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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现在时兴“举手表决”——少数服从

多数，多么的公正！然而，殊不知被你举

起的这只“手”却在与此“公正”反其道而

行之。

人手四指全都朝向一方，唯有“大拇

指”低位斜出，自成一家，甚至径自指向垂

直。

这四指也真够大度。首先，它们没有

结成“四指帮”党同伐异地对大拇指肆意

声讨；其次，它们不以多欺少地动用“举指

表决”这类貌似合法的“民主”方式，强行

要求大拇指在方向上与自己保持一致。

聪慧的四指反而善用彼此间的“相反相

成”，和谐组合，让自己发挥出此前无可比

拟的重大作用。

若是溯本求源，当我们的祖先还是猴

子在树上荡悠时，拇指的分化就已形成。

只有大拇指和四指方向不同才有可能“握

住”树枝，轻松自如地从这棵树荡到那棵

树。可以设想，倘若五指全都无差别地指

向同一方向，这猴子还能抓牢树枝，灵活

地在树间蹿来蹿去吗？

猴子在树上攀援不仅为“手”的形成

做好了前期准备，还带动身体其它部位的

相应进化。比如“眼睛”，当猴子从一棵树

跳向另一棵树时，性命攸关的是——必须

精确地判断距离。为此要求两眼全都长

在脸部前方，借助双眼的视角差异，让猴

子得以从三维立体图像中看准距离。此

外，丛林生活还改变了我们祖先的骨骼结

构。特别是常年前爪抓枝，使身体悬垂，

这无形中又为今后在地上直立行走做好

必要准备。一旦冰期来临，得以从树上下

来，落地谋生。

没有“大拇指”的分化就没有“手”，没

有“直立行走”，没有“手脚分工”，当然也

就不会有今天的人类。世人啊，你们今天

所拥有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竟然全都

维系在这根大拇指上！此指异相，连指骨

都比其他指头少了一节。足见不凡。

有时看似只是一点简单的“特异化”

