內北宿舍的蔣逸雪先生（1902-1985） 研究清代揚州學派，追隨他學

習的李坦老師後來為江蘇古籍出版社標點、整理和校勘劉師培全集，就是沿著這

一學術脈絡而來的吧。早在 1944 年，蔣先生就在《東方雜誌》發表《老殘遊記

考證》，這一興趣一直延續至他的晚年。 1980年，他出版了《劉鶚年譜》。事實

上，這並不是他的第一部年譜著作，他早年的《張溥年譜》即獲史學界承認，此

後還編有《陸秀夫年譜》等。他是鹽城建湖人，抗戰時隨江蘇聯合中學西遷四川，

任國史館編輯主任，與金石學家王獻唐結為摯友，晚年還曾整理王獻唐遺稿《炎

黃世族考》。他曾任玉門油礦局秘書，撰寫《敦煌考古紀程》。我在 1983 年來北

京訪學時，曾去鎮江南郊五峰口去探望退休在家的蔣先生，請他為我寫封信給北

京魯迅博物館館長王士菁先生，以便在魯迅博物館查閱魯迅藏書。他是王先生的

私塾老師，還曾在王先生最困難時資助其上學。 

用民間的、平民的傳統抗拒正統的、貴族的傳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一

脈。這些貌似保守的老輩人其實正是一個新傳統的產物。在我往來最多的老一輩

人中，除了我的碩士導師章石承先生（1911-1990）外，就算後來以元曲研究出

名的徐沁君先生（1911-2001）了。他較晚搬入新北門宿舍，先住在傳達室，後

來搬到一棟三層樓房的第一層。他在 1959 年被錯劃為所謂 “歷史反革命 ”，

1970 年代後期我母親有一次查閱檔案時發現那隻是某個領導人的口頭宣示，從

無任何組織決定。這個發現為他的平反鋪平了道路，他因此很信任我母親。我有

時從家的後門出來，就見他躺在一張竹椅上看書，在溫暖的陽光和婆娑的樹影之

間，神態安詳。我常跑過去坐在小竹椅上聽他聊天。 

他是江蘇靖江人，於 1930 年肄業於上海私立知行學院，先後在四川和江蘇

各地的中學任教，在 1957 年調入揚州師院的前身蘇北師範專科學校之前，曾任

教于靖江中學、揚州中學和泰州中學等著名中學。 1980年，他出版了《新校元

刊雜劇三十種》，得到王季思、隋樹森等行家的極高評價。這部著作始於“文革”

