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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德拉是一支理想之歌。

在人们怀念曼德拉的日子里，当年在罗本

岛看押曼德拉的狱警克里斯托·布兰德动情地

叙述了一件往事：那是曼德拉担任总统以后，

在一个制定新宪法的会议上，当时他作为工作

人员，在准备分发文件。只见曼德拉走进来跟

所有的人握手问好，人们都站起来，他看到站

在角落里的布兰德，就径直走过去，举起手臂

向他问候说：“布兰德，你好吗？”他突然大声对

所有人说：“你们知道这个人是谁吗？他曾经

是我的狱警，也是我的朋友。”布兰德本来觉得

在这样的场合，自己非常的卑微和渺小，没想

到总统竟然会在国会议员和部长们面前介绍

自己，令他感动不已。后来大家要出去拍照合

影，布兰德又自卑地缩在了一边，曼德拉忙过

去拉住他说：“不，不，你要站到我身边，我们是

一起的。”就这样，小人物竟在那么多高官中，

留下了和总统比肩而立的合影。

这就是曼德拉的人文情怀，这样的照片是

曼德拉才有的“专利”，和我们现时的作秀有着

天壤之别。

半个多世纪前，他在罗本岛的铁窗里就开

始为了人类尊严、平等和自由而无私奋斗，当

上总统后，更是践行理想，超越种族、肤色、宗

教和仇恨，从一个不屈的斗士，转为忍让、博

爱、宽容的实践者。

理想，于曼德拉就像一条不可更改的航

道，他的一生都没有偏离过这条航道，我想，这

也许就是他为这个时代留下的价值，也是他为

何赢得世界尊敬的原因。

而反观我们当下的某些“精英”们，他们也

曾为理想而奋斗，但理想似乎只是他们的“同

路之物”，是一条被更改的半拉子航道。

他们在困厄时也曾仰望星空，而发达时便

草菅人命；他们在追求时也曾壮志满怀，而成

功后便利欲熏心。

譬如一些经济学家，初时“理想”要坚持经

济规律，要保持科学精神，然而，在金钱利益面

前，就改变了航道，甘愿替利益集团出谋划策，

违心地为错误规划立论佐证，直至成了老板的

幕僚和“智囊”。

譬如一些文化学者，初时“理想”要弘扬文

化品位，要坚守独立人格，然而，经不住物欲的

诱惑，便改变了航道，他们缴械投降，丢失了批

判的武器，在本该属于良知的领地，却与邪恶

同流合污，有的更沦落为文化“掮客”。

譬如一些权重官员，初时“理想”要报效国

家，为民造福，他们知晓民间疾苦，怀揣政治抱

负，然而，随着信仰的坠落，便改变了航道，于

是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为非作歹，劣迹斑斑，

最终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去了。

理想被他们像弃物一般扔掉了，可见抛却理

想轻而易举，而要毕生坚持理想却是何等艰难。

我想，曼德拉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没有功名

利禄的冲击、没有私心杂念的干扰，只是他以殉

道的精神，保证了理想成为不可更改的航道。

与理想背叛者相比，益发显示出曼德拉的

伟大。将理想作为“垫脚石”的人，终将被理想

所鄙视，只有对理想矢志不渝的人，才长久地

散发着人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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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完“国”，自然就是“家”。

