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 是 谁 史中兴

一位知名文人曾经很忙。 这里嘉宾，那
里贵客，这里讲演，那里访谈，行必头等舱，

住必五星级，来去匆匆，乐此不疲。沉寂了一
阵，近日赶赴一个论坛，未带请柬，被拦阻会
场门外。名人报了名字，拦阻者仍不放行，你
以为你是谁呀？名人愤愤，竟然不知道我是
谁———人家已经把他给忘了。

名人能够让人记多久，是个引人思索的
问题。名人似乎有两类，一类自觉与常人无
异；一类自我感觉超级好，习惯了粉蝶环绕，

鲜花与掌声相伴。昂首阔步，顾盼自雄，滔滔
不绝，口若悬河，沉醉在梦幻般的境界里。这
样一来，不免跟别人的认知产生反差。知道
你是谁的人对你的陈词老调已经产生了审
美疲劳， 更别提那些对你一无所知的人了。

知道你是谁也好，不知道你是谁也好，也许
今天还知道你是谁， 明天就忘了你是谁，有
谁能永远站在舞台上？

过场客都会瞬间消失。不同的是，有真
金，有赝品；有生前无知音，死后却闻名遐

迩。有形体灰飞烟灭了，连个墓碑也没有，却留
下文字、留下思想，经历漫长岁月的磨洗，仍然
光辉闪耀，仍然滋养着后人；有风光喧闹了一
阵，瞬间就消失得了无痕迹的。那些大吹大擂
大红大紫的偶像，而今安在？

名人啊， 不管你是暴得大名登上峰巅，还
是命运不济跌进低谷， 你的忧乐只限于你自
己。人家怎样看你待你那是人家的事，这个世
界并不只有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重，太在意人
家不知道你是谁。知道你是谁，又如何？泡沫很
美丽，一旦破灭，那就真的谁也不知道你是谁
了。

晚唐诗人杜牧，出身名门望族，进士及第
后官至中书舍人，诗、文、辞赋俱脍炙人口，

《阿房宫赋》瑰丽宏伟，金圣叹赞为“穷奇极
丽，至矣尽矣”。他去见终南兰若僧，以为是为
僧、寺增光添彩，哪知僧人连他姓啥名谁都不
知道。你是谁呀？这盆冷水，是他没料想到的。

他没生气，不怪这僧人有眼不识泰山，反而作
诗一首， 题赠给这位和尚。“北阙南山是故乡，

两枝仙桂一时芳。休公都不知名姓，始觉禅门
气味长。”

开始两句是自赞家势与功名， 得意得很。

后两句感觉不那么好了， 休公竟不知道你是
谁。但杜牧毕竟是杜牧，休公给了他启示，他很
清醒，“始觉禅门气味长”。

其实，僧人不识，如此在意，也属名人的神
经过敏。比起前辈，杜牧幸运多了。被后世尊崇
为诗圣的杜甫，生前并不为世人所重。他暮年
多病， 自感时日无多时回顾一生，“飘飘何所
以，天地一沙鸥”，叹息“百年歌自苦，未曾有知
音”。真个“你是谁呀”！可今天，他的知音还能
计数吗？ 他还和多少人心连着心!“安得广厦千
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朱门酒肉臭，路
有冻死骨”，家喻户晓了。

老杜和小杜，离世千年以上了。历史没有
忘记他们。今人读到他们的诗文，即使不署名
字，也不会再问你是谁呀。他们是我们民族光
辉灿烂的文化长河里璀璨的明珠，永远是那么
不同凡响。