初期，完成於他下放師範學院農場期間,，草稿是寫在各種稿紙、煙殼及報紙邊

角上的。他的校勘和考訂，以及“以曲證曲”、旁採宋元俗語方言的原則，奠定

了他在這一領域的學術地位。他承續吳梅先生的傳統，兼採各種新的成果，系統

整理南北曲曲律。他的弟子許建中先生將他的貢獻歸結為四個方面，即參考前代

曲譜，大量歸納作品曲例；援引例證，考鏡源流， 重新校訂定格，兼顧變格，

說明異名、誤題及詞牌、諸宮調等情況；揭示首牌和次牌等組套方式、孤牌成套、

構成集曲、是否與小令兼用等不同的曲牌特徵；採用新式標點。 

這些方法不但上承古典學術傳統，也是在王國維、任中敏、鄭振鐸及現代整



理國故運動的脈絡中形成的新方法。我後來才得知，徐先生早年曾經寫過新詩，

在無錫和上海唸書時，曾親炙錢穆、胡云翼、劉大傑先生的教誨，也聽過張君勱、

張東蓀、梁實秋、羅隆基、潘光旦等人的講授。我聽他講起更多的是王季思、錢

南揚等同行專家的名字。我們入學後，他是古典文學的授課老師之一，我所寫的

第一篇古典文學作業是關於曹植的《白馬篇》的文章，就是交給徐先生的。他很

喜歡，找我去談，後來就從文本到人事，從人事到歷史，無所不談了。 

徐先生為人低調，但私下交談時無論對人對事，均有明確的判斷。他也偶爾

談及過去，但語焉不詳。我問過母親有關徐先生在 1959 年被當年的領導人說成

是“歷史反革命”的緣由，得到的回答是他在 1947年曾擔任陳啟天的隨行秘書，

1949年國民黨撤退時陳還為他準備了去台灣的船票，但徐先生拒絕了。 

陳啟天（1893-1984）是湖北黃陂人，1921年考入南京高師後加入“少年中

國學會 ”，後來與餘家菊、李璜等人一起倡導“國家主義教育”。 1924年高師畢

業後，他曾任上海中華書局編輯，主編《中華教育界》，並與曾琦一起創辦《醒

獅》周刊，參與組織國家教育協會，學會的宗旨是“教育是一種國家主權、國家

事業、國家工具、國家製度”，推動以收回教育權為號召的國家主義教育運動。

陳啟天曾任中國青年黨中央委員、常委、執行委員會秘書長等職，1969年夏天在

台灣被選舉為青年黨主席 。徐先生早年在上海知行學院學習，陳曾任該院院長，

彼時又擔任國民政府經濟部部長（1948年改任行政院工商部部長）。青年黨是親

國民黨的組織，因此，陳雖是中國民主同盟成員，但 1945年在老政協召開前夕，

已被民盟開除。徐先生很少談論政治，完全集中心力於學術研究，但絕不是迂腐

的老學究，其淵源有自，卻是許多他的同事所不知的。 

任中敏先生（1897-1991）原名訥，字中敏，號二北，別號半塘。他曾任四

川大學教授，調入揚州師院已經是 1980 年了。據說他的調動是經過兩位學生胡

喬木、蔣南翔的運作才得以成功的。難怪 1981年揚州師院上報他為碩士導師時，

教育部竟批准他為首批博士導師。任先生出生於揚州的一個商人之家，1918年，

也正是新文化運動的高潮期，他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得到詞曲大師吳梅先生的

賞識。他是 1919年 5月 4日因火燒曹汝霖宅而被捕的 20名學生之一。 1923年

任教東吳大學時，他就寓居吳寓，得讀各種詞曲善本。除了知道他學問大之外，

我隱約聽說他曾擔任胡漢民的秘書，但未得證實，能夠確定的是他曾在抗戰期間

擔任漢民中學的校長，該校創辦於 1937 年抗戰爆發的前夜，地處棲霞山麓，南

京淪陷後遷往桂林。任先生用“艱苦抗日，滅此朝食”的口號，在學校食堂禁絕