“家”字，就是在屋里面养猪。不要骂

我，决不是我一个人这么理解的。上面

“宀”，表示与房屋有关；下面“豕”，

就是“猪”，这字要是写得稍微趴一

点，看得出来画的就是一头猪，还有个

小尾巴。有一个词叫“狼奔豕突”，就

是像狼和猪一样乱冲乱撞。

好吧。不是有妈才有家，是有猪才

有家。“家”的本义就是一种建筑，据

说，现在很多山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

地方，楼上住人，楼下养猪。这才是最

常见的“家”。住在里面，门里是“自

家”，门外是“公家”。不过，中国人把

“公家”从来不当成“家”。所以门口垃

圾堆，“家”里面照样光可鉴人。出门

随地吐痰、随手乱扔垃圾的人，在家里

面说不定还有洁癖。

“家”遮风避雨，“家”里面男欢女

爱，天伦之乐，自然很看重。请你来家

里做客，在中国人看来是最大的礼敬。

如果你已经登堂入室，那就关系很不一

般了。于是把某一个行业登堂入室的

人，也引申为“家”，如“作家”、“画

家”、“艺术家”、“科学家”……即便

“农家”、“渔家”，那也是个顶个的“行

家里手”。至于“儒家”、“道家”、“法

家”、“墨家”、“阴阳家”，这可是开宗

立派的事情。但有时候“家”又好像有

谦虚的味道，如“家父”、“家兄”。但

要记住，谦虚的前提不是自卑，是自我

感觉良好。

“家”与“国”相对。“国”原来是诸

侯的封国，一块或大或小的地方，后来

上升到大一统的“中国”；“家”也就从

一个个的“人家”，上升到士大夫的“大

家”。“国”和“家”联系在一起，“家”和

“乡”联系在一起，“乡”和“土”联系在

一起。中国文化源于中原的农耕文

化，养活自己，养活全家，全靠土里面

刨食，所以对土地是极端的看重，乃至

崇拜。都知道中国的庙多，什么庙最

多？土地庙最多，以前村村寨寨都有，

甚至每幢房子旁边都有一个土地庙。

没有和尚，也没有住持，就供奉着土地

公婆。有了土地就有了“乡”，城市扩

张了，动迁居民“离土不离乡”。

“家乡”，永远是自己的根。中国人

最怕离开家乡，所谓“乡愁”，就是恋

家。“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

前”、“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

愁”、“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样的诗

句总是能打动中国人。越是说“四海为

家”，越是舍不得离开“家”。走到哪

里，心中都有一个“家”。不信，想一

想春运吧。即便已经“成名成家”的

人，也要叶落归根，就是要老死在自己

的“家”，而且是“老家”。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中国

人月缺想家，月圆想家；春去想家，秋

来想家……我现在想家了，家里的猪肉

比城里的肉香。猪肉，是我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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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肇炎黄，