长眠地下的他们设若有灵， 也许含笑自问，

你、你、你是谁呀？名人朋友，下次你被拦阻，还会
在意人家问你，你是谁吗？你以为你是谁呢！你给
这个世界能留下点什么，让人记住你呢？

立 冬 姚辉

那滴水试图学会像石头一样站立
在风中 那滴水渐渐倾斜
它来自最远的天穹 一滴水的道路
比寒冷 曲折

它将一些云纳入归途中
水与不断消失的晨昏有关 鸟
飞过市街与回望 那从脂粉堆里
升起的火焰 正在成为
你刻写在谁骨肉之侧的波澜

而火焰也将成为铁一般复杂的冰凌
它们 被堆在店铺之外
一如你扔弃在诗歌深处的
大把错字
那滴水已经让石头忘记了该如何站立

江南的冬天，就要来了 任淡如

一

立冬前后，木芙蓉开了。这是种奇怪的花。

花开两色，一红一白。

《长物志》里说：“芙蓉宜植池岸，临水为
佳。”所以，苏州城里官太尉河两岸都有。经过
时，我总想着揣个剪子剪一朵下来，也不要紧
吧？毕竟这么多呢。

剪一朵下来，搁在竹编篮子里，一定很好
看。这么大的像脸一样饱硕丰盛的花，格外有
种中式的美。

结果自然是一朵也没有剪成。

大概霜后开的花都格外有一种凛冽的气
势，使人却步。

它的别名也凛冽，唤作“拒霜”。可是苏东
坡觉得“拒霜”还不足以显示木芙蓉的凛冽，作
诗道：“唤作拒霜知未称，看来却是最宜霜”。

木芙蓉不但宜霜，也宜染色。薛涛用木芙
蓉的皮合着木芙蓉的汁、浣花溪的水制成浣花
笺，与元稹、白居易、杜牧、刘禹锡等写诗唱和。

孟昶则用木芙蓉的鲜花捣汁为浆， 染丝作帐，

唤作芙蓉帐。

天生一物必有一物相随。譬如木芙蓉染的
布，怎么洗呢？答曰：楝树果。

二

木芙蓉开了，树木们就要大规模地落叶和
长果子了。

有些树长果子，绿油油地垂在叶子渐次凋
尽的枝头，像是野葡萄似的。

有些树落果子，从高处滚落，满地都是。比
如楝树。

楝树到了秋冬季， 连枝节也不禁风吹，一
碰即落，像是顶无用的杂树。但是它生楝果啊。

楝果球形或椭圆形，形似小铃，熟时色黄，

又称“金铃子”，可以捡拾来泡在水里，搓出像
肥皂水一样的泡沫，能净手、去污。

从前， 这个时候人们经常会去捡拾楝果，

还捡野枸杞，捡苍耳子，捡野葱……总之就是，

一入了秋冬，觉得满山遍地都是宝啊。

三

600多年前，大概也是这时候，年逾七十的
黄公望画了《天池石壁图》，跋文上写着“至正
元年十月大痴道人为性之作”， 大概是一个叫
性之的人请他画的。至正元年是公元 1341年，

大痴，是黄公望吃官司出狱后常用的号。这画
比《富春山居图》要早得多。

这一年，离他入狱出狱已经 16年了。

16年前，延祐二年（公元 1315年），黄公望
47岁，像所有出仕无望的汉人一样，还在苦巴
巴地做个小文吏。

雪上加霜的是， 他连这个小文吏也没保
住———他的上司张闾，在头一年处理南方地区
田粮事务的时候引发了江西民变，元仁宗为了
稳定百姓情绪，将张闾和手下黄公望一锅端了
下狱。更悲催的是，黄公望下狱的同一年，他一
直盼望的、中断很多年的科举考试神奇地恢复
了。

入狱、出狱、丢饭碗、错过公务员考试的黄
公望，再也没有了任何想法。他给自己取号“大
痴道人”。

从前痴，今当醒也。

3年后，50岁的大痴拜赵孟頫为师。以后，

他在松江卖卜，又在虞山隐居，还与倪瓒同入
全真教，更于苏州天德桥开三教堂布道。他一
生中画过多幅《天池石壁图》，想来对于苏州天
池，当是有眷眷之心的。

画完《天池石壁图》6年后，黄公望带着师
弟无用师隐居于富春，《富春山居图》 的传奇，

便从彼时开始。

四

黄公望画里的天池石壁，如今还矗立在苏
州城外 30里的地方。这一带除了天池山，还有
虎丘山、灵岩山、天平山，群峰起伏，连绵相应，

却少有人知道天池山或花山。大概因此，它尤
其显得幽静。

暮春时节，我去过一次天池山。山中有快
凋尽的花树，兀自独立在浓绿里，无端令人想
起“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
然开且落”的句子。

如今秋末，我又去了一趟。树叶子都黄透
了，衬着蓝澄澄的天，一片一片飘下来，落在苔
阶上、石头边、护栏下。那护栏围着一口井，井
沿刻着“怡泉”二字。据说这是魏晋时支遁凿的
井，王羲之题的字。