八年的早餐。 

任先生性格直率、剛愎，思想銳利、不妥協，歷久而彌堅，由兩件小事可以

看出。一件事情是大鬧江蘇省古籍整理工作會議，地點就在教師閱覽室樓下的會

議室內。中國各種典籍浩繁，古籍整理是歷代王朝的功業。新文化運動之後，伴



隨著新式標點和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標點、分段、校勘、重印、箋注、今譯等

成為古籍整理的主要形式。 1958 年，國務院成立了以齊燕銘為組長的“古籍整

理出版規劃小組”，但這項工作在文革時期中止。 

1981 年 9月，在陳雲的干預下，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

翌年國務院恢復“古籍整理規劃小組”，由李一氓任組長，各省市也隨之成立相

應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機構。中華書局理所當然地承擔了古籍整理出版的主要任

務，為配合這項工作，各地又相繼 成立了一批古籍出版社，如上海古籍出版社、

江蘇古籍出版社、齊魯書社、岳麓書社等等。這是中國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大事。

大約就在那前後，江蘇省古籍整理工作會議在揚州師院召開，卻未邀請任先生列

席，他聞訊後不請自來，痛斥負責人，遭頂撞後，朝天舉著拐杖，像陀螺一般晃

悠著衝出門去，那場景、那聲音至今留在我的記憶裡。 

另一件事情與他的研究工作有關。任先生的學術工作以詞曲和敦煌學為主，

他的筆名二北即北宋詞與北曲的意思。從四十年代起，他由宋上追，開闢唐代聲

樂文藝研究，逐漸奠定其詞曲研究的宗師地位。 1958年出版的《唐戲弄》探究

唐戲發展過程，從辨體、劇錄、伎藝、腳色、演員、設備、腳本、戲台、音樂、 

化妝、服飾、道具各方面證明唐代已大致具備戲曲表演的基本形態，提出“我國

演故事之戲劇，固早始於漢，而盛於唐”。由此上溯，他又論證周有“戲禮”， 漢

至隋有“戲象”，唐有“戲弄”，宋以後有“戲曲”的觀點，這一溝通唐戲與宋元

戲曲並溯源至周代的論述，對王國維《宋元戲曲史》的基本論斷構成了尖銳挑戰。

他此後出版的《古劇衡源》、《傀儡戲探源》及採錄西周以來俳優藝人優語之《優

語集》，均可視為對這一脈絡的進一步探索。 

他來揚州不久，學校舉辦校慶學術演講，譚佛雛先生作為中文系的代表人物

設壇首論王國維《人間詞話》，他的路數自然是旁徵博引、條分縷析、追究深文

大義，聲調和姿態是畢恭畢敬的。任先生聽聞後要求也在同一時間設壇講論王國

維的《宋元戲曲史》，力斥這部學術經典以西方戲劇為規律，割斷源流，閹割中

國戲曲的正統脈絡。他聲調嚴厲，慷慨激昂，甚至訴諸政治，批評當代學術奉清

朝餘孽為宗師，是十足的反動。這種尖銳的論斷實際上正是近代中國革命的價值

觀與“五四”時代以新精神、新方法“整理國故”的餘脈，但在重申“五四”命

題的八十年代反而並不受重視。有一次路過學報編輯部，正撞見他為學報發表的

一篇為王國維辯護的文章而厲聲斥責主編，駢四儷六，對仗工整，聲調鏗鏘，抑

揚頓挫，音色如炒豆般清脆，不愧為研究詞曲和古典聲樂藝術的大師。 

1984 年夏天，我北上京城報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博士研究生。唐弢先生所