也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特殊作用，甚至还可

能开启出一片前所未有的新天地。

一条大船，众人划桨，哪怕再整齐划

一也难免让行船出现偏离。忽然分出一

人不再划桨，端坐船尾，以桨代舵，很轻松

地就保证了船的直线前行。还是这支桨，

一旦特异出舵的功能，就会与其它桨建立

起一种全新的联系，从而也诞生了一种新

的具有“尾舵”的舟型。

“0”是一个特异化了的“虚无”数字。

它与由1-9这些“实有”数字构成一套完整

的“十进制”数学表达，从而让一系列数学

公式与计算方法得以成为可能。没有“0”
就没有今天的数学。美国数学史学者罗伯

特·卡普兰甚至认为：“把庞大的数学体系

连成一个整体的是零。”数学是一种特殊的

科学语言。没有数学也就没有今天的科

学。科学没有数学如同人类没有语言。

特异化尽可以成为万般事物的神圣

开端。除了“大拇指”与“0”的特异化外，

生物界的特异化更是层出不穷。例如，鱼

鳍特异化为四肢就有了陆地上的爬虫类、

哺乳类、灵长类，乃至人类。4亿多年前志

留纪的海藻登陆，特异化出具有根系的裸

蕨才有了今天的广袤森林、万里草原，以

及人类的现代农业。

每一次重大发展都必须以特异化出

新元素为前提。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历来

有种本能的求“同”排“异”。这无疑是种

发展上的“绝后”。

当我们竖起大拇指称好时，同时也该

感恩大拇指的特异出新。正是它的特立

独行才有了今天的我们。

亲吻一下你的大拇指吧，左右两只。

最早亲吻大拇指的是胎儿。他在母

亲肚子里就开始吸吮大拇指了。也包括

你！

离开樱花园的时候，我的内心着实感

到遗憾。樱树用一年的时间，来酝酿集结

这七天的锦簇，面对这场盛大的花事，而

我仅用 30 分钟的时间逗留，而后便匆匆

转离。

“赏”是谈不上了，“看”也有些牵强，只

有“瞥”还算恰当。樱花犹如一位久待闺中

的少女，为了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精心准

备妆容、盛装出阁，而那个赴约的少年，急

匆匆赶来，气喘吁吁：有事吗？少女娇羞：

没啥事。莽撞少年疑惑：没事约我干嘛？

说完便转身离去，连一句温情的话都没

有。少女张开嘴巴，结果却是矜持地闭上，

泪眼幽怨地望着那个离去的背影。

当我回望樱花园的时候，一阵微风，

几枚花瓣飘零到我的脚下，仿若挽留。而

我就是那个不解情事的少年的化身，毫无

亏歉之意的转离，留给樱花一季寥落。

一直觉得黛玉葬的应该是樱花，而非

桃花。黛玉是绛珠仙草修成的绝美女神，

清秀灵幻非凡，凄美到可望不可即。桃花

太灼、太艳、太烈、太媚，与黛玉敏感脆弱、

多愁善感的性格不相符。“樱花落尽阶前

月，象床愁倚熏笼。远似去年今日，恨还

同。双鬓不整云憔悴，泪沾红抹胸。何处

相思苦？纱窗醉梦中。”看，这才契合黛玉

的境况和性情。看来李煜是懂黛玉的，穿

越时空，他们定可成为知友。

樱花盛放时声势浩大、气势磅礴、千

朵万朵压枝低，甚是热闹。但，凡事都遵

循自然规律：盛极必衰、月盈则亏。太张

扬、太放纵，终究是时日不长。这不，就像

身后有一道紧急追捕令，催促它快速逃离

遁形，仅仅七天的时光，一树的恣意怒放

便繁华落尽、零落成泥。不过，面对美的

景物，人们总是极力挽留、不肯轻易失

去。你看，樱树临水而植，一条清澈的小

河穿园而过，樱花纷落时、花瓣飘然飞入

河道，河面上浮满花瓣，河水静缓，远远望

去，宛若一条樱花铺就的康庄大道，甚是

美丽壮观。樱花最终沉入水底，没能入土

为净，倘若黛玉有知，不知是否又会伤怀

感慨一番？

也有人专奔落樱而来，绿肥红瘦皆颜

色，落花一地也成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审美情趣，更何况是落花满河道，自成佳

景。夜晚的河道里更有园区工人刻意放

置的莲花灯，人花影绰，河岸旁的咖啡屋

内轻歌曼妙、香气氤氲，还有樱园一角高

高乔木下充满田园风格的露天原木酒吧，

一切都是轻轻的、静静的，少有市井的喧

嚣，真是难遇的世外樱园，我喜欢这样的

静谧。有朋友约着晚上来摄影，我自嘲：

就我这菜鸟水平，恐怕连支三脚架的勇气

都没有，还是别出来滥竽充数啦！出来陪

你走走还行。就这样，周末的傍晚，我们

会在河边漫步，清冷的月光下，彼此享受

着友情的暖意。虽两人的年龄加起来近

百岁，却全然没有“一朝春尽红颜老”的戚

然和颓慨，看来一切皆与心境有关。

春天的气息很快会随着繁花的簇簇

衰落、绿叶的昂扬葳蕤而一路滑落，我的

内心也随着一场场花事的谢幕而渐趋平

静。而后，便是一年一季的守成和等候，

等候下一个春季的隆重登场，期待自己再

一次沦陷在百花盛开的烂漫季节，为心灵

铺设一条充满幸福感的绿色通道。

“燕子双飞几时回，夹岸桃花蘸水

开”，又到了草长莺飞、春暖花开时节，百

里桃花争奇斗艳，前不久那一望无际的粉

红——上海桃花节吸引了一批批的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

上海的桃花节由原南汇桃花节发展

而来。南汇，位于浦东南部，地处东海之

滨、杭州湾畔，河港纵横、物产丰饶，其土

壤、气温均适合桃树生长，目前种植的桃

林面积之大、品种之多，为华东之最。漫

步在乡间桃林中，似搭乘陶渊明的船只，