舜禹垂传，

礼乐绵延。

思子集经史，

华章锦绣，

先贤文武，

疆域千年。

秦汉雄杰，

魏晋风度，

唐韵诗酒蜀道难。

惜两宋，

只繁荣富贵，

都付尘烟。

铁骑遍踏青山，

历血雨腥风也淡然。

纵列强环伺，

悍敌残暴，

生灵涂炭，

灾祸接天。

反抗不息，

奋发不已，

红船平湖开纪元。

知我愿，

上九天揽月，

神州梦圆。

“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读书，是美

的习性，亦是优雅的浸淫，更是思想伴随心境

的愉悦分享。我喜读书，数十年的累积，藏书

已逾三千，每每坐拥书房，一壶酽茶，一卷在

握，直看得天昏地黑，日月不辨，将餐叙和休闲

的时间悉数丢弃在脑后。

爱书之人，往往有难改的“毛病”，就是喜

逛书店。一入书店，竟如老鼠一溜烟窜进了飘

香的米缸，饥饿难耐地啃噬着白皙的米粒，十

头壮牛也无法扯将出来。这么多年来，与书关

联，我最为钟爱两件事，一是每月逛一两回文

庙旧书市场，淘些市面鲜见的有时略带樟脑气

味却又契合心意的旧版书，二是直奔书城，推

着镜片，四处寻觅那触动我心灵、开阔我视野

的簇新的弥散油墨清香的书，有一种不达目的

不罢休的倔劲。我清晰记得，孩提时，自己多

少次“赖”在淮海路新华书店的大堂，拼命拽着

将要走出门去的父亲的衣角，苦求他“开恩”，

给我多买几本小人书，眼里还涌出晶莹的泪，

这些镜头至今还时常浮现，惹我扑哧一笑！

岁月的无形之手和对于新知的渴求之心，

终于将我这位“书痴”和上海书城渐渐维系。

十五年来，书城犹如一座储存了大量精神产品

的巍巍圣殿，风雨无阻，常览常新，缤纷五彩，

粲然恢弘，满足了我求知的欲望和企盼。曾记

得，十多年前，在我的单位附近，亦即浦东迎春

路上的图书馆一楼，一度腾出一个大屋，作为

新华书店的服务点，整齐排列着许多橘黄色的

约有半人多高的木制书架，上面码放了各样新

书，好似列队候检的军人，精神抖擞立在那边，

着实令我兴奋。

好事总也多磨。不久，基于经营效益等原

由，那个服务点未能开办下去。我正心存遗

憾，感叹自己又得吃力地“游”到黄浦江那头的

上海书城去买书时，一个好消息传来，位于浦

东八佰伴大厦旁，“新大陆广场”桥廊之下，门

楣高大、敞亮开阔的书城东方店赫然开张，顿

时，浦东人个个欢呼雀跃，买书终于不用“越

江”，门口便有了气派的书城。一时间，车流伴

着人流，日夜川流不息，孩子来、家长跟、单位

要，散客买、团购多、销售旺，真可谓摩肩接踵，

“人丁兴旺”。踏进店里，尤为惹眼的，是那时

店堂里的书架，款式大气，深咖啡色，足有两人

多高，仰首寻书时，感到的不仅是书海的浩瀚

无垠，文化殿堂的崇高圣洁，更是读书人发自

内心的欣慰和浦东人以实干精神击破“文化沙

漠论”的顽强的冲劲。

事物的发展，往往令人欢喜也令人忧。书

城东方店的前进步履，似乎像黄浦江的波浪，

有起也有伏，我像好多爱书之人那样，时时为

东方店的选址而牵心挂肚，为市场经济和网络

商务浪潮中书城所面临的一系列难以避免的

挑战与冲击所揪心。一段时间后，合同与租金

的困扰，使东方店不得不转移阵地，再寻新址，

先在八佰伴商厦的地下一层临时安家，在那天

花板上密布着许多粗大管道的区域内辛苦营

业，我等“书痴”们只能乘着电梯下楼，在空气

不甚清新而又略显拥挤和压抑的“地下室”来

回穿行，抬首稍微一望，顶上的管道仿佛就会

戳在脑袋上。在这种氛围下，既欲买书，又怕

磕碰，心中的愉悦度多少被打了折扣。看着这

热热闹闹的“地下生意经”，我心里暗忖，如果

浦东人也早日拥有一座像福州路书城那样固

定功能的巍峨的文化大厦，该多么好！

奋战了一阵之后，东方店无奈地迁出八佰

伴，移至附近商城路的乐凯大厦南广场，与一

楼的十多家眼镜店相依相偎，坚守至今。说实

话，地口虽然差了不少，生意也更不好做，每次

扶梯而上，我总感到客流不很充沛，很少看到

熙来攘往的闹猛景象，然而，环境虽苦，但读书

氛围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浓郁，自己反而

能够静下心思，从这个区域悠悠地踱到那个区

域，从容不迫地一本连着一本，细细挑选中意

的书籍。人的感情就是这样，喜欢了并且深爱

的东西，绝不会目标旁移，更不会在意其他的

干扰，在虚拟的网络世界“快餐”阅读的感觉，

永远也无法替代自己站在书架面前，凝神静气

逐本挑选时的那种迷人的憧憬。

人生最乐意的事，莫过于广结善缘。这样

看来，我与书城也许会结下终身的“姻缘”，想

想也是，爱书之人最虔诚的心愿，不恰恰是这

些吗？祝愿“书城之恋”绵绵不绝。

入了春，老人并没有急着换下冬天的大

衣。眼前晃悠着迫不及待地穿上短袖和短裤的

年轻人身影，老人摇摇头。现在的年轻人，太心

急，哪知道“春捂秋冻。”