出的考題中有關於近代紅學的評論題，受惠於譚先生講解王國維《紅樓夢評論》，

我得以對近代紅學的脈絡略知一二；而另一關於“詩餘”說的題目，我的答案卻

是從任先生處而來。 



元代以後，文人稱詞為詩餘，本有回歸典雅、力避粗俗的取向，如《蜀中詩

話》雲：“唐人長短句，詩之馀也，始於李太白。”清人戴褐夫《 <天籟集>序》

將詩餘視為曲之別稱：“《天籟集》者，元初白仁甫所作詩馀也。詩馀莫盛於元，

而仁甫之作，尤稱雋妙。”因此，“詩餘說”兼有詞曲起源及對詞曲進行規範的雙

重意蘊。直到 1980 年代，北京大學遊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仍持此

論。任先生重視“戲弄”、“聲詩”、“大曲”、“雜言歌辭”（即民間和借鑒民間形

式而產生的長短句歌辭）、“著辭”（酒宴中配合歌舞而與之一體的歌詞）及“說

唱”等等，有著“五四”以降重視民間口頭傳統及民俗學、民族學的印記；他深

究聲詩與燕樂、清樂、胡樂的關係，探明舞蹈、大曲、雜歌、雜吟在伎藝形態上

對聲詩的影響，無論在詞曲起源論上，還是在對戲劇、詩詞、散曲的趣味方面，

均非一般文人雅士所能比擬。 

他的敦煌學著作在研究脈絡上也與這一思路相互支撐。除了《敦煌曲初探》、

《敦煌曲校錄》外，學界公認《敦煌歌辭總編》為其代表性作品。在這部書中，

他按照雜曲、只曲、聯章、大曲等體裁對敦煌歌辭一千五百餘首進行分類整理，

編定年表，不但綜合而且也遠遠超越了羅振玉、王重民、饒宗頤、戴密微等人收

錄和整理的規模。這些工作使他堅信詞曲的來源和趣味遠非“詩餘說”可以概括 。

他曾在《文學遺產》撰文嚴厲批判遊國恩等先生在《中國文學史 》中所持的正

統觀點。當年只是慶幸讀過一點任先生的著述，而今才體會出他的思想和研究與

近代革命及“五四 ”傳統的緊密聯繫。這一傳統之豐富和創新，遠遠不是那些

抱殘守缺、自鳴得意、不肯出正統門戶半步的人們的一句“激進反傳統 ”可以

否定了事的。 

揚州師院中文系的師資大體由兩代人組成。老一代中有兩類，一類是曾在北

京、上海、南京等地高校任教的老師，如來自上海的語言學家王善益、來自北京

的文史學者、顧頡剛的弟子李光信、曾留學日本又曾跟隨龍榆生、盧冀野學習的

章石承等。唐史專家、範文瀾的助手卞孝宣也是從北京調入揚州師院的，他並非

科班出身，曾做過銀行職員。另一類是組建蘇北師專時從揚州中學、泰州中學等

著名中學調入的中學老師，如文史專家蔣逸雪、唐宋文學專家趙繼武、外國文學

專家江樹峰、文學理論家譚佛雛、語言學家李人鑑、曲學專家徐沁君、歷史學家

祁龍威等等。這些學者或者有家學淵源，或者曾師從名師，但大多憑依早年訓練,，

自學成材，也可見當年的中學教育之人才薈萃。由於這些學者的地方背景，他們

大多能夠立足於某一傳統，使之發揚光大，在學術領域獨樹一幟。 

揚州師院並不是孤立的例子，在江蘇省，南京師範學院、江蘇師範學院和揚

州師範學院的文科，都可以憑藉這些學術群落，在各自領域與北京、上海的高校

相拮抗。但 1990 年代以降，新一輪歐風美雨，學術潮流發生了巨變，加之高校

合併，地方院校越並越大，而文科的研究力量卻更加集中於北京、上海等地了。



與經濟領域的放權讓利相伴隨的，是經濟活動的非中心化和地方化，但在高等教

育領域、尤其是高等研究領域，我們看到的是重新的集中化和中心化。不要說揚

州這樣的地方，即便是在省會城市，除了極少數例外，地方院校已經很難形成多

元並存、各樹一幟的局面。 

 

啟蒙的氛圍 

 