究竟有没有那么久远，不知道。石板上有
密密的浓苔，和着舞起来的黄叶，日光下看起
来有一种古寂的静。

据说这口井仍是出水的， 水质清冽甘美，

取来烹茶殊是不坏。井的左近建有屋庐，唤作

“花山隐居”。

隐居的人来了，又走了。如今长留天地间
的，唯这个时节千年、百年一样的萧寒天气。

五

江南的冬天，就要来了。

渐渐昼短夜长，暖的阳光次第淡去，远的
灯火次第明亮，把白天的木芙蓉、梧桐、楝树果
都淹没在近在咫尺的黑暗里。

这样的长夜，自此开始要延续三四个月。

想起《红楼梦》第六十三回的夜里，怡红院
玩酒令，黛玉抽得一支签，上面写着“风露清
愁”，那便是开在此时的木芙蓉。

这种酒令，我们也常玩。也不一定要喝酒。

有好几年，若晚来无事时人还多，我们就会倒
一点自酿的青梅酒， 不能喝的倒一点暗香汤，

把两三种签子放入一个大签筒里，所有签子抽
完了方散。

若在这样的晚夕， 坐在大痴行过的山里，

吊一桶支遁凿出来的泉水， 听楝果子有一声
没一声地落着，花叶影影绰绰摇着，一桌人擎
着签筒子， 这个抽中了梨花，“座中白衣当
饮”，那个抽中了茉莉，“冷梅花陪热茉莉共饮
一杯”……

这样的立冬，谁还会觉得萧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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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有词云：“雪沫乳花浮午盏，蓼
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读汪
曾祺的文字，也是同样的感觉。

汪文，一派天然。如同开在春日里的
花，悄么声儿地抽枝、发芽，谁也不去惊
动，却时时、处处都是新的。从不大惊小
怪，只随时序生发，还没等你留意，花已
经开了，香气也并不撩人，只是淡淡的。

感觉汪老写作就是信手拈来。 写的
是什么，标题就取什么，朴素得有些“不
像样”。写美食，就叫做“豆汁儿”“萝卜”

“豆腐”，充其量来个“菌小谱”，算是给昆
明的菌子们做了一篇“大记”；写景物、花
草，便直接叫“花”“夏天”“马铃薯”，开门
见山，一目了然；写人就更接地气了，“老
舍先生”“我的父亲”“大妈们”， 好像生怕
标题喧宾夺主似的。 我总觉得有些标题，

真是他由着性子来的，像“林斤澜！哈哈哈
哈”这样的“杰作”，到别处恐怕再难一见。

他写文章，才不管什么“语不惊人死
不休”。开篇从来朴实无华，好像是提笔
便写，像《我的父亲》这样深情隽永的大
散文，他也毫不铺陈，上来就是“我父亲
行三。 我的祖母有时叫他的小名 ‘三
子’”；而像家常小事、寻常味道，写来则
更似聊家常。他有一篇《家常酒菜》的文
章，开始得直截了当：“家常酒菜，一要有
点新意，二要省钱，三要省事。”在菜场内
同邻家阿叔聊天，也不过如此。

他的转折自然而然，写完一个话题，

也不铺陈， 直接转下一个， 毫无造作之
气，因为用笔简练、用字精确，这样转也
从未让人觉得有何不妥。那些转折，颇得
中国古典诗文之妙，减省而不突兀，简洁又
不简单。汪文收尾意尽而止，从不见拖沓，

如“行到水穷处”，他有一篇文章《滇游新
记》，写云南的草木、风土、人情，等等，及到
结尾只明快的一笔：“这里的乌鸦比北方的
小，鸟身细长，鸣声比较尖细，不像北方乌
鸦哇哇地叫。”像是没说尽，却也似尽了，不
知再说些什么好。 细品来， 又觉得意犹未
尽。汪文里像这样的收尾比比皆是，犹如山
歌调子，余音渺渺，回荡在青山绿水间。

“龙头凤尾猪肚子”这样的“要诀”，在
汪曾祺的文章里大半被破了。哪有什么“龙
头”，“凤尾”也不必要，只有“猪肚子”是实打
实的，而且其厚度绝非一般人所能及。读汪
文，一开始会觉清雅素淡，就像他笔下那些
家乡小菜，凉拌枸杞头、煮干丝……却越读
越觉滋味全出。待读得多了、深了，又在这
“清淡”里咂磨出两个字来：底蕴。他的文字
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民俗乃至大自然中秘制
加工、又反复腌渍而出的，乍看颜色无奇，待