对面的小学门口，孩子们还年轻的父母和

头发花白的祖辈身影各是一半。现在正是放学

的时间，而自己却没了这份差事。自家的两个

孙儿，比同龄人更懂事。老人满足地笑了笑，接

着闭着眼睛享受日光。

老人家只有一个独生儿子，儿子却给他添

了两个孙辈，还正好是一男一女。他觉得这是

他的福分。他与儿子的联系少之又少，似乎这

份父子之情就要散了一样。家里只剩他和已经

7岁的狗。好在两个孩子总是三天两头地往他

这边跑，才使只有他和狗的孤零零的家增添了

不少生机。

校门口放学的队列里不知怎么地骚动了起

来。这么大了的孩子，还会在大街上哭，在老人

看来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他叹了口气，又开始

想念两个孩子了。他想他年纪小小但格外有男

子汉气概的孙子和能干懂事的孙女，他们已经

有几个月没见了。

狗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他唤了两声，也没

回来。唤着唤着狗的名字，就不由自主地想接着

喊出两个孩子的名字，多少次他是在这个公园里，

将疯得一身劲的两个孩子和一条狗唤回了家。

自己的儿子，算是个老实本分的人。或许

在他人看来，自己少了一个孝顺的儿子，可这还

不是自己的错。儿子与自己有着太多的分歧，他

无法忍受男孩时不时惹出的乱子和女孩爱哭的

性格，而老人觉得，这才是男孩有男孩的样女孩

有女孩的样，这被儿子认定为没有原则。

儿子做过最令他满意的事便是说服儿媳收

养了这个被别家送走的女孩。老人喜欢女儿而

自家没有，当听说儿媳怀上了女儿时心里高兴

坏了，只是那时，他还在世的传统又尖刻的妻子

坚持让儿媳放弃这个孩子。现在老太太已经不

在了，可是儿子与自己的关系再也没有好起

来。孙女自幼就能干，次次来都抢着给老人捶

脚，连做菜也要帮一半的忙。他故意和儿子儿

媳说过，老了以后不用他们管，就要这个孙女给

自己养老，儿子似乎不大理会他。

他突然希望孙子带着孙女离家出走来看自

己了。记得有一次是在被父亲狠狠打了一顿后，

小家伙赌气半夜跑到了自己这里。儿子打电话

给自己确认了孩子在自己这边后甩了一句让他

自己好好反省，不然别回来了就摔了电话。男孩

坐在沙发上，一言不发。好在孙子和自己一向亲

密，随便套了几句，就知道是因为学校向家里告

了他上课和同学打架的状。原因是那个调皮的

学生故意在课上说这家的家事。“说妹妹就是爸

妈给我找的童养媳。”他闷闷地说。老人哈哈地

笑了起来。人人都夸这家男孩神气女孩温柔，以

后要享孩子的福，但他从来没想过这事。孙子有

个漂亮的妹妹会很自豪，孙女有个厉害的哥哥也

不怕欺负了。

还有一次。老人想着便笑不出来了。正是

在几个月前，从那以后两个孩子便没有来找过

自己。当天孙子给自己打电话说家里来了客

人，今天不来爷爷那里吃饭了。而晚上又是他

独自一个来了。家里的客人，那是妹妹的亲生

父母。孙子曾经问过为什么妹妹会被送走，是

因为那家穷，还是因为重男轻女？老人无法回

答他，他和儿子已经没有了交流。

而这一天，男孩亲耳听到了真相。他们说

原来是因为女儿生辰八字不吉利而送走了女

儿，还直截了当地说了希望这次能将亲女儿领

回家这件事。男孩也听说过这家亲戚这些年也

没有第二个孩子。他对祖父说绝对不能让妹妹

回到这样一个家里去。老人嗫嚅着，将孙子紧

紧揽在怀里，他开始后悔自己和儿子恶劣的关

系使得他说不上话也干预不成，这要让孙子伤

心了。男孩和爷爷说妹妹正在家里哭着。

“狗啊，狗啊。”他难过地唤起了狗的名字，像

是有些恍惚了一样，狗陶醉一样摇晃着脑袋，黑

眼睛懂事地盯着他看。这狗和其他狗不一样的

地方就是没法给起名字，它就喜欢老人叫它狗。

“爷爷。”老人突然听到有声音在耳边唤自

己，他吃力地睁开眼睛。天空竟然已经被血红

的夕阳涂抹了，像是天上燃起的一场野火那样

红。在夕阳里他看见孙子已经不小了的身影僵

硬地站在那里，浑身染成了落幕的红色。狗听

话地只是摇摇尾巴，没有叫出声。天已经这么

晚了，该回去了，他想，惧光的眼睛流着泪。

一向聪明的狗，这时候却像是不识气氛一

样，冲着街对面汪汪大叫起来。它撒开四条短短

的腿想冲过街去。老人和男孩都看到了，对面有

个迟迟才从学校里出来的身影，像极了孙女，却

肯定不是她。拥堵已久的车流蠢蠢欲动，红灯已

经只剩下最后一秒了。

“狗，给我回来！”男孩大喊，并追了上去赶

在狗冲进车流的前一刻将过分兴奋的狗一把抱

住。他生气得有些想揍它一下，却失而复得一

样将狗抱在怀里。狗停止了挣扎，善解人意地

让他摸。

“妹妹今天走的时候，没有哭。”男孩打破了夕

阳下可怕的沉默。“她还回头突然抱了我一会儿。”

老人伸出手想安慰这孩子。不知道为什

么，自己像是怎么伸出手也无法触摸那颗稚嫩

的头了。他像是生了根长在了原地一样，失去

了天性中关爱的力气动弹不得。这具枯朽的身

体里，已经没有力量存在了。

狗眨了眨眼睛，它发现有和夕阳一样滚烫

的液体在打湿它的脸。

字里乾坤（六）名家履痕

理想是毕生的航道 □吴永进
说“家”

□韩可胜

书城之恋 □李耀华

老人·孩子·狗 □陈心仪

人生百味

沁园春·中国梦
□李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