1978 年入學的時候，我剛滿十八歲。我最希望的，是離開自己熟悉的家、熟

悉的環境，但高考並沒有給我這樣的機會。就在我出生、長大的地方，十八年的

生活繼續向前綿延。入學之後，除了周末，我很少回家。八個人一間宿舍，不同

年齡的同學居住在一處，黃天銓、陸文寶比我年長十多歲，入學前是中學老師， 

吳星飛是複員軍人，張聰已經擔任過公社書記。他們不但有工作經歷，有些還有

婚姻生活，即便年輕一點的，也對異性或另一種生活有著比我豐富得多的經驗。

他們對待生活的態度，熄燈後的葷段子，對我而言，是一種啟蒙。 

我漸漸地融入了這樣的生活，有時竟然忘卻了這是我從小生長的地方。那時

大家很用功，學校限制夜晚看書的時間，不少宿舍悄悄換上了瓦數稍高的燈泡。

我們宿舍也不例外。有一回，學校派人到宿舍檢查，不記得是誰先跟來檢查的老

師頂了幾句，爭執中，我也介入了。現在完全記不得是什麼表現，但事後系裡找

我母親談話，說要給我處分——其實只是震懾而已，並未付諸實施。不過，集體

生活讓我忘記了自己與這個從小生活的環境的真實關係，卻是一種新的身份在我

身上留下的痕跡。在熟悉的環境中，人也能為自己創造陌生感以獲得自由，這是

一個小小的例證。 

師範學院實行伙食配給，每月生活補貼 17元，其中 14元交給學校算是伙食

費。一日三餐，圍著每個方桌共八個人，沒有凳子或椅子，一律站著吃飯。一個

木桶盛飯，一個臉盆裝菜，早餐則是木桶稀飯，臉盆裡裝饅頭。我的餐桌上有四

位女同學，而全班才十位。相較於鄰桌的風起雲湧、氣吞山河，我們桌子風度較

好，和風細雨，有時候飯已經吃光了，菜還有些許剩餘。但這也產生了風度與效

率的矛盾，需要加以解決。我們開始分食，將菜分到個人碗裡，既保持風度，也

不顧此失彼。也許每個人都有分菜的義務，但我只記得給我們分菜的女生總是彎

著眉毛，帶著笑意，用長柄的勺將葷素搭配的菜均勻地放入每人的飯碗。 

1979 年 10月 10日，也就是我 20歲生日那天，我們在儀征農場勞動。農場

的伙食很簡單，我完全不能記得吃些什麼，唯一記得的是用短波聽鄧麗君的歌。 

20 歲算是成年後第一個重要的生日，我告訴了一位朋友。他建議去六圩鎮上去

買點什麼。我們滿懷期待地走到鎮上，什麼吃的也沒有看見，最後總算是買了一

包麻花。不知道那段路程有多長，在我的記憶中留下的是一個對比，即在泥濘的



道上走了很久和手中用牛皮紙包著的一包麻花。 

好像是入學後的第二年，臨近期末，凌晨食堂的鍋爐放蒸汽，不知哪位起夜

的同學聽見了,以為是地震警報的聲音。他跑動起來，驚動了更多的人，霎時間

空洞的樓道像是中了邪似地晃動起來。二班的一位同學把樓道當跑道，啟動，助

跑，衝出西側的窗子，一道優美的弧線劃過，從二層樓落入了樓外的池塘，比同

年級三級跳冠軍飛得還要遠。我們宿舍也被驚醒了，一位同學從二層的床上翻身

而下，落在窗前的桌上，接著如影隨形，身子就到了窗外了；睡在一層床鋪上的

小徐見上面有黑影掠過，一個鷂子翻身，魚躍般穿入了夜空。他們在慌張中忘記

了自己並沒有長翅膀，撲閃了幾下，就在黑暗中墜落了。等到同學們從驚恐中鎮

靜下來回到樓內，發現我們宿舍少了兩人，往窗外看，見兩個形似彎弓的人形， 

像兩隻折翅的黑天鵝，相隔不遠，一橫一豎，各自臥於窗外的草叢中。 