真正打开“盖子”，其香扑面，尝一口，回
味绵长。

他有一篇名为《葵·薤》的散文，写了
两种今人已不太熟悉的菜蔬 “葵”与
“薤”。引述了《诗经·豳风·七月》、后魏
《齐民要术》、元代《农书》、汉代《薤露》

等，且每次引述，都与行文严丝合缝，丝
毫没有“引经据典”之生硬，乃至读时稍
不留神就滑过去了，几乎感觉不到。待察
觉时，回头再看，这些援引无一处不妙，

恰如“量身定制”，而若非熟读典籍者，根
本无法如此信手拈来。 像这样一篇短文
读下来，非但会生出意欲品尝之想，更将
菜蔬背后的文化也取一瓢饮下。

汪文之“厚”，源于生活。他经历过日
军侵华的动荡，作为西南联大的学生，背
井离乡，跋涉千里，到云南求学。可像这
样的颠沛流离， 进到他文字里， 就成了
《昆明的吃食》《昆明的花》《泡茶馆》《跑
警报》……他写什么，都写得那样兴高采
烈， 让人丝毫不觉那时的他天天都在饥
饿线上挣扎， 还要面临突如其来的死亡
威胁。那篇《跑警报》多有趣呀。空袭警报
来了，马兄带着一卷诗，金先生提了一箱
情书，罗同学和郑同学更是悠哉悠哉，一
位洗头、 一位煮莲子……文中的许多描
写，后来被用在电影《无问西东》中。

他早已深深懂了世情， 却从不明言，

亦不嗔、不喜、不怒、不怨，充其量只说：

“蔬菜的命运，也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有
其兴盛和衰微。” 那些人事沉浮、 苦乐悲
欢，变作他笔下的家常味道、草木花鸟、深

巷细雨……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汪文的厚味，也在“情”字上。汪老深情，但
他写情，也淡，从不铺张、宣泄，没有浓墨重彩，

恰如一卷水墨山水，意在其中，情在其中，一旦
走进去，才触了心，再难忘了。他的一生，失去
过太多人，也目睹过太多失去，可是那些伤痛，

却在他笔下哀而不伤。他写老师沈从文晚年回
故里、听傩戏，道：“沈先生听了，说‘这是楚声，

楚声！’他动情地听着‘楚声’，泪流满面。”只一
个画面、一句话，便写透了老人对故乡的依依
眷恋。 他写金岳霖用情之深， 简直不动声色，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
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
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
的生日。’”这是怎样的视角呵？

汪老有一段写蜡梅的文字，我倒觉得颇合适
形容其文：“这样大的四棵大蜡梅， 满树繁花，黄
灿灿地吐向冬日的晴空，那样的热热闹闹，而又
那样的安安静静，实在是一个不寻常的境界。”

清冷的冬天，那安静的一树繁花———大概
就是汪文。

品读

注销公告
 上海铁建实业有限

责任公司经股东决定，
拟向登记机关申请注销
登记， 请债权人于公告
发布起 45天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
公告。

泰隆银行沪上又添新网点
近日，泰隆银行上海虹口支行开业。这是泰隆银行在上海

成立的第 28家营业网点。上海虹口支行的开业，标志着泰隆
银行服务小微、践行普惠工作不断深入和细化。

泰隆银行自 2010年进入上海以来，始终坚持服务小微企
业、服务实体经济、服务本地市民，为沪上小微企业和市民居
民带来了便捷的金融服务。在营业时间上，为切实解决小微企
业很难做到“朝九晚五”，泰隆银行就延长柜面营业时间，增加
柜面服务窗口， 以相对较长的服务时间与服务窗口配合小微
企业的营业作息需求， 方便他们结束运营后还能到银行办理
业务。

在客户服务上，针对小微信贷额度小、需求急、频率高的
特点，泰隆银行推出一对一的客户服务模式。泰隆银行的信贷
人员每天会用 70%以上的时间密集地走访客户， 搜集积累企
业经营信息，及时了解客户需求。也正是因为这样大量基础的
现场调研、面对面沟通，使得泰隆银行在客户提出需求时，能
够做到新客户三日回复、老客户三小时办结的高效服务。

在服务成本上，为了切实让利小微企业与市民居民，泰隆
银行还推出了多项免费服务。如泰隆借记卡境内银联 ATM跨
行取款时， 每月前 15笔免收交易费； 泰隆借记卡境外银联
ATM跨行取款时，每月前 4笔将免收交易费。

泰隆银行虹口支行行长表示，新支行成立后，他们将继续
坚持泰隆的模式与定位，为虹口区更多的小微企业、市民居民
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

注销公告
 上海铁路红厦实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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