我那天沒有住在學校。如果住在那裡也會飛入夜空嗎？我問過自己，但沒有

答案。等我見到兩位勇闖夜空的黑天鵝時，他們已經躺在蘇北人民醫院的病房裡

了。一位脊柱裂縫，另一位肋骨斷了四根。兩位的父母陪伴在側。那天我擔任看

護，恰逢王小舒的叔叔——他是蘇北人民醫院的主治大夫——帶著衛校的一群女

孩子在那裡做臨床測試。他撫摸著小徐的身體，從上往下，一寸寸深入，問哪裡

疼痛。小徐嘴裡哼哼著，但等到小舒的叔叔從他的腰部繼續往下，要脫掉他的短

褲時，他突然不再呻吟了，雙手緊緊拉住短褲的兩側，護住大防，臉上顯著倔強

和無助。實習的護士們見狀往後退去，但小舒的叔叔並不讓步，他說翻過身來檢

查後面吧。小徐在父母的勸說下屈服了，結果是先翻了過去，然後又翻了過來……

幸而，不久之後，他們都陸續康復，沒有落下後患，卻從此不再飛翔。 

這個年紀的人不免要碰到愛情問題。那時的中文係與現在的中文系的最大差

別是同學中男女比例截然相反。現在學文科的多為女生，而那時同班女生大約只

佔五分之一。入學之前，對愛情的了解，我是從小說中讀到的。外國的如《鋼鐵

是怎樣煉成的》《復活》《紅與黑》《牛虻》，中國的如《二月》或《傷逝》，還有

蘇聯小說《岸》。入學後，古典文學課中念《詩經》中的相關片斷，念杜牧、柳

永、李清照的作品，或是《西廂記》《牡丹亭》《紅樓夢》等戲劇、小說，印像很

深，但我的愛情觀主要是被外國小說塑造的。宿舍熄燈後的葷段子對我有啟蒙作

用，但主要涉及性的問題，而與愛情無關。這類段子，我後來在秦嶺鍛煉時聽到

了更多，終於相信巴赫金所說，民間文學的精神是“向下的”。 

大約從二、三年級開始，同學之間的青春熱情開始萌發，先是演出諸如《於

無聲處》等話劇，後是組織樂隊和合唱隊，各種戀愛故事也漸漸流傳，年齡稍大

的竟敢手牽手地在校園中穿梭了。有一個同學一度愛上了愛情，表情神神秘秘，

面色漸漸蒼白，樣子卻越發地神采奕奕了。我們弄不清誰是他的愛情目標。同學

們竊竊私議。他總是一人獨行，目不旁顧，在竊竊私議的庸人中穿行，如入無人



之境。那時，他只有 一個目標、一種痛苦、一個念頭、一種歡欣，而在別人的

眼中，他成了精神病患者。 

不記得是哪一年了，我與王小舒站在三樓教室前聊天，談及剛讀過的通信體

愛情小說《公開的情書》。這部作品不是什麼好小說，但那種將戀愛當宣言的哲

學方式讓我們很震撼。那樣的小說與身邊的故事很不同。小舒是能夠理解那些“哲

學”而又懂得生活的邏輯的人。或者說，他懂得自我嘲諷而不放棄哲理式的思維。 

2010年，我去山東大學，與他及夫人再次見面，已經是二十多年後的事情了，但

還那麼親切。他批評我屬於讀小說有些中毒的類型，至今不懂得“生活”…… 

1978年至 1981年的氛圍是所謂“啟蒙”。那時知青小說、傷痕文學登上了舞台；

徐遲的報告文學和稍後出現的“社會檔案”文學也屬於這個氛圍。到現在還記得

《哥德巴赫猜想》開頭那段關於仙鶴的描述，後來從電視中看到陳景潤的模樣，

很難將他與徐遲筆下那個鶴頂鮮紅、渾身純白的高蹈形象聯繫起來。 《今天》

派的朦朧詩是文體上的啟蒙，但揚州並不處於文化中心，北島、舒婷的詩歌最初

是從就讀於南京大學的柏鵬那里傳抄來的。像許多大學的學生一樣，我們班也辦

起了一個牆報，標題叫做《野花》，而我那時是更傾向於“野草”或者“叢莽”

之類的，大概是受了魯迅的影響。彭驥鳴的散文、殷伯達的小說，好像還有吳瑞

祥的文章，都在上面刊登過，我貢獻的，是純屬模仿的朦朧詩。現在只記得 一

句，是“月亮也落下去了”，大概誰也沒有弄懂那是什麼意思。 

牆報辦了一段時期。後來出了批《苦戀》的事情，時間上應該是 1981 年的

夏天。我們想不通，決定舉辦一個討論會，公開討論這件事情。我也是籌備者之

一。但不知怎麼搞的，校方知道了，覺得是件嚴重的事情。他們向身為班長的華

學誠施壓。我記得系主任劉傳桂老師等將我們幾個參與其事的同學找到系辦公室，

勸說我們不要舉辦會議了，我始終拒絕同意。但我並不是班幹部，壓力不在我的

身上。最終會議被取消了。學誠知道我為此不高興，對他不得不做的妥協有意見。

那天晚上學誠來開導安慰我，這事就這麼過去了。這是記憶中親身經歷的自由討

論的第一次挫折。 

畢業的時候，學誠終於要離開了，或許就是受了此事的牽連。他很消沉。我

那時完全理解他的處境了。跑去看他時，他送了一個本子給我，扉頁上寫的是“小

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本子早已不知所終，但從東坡那裡借來的兩句題詩卻

記住了。學誠是一個不屈的奮鬥者，他後來回到揚州師院，此後又輾轉上海，成

為一位出色的語言學家。現在我們竟居住在一座城市裡，相距僅二十分鐘的路程

吧。他永遠是領導者，當年是班長，現在是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人文學院院長,，

連在北京的同學聚會也都是他招呼。對於母校的變化，他比我這個從小生長於斯

的人還要清楚。 

友誼的形成各種各樣，例如與吳星飛的友情是在回家的路上形成。 1991年，



在他擔任江蘇文藝出版社社長的時候，我們合作出版了《學人》叢刊；那時他來

北京、我去南京，或者在揚州，見面是經常的。吳小平是我的同桌，我們各自早

起晚睡，背誦英文和古文，他有時候喜歡比試，利用他的超強記憶力想壓倒我；

每次看我說不出某個英語單詞時，就得意地笑。好多年後，他擔任江蘇鳳凰出版

集團的負責人，促成了我們與江蘇教育出版社的合作，出版了多語種的文化研究

刊物《印跡》。我們也因此有機會時時碰面。 1993年，我在瑞典與高建平、李明

夫婦相見，又一道去俄國、丹麥和希臘旅行，再往後建平回到國內，成為我在文

學所的同事。 

殷伯達是才子。那時他常常將寫出的小說手稿交給我看並提意見，我就在燈

下一頁頁翻過去，用鉛筆在旁邊做註釋和評論。他心高氣傲，但在臨畢業前，忽

然發現尾骨部位有增生,開刀後留下了一些後遺症。他的腿從此有些輕微顛簸。

有一度時期，這個疾病到底會怎樣發展並不清楚，重複做了手術，他情緒低沉。

但也恰在此後，經同學的介紹，他認識了現在的夫人小張，一位賢慧的女性。沒

有她的精心照料，伯達的生活恐怕是兩樣的。他畢業後的那個時期，我們交往很

多。病與婚姻，對於伯達的情緒和性格的改變，可能比其他任何因素都更為深刻。

或許對所有人來說,這兩件事情都是最容易被忽略的、能夠改變並型塑人的生活

的特別重要的力量。 

1996 年起，我在《讀書》編輯部兼任主編，突然收到老同學周群的一個朋友

的來信，說周群病逝了。我大驚失色。來信講述了周群在南通電視台工作的一些

情況。這位朋友說周群談起過我，她很為周群的不幸和曾經遭受的委屈抱不平，

希望我能夠寫一篇悼念的文章。在靜靜的夜中，我搜羅關於她的記憶，二十年前

的形象漸漸浮現，那麼美好。她扔鉛球很遠，但笑起來很文靜。班上編組時，她

曾跟我分在一組，記憶中，她總是安靜地坐著，話不多。偶爾在校園裡見到她，

她總是挎著一個軍用書包。不知道哪來的印象，似乎她的家庭有點軍隊的背景。

畢業之後，我們再也沒有見過。文章發表在南通的報紙上。不久之後，收到周群

父親的來信，說很感謝，也很欣慰。這是我第一次為自己的同學寫悼文。 

大學三年級以後，我的讀書興趣漸漸地偏向近現代思想和文學。那時與劉祥

安聊得很多。他是興化人，地道的農民出身，有一種腳踏實地的思考習慣。每次

他從興化來學校，總會帶鹽水瓶裝的家釀燒酒一瓶，我們就著簡單的熟食，時時

喝得面紅耳赤。臨畢業前，祥安與楊漢彬相戀，此後一道去了啟東。我有一次去

那裡看他，漢彬挺著大肚子給我們做螃蟹下酒。下午我和祥安去散步，坐在海邊

看黃色的浪濤拍打堤岸。祥安若有所思地說：波浪緩緩的、持久的拍打是最深刻

的……我們那時一起讀李澤厚的思想史論和《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文選》。這

部《時論文選》，我至今在教學中還用。 

我從中文系畢業，後來的研究集中於思想史領域，那時的閱讀——當然，還



有那時的思想的氛圍——大概是起了作用的。但真正銜接起這兩個領域的，是對

魯迅研究的興趣。揚州師院中文系的現代文學專業也是一個較強的領域，除了章

石承、鄭彤等老一代的先生們之外，中年一代的老師如曾華鵬、李關元等在現代

文學領域處於領先位置。 “文革”期間，魯迅作品是必讀書，揚州師院中文系

參與了《魯迅全集》的註釋工作，曾、李兩位老師承擔的是《野草》註釋。他們

對《野草》及魯迅小說的研究深入、細緻、微妙。李關元老師的課長於文本分析，

細緻入微又留有思考的空間。他喜歡中外戲劇，會哼京劇、崑曲的唱段，在他的

指導下，我除了系統閱讀曹禺、老舍、丁西林、洪深等人的現代戲劇文本之外， 

也對易卜生、契訶夫、奧尼爾等人的作品著迷。我從未從事過戲劇研究，卻對戲

劇及其表演保留濃郁的興趣，就是從那時開始的。在我所讀的劇本中，最喜歡的

也是演員們很難處理好的一句台詞，是《海鷗》中的這句話： 

“我是一隻海鷗！……呵，不！不！我是一個女演員！” 

 

誰是 1977 級？ 

 

在 20世紀，時代這個詞神聖而又普通。我入學時 18歲，而年長的同學的孩

子已經十一、二歲了。幹部、教師、工人、農民、職員、知青，或者還有其他的

身份，在這個時刻都變成了大學生。在此後的歲月裡，像這樣將年齡、經歷、背

景如此不同的人組合在一起的方式再也沒有出現過。因此，77 級，還有 78級，

大學生這個詞所包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是其他任何時代所不具備的。年輕時讀俄

羅斯文學，那裡的主人公們遭逢各種事件時，總會慨嘆——“生活啊！”在念這

個詞的語調裡，凝聚著只有在 19 世紀的俄羅斯才具有的意義，若用王朔的方式

念，或用張藝謀、馮小剛的方式念，味道就變成“非誠勿擾”了。 

我們恰好就在這兩種慨嘆的方式之間各自展開自己的道路，如高速行進的車

輪，不同的要素輻輳般地關聯在一個奇異的速度之中。我們顛簸向前，弄不清這

個車輪是圓的，橢圓的，還是近於方型的，輻輳之間是否還有斷裂的虛線，卻少

有旁顧的從容。走筆至此，忽然憶起 1990 年我在秦嶺山中蹬著自行車，蛇形蹣

跚前行。登至峰頂， 四面豁然開朗，舉目張望，夕陽浸染的雲層下，唯見蒼山

如海，過去的行跡與未來連成了變幻的一片。有時候，你說不清哪兒是你的過去，

哪兒是你的未來。老馬克思說過：“成人不該在更高的階段上重現他的真情嗎？

在每一個時代，它自己天然的純真性格豈不是活躍在兒童底天性之中嗎？為什麼

人類歷史底童年時代，在它發展得最美好的地方，不該作為永不復返的階段而顯

示它的永恆的魔力呢？” 

……從頭越。 

從頭越， 



蒼山如海， 

殘陽如血。 

就是在那一年，我的老師章石承先生在揚州病逝，另一位老師唐弢先生一病

不起，長臥於北京協和醫院。三十一歲生日的那天，在秦嶺之顛，我在籠罩著煙

雨的山巒和激出白色浪花的深澗之間，眺望遙遠的北京，心裡開始了對於故鄉的

漫長的思念。 

青春的歲月過去了。 

畢業三十年了，過去歲月的痕跡還在體內作怪，就像是一種遺傳的精神病症，

不甘地在寂寞中甦生，逼迫我們回望自己塑造的過去。就像被攪起的沉在河底的

落葉，再次翻捲於寬闊的水體，那些微瀾並不只是水面清風的造物，落葉自身的

微力或許也是造成變化的成因。在湍急的流程中，誰能區別浪花和深流呢，它們

相互轉化，本屬一體，倒是落葉的漂流標示著運動的方向。生活就如博爾赫斯的

名句：“水消失在水中”。 

 

本文原載《今天》2012年秋季號（總第 98期），後轉載自系汪暉教授為大學

畢業 30 週年紀念而寫，於 2012 年 2 月 17 日在新德里動筆，陸續寫下，2 月 24

日完稿於北京。 10月間應北島、李陀之邀重新修訂成稿。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雅理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