徜徉在花海中，“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

步，中无杂树，芳华鲜美，落英缤纷”，故南

汇也有“桃花源”的美誉。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桃花

的美不只盛开在枝头，更盛开在文人墨客

的笔尖上、诗画中。他们素来喜欢赏花观

草，兴感抒怀。于是桃花被赋予了多种内

涵，或崇尚隐逸，或感怀身世，或讴歌友谊，

或点示爱情，或流露禅意，或尽显生机……

凡此种种，意趣横生、引人入胜。古人常

以桃花盛开为雅集之时，承兰亭遗风、群

贤毕至，或品茗听音，或闲庭信步，或泼墨

挥毫、赋诗作画，抒发对生活的热爱、对生

命的礼赞。

上世纪 30 年代，也是这烟雨飞花季

节，周浦黑桥顾家桃园迎来了贵客。著名

国画家黄宾虹先生应女弟子顾飞（海上闺

秀画家）及其兄长顾佛影（大漠诗人）之

邀，偕同张善孖、张大千弟兄和谢玉岑（谢

稚柳之兄）先生，来顾家桃园赏花、吟诗、

作画，雅趣盎然。

黑桥顾氏是露香园顾氏旧家，明王象

晋《群芳谱》载有，“水蜜桃，独上海有之，

而顾尚宝西园（即露香园）所出尤佳，其味

亚于生荔枝”。可见当时露香园的水蜜桃

品质之优，而之后南汇水蜜桃亦源于露香

园之种。顾家桃园是当时周浦六大桃园

之一，占地 10余亩。该桃园的桃树由于

培植得当，又带有露香园遗种基因，结的

桃子个大、皮薄、汁多、味甜，品质十分好。

就在“红梵精舍”（顾佛影书斋名）内，

黄先生“红飏飞英入砚池，为花写照两三

枝”，和同来的画家合作了一幅五尺中堂

“红梵精舍图”和七八幅山水、花卉立轴，

可谓“纵横渔汊皆图画”。

旖旎春光，桃园胜景，赏花赏月，吟诗

作画，已近古稀的黄宾虹先生文思泉涌，

连作 16 首“周浦游顾氏桃园看桃花杂

咏”，为世人留下了至臻至美的佳作。

如描写桃林胜景、万花攒动的“绯桃

绰约刚临水，湾过前村忽满林”、“向晓万

花齐破蕾，不堪零乱又残红”、“春到园林

催起早，花枝啼梦鸟声多”、“回舟偏逐潮

来去，岸上花开只笑人”。

又如描写水乡美景、旖旎田园的“绿

满亭皋水满渠，舻声摇曳出林箊”、“堤柳

萧疏浅露根，涨高新见落潮痕。插柴编竹

多渔汊，田舍人归舟到门”、“春深高树绿

阴肥，浅草平波露拂衣。踏遍青鞋桥畔

路，野花临水斗芳菲”。

再如“墨华如影休嫌淡，正是窗明月

上时”、“清樽短榻话春宵，花气熏人酒未

消。为爱当风开户立，一钩新月上林坳”，

新月如钩，微风拂面，真所谓花不醉人人

自醉。

今之桃花节，成为大众之赏花雅集。

花美既胜古时，文化韵味也并不逊色。在

惠南镇桃花村畔的浦东新区南汇博物馆，

近年来，为丰富桃花节文化内涵，举办了

一系列展览。赏满园春色，赏艺术作品，

感受浦东历史，即所谓：桃花源中人，也知

魏晋了。

关键词 公正无私 公事 老男人

“公”的基本意思最没变化。成语

说，“大公无私”、“公而忘私”，这个字从

造出来，就是与“私”相反的意思。下面

是“厶”，就是“私”本来的写法。上面是

“八”，表示相背，背道而驰的意思。我们

祖先造字，把两个意思凑在一起，形成一

个新的意思，既符合辩证法，又挺可爱

的。这个基本意思到现在都没有改变。

比如说“公海”，就是各个国家都可以享

用的海。邻国之间往往就大陆架吵得不

可开交，目的就是为了把公海变成“私

海”——专业名词叫“领海”。

《韩非子》说，“分其厶以与人为公”，

把本来属于自己私有的时间、财富分给

众人，让大家共享，这就是“公”，就是《春

秋》所说的“公正无私”——这个词看起

来通俗易懂，其实是一个很久远的词汇

了。可见，有些普适的价值，是千百年来

不会改变的。把自己的东西让人家分

享，为了不产生矛盾和冲突，最好的办法

就是平均分配，这就是“公平”。你一旦

“公平”了，人家就觉得你“公正”。

既然“公”不是私有的，那么就是“公

众”的、是“公有”的、是“公家”的财产。

不过中国古代，这个“公”不过是放大的

“私”而已，是皇帝的家天下，“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

皇帝要想天下太平，江山万万年，也必须

“举公义，辟私怨”（《墨子》）、“兼覆无私”

（《贾子》），防止“邪曲之害公也”（《史

记》）。可惜家天下和“公”总是相矛盾

的，孙中山先生倡导“天下为公”，彻底废

除“家天下”的概念，才算真正跨进了一

大步。

古代能代表“公”的，是朝廷。古代

称呼朝廷、政府就用“公上”，最大的“公

事”自然就是朝廷的事情。朝廷铸造的

货币叫“公币”。所以古代的爵位，分

“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公”仅在

王之下。朝廷位高权重的大臣，叫“公

卿”。人们对“公”是必须尊敬的。古代

尊称人，常常就为“公”，刘邦就被称为

“沛公”。普通人家，平时没有机会成为

“公”，但死后可以，亡者为尊，家谱和墓

碑上可以写“某某公”。

能混成“公”的人，全都是男的，也往

往都是老头子。所以“公”，就有了雄性

的含义。“老公”，就是老男人。最早“老

公”是指老爸。到了明清，老公就变成丈

夫的意思了。《水浒传》里，鲁智深冒充桃

花庄刘家小姐藏在闺房里，小霸王周通

摸进来，鲁智深撸拳就打，小霸王大喊：

“做什么便打老公？”鲁智深大骂：“教你

认得老婆！”《西游记》孙悟空把紫金葫芦

偷换了，说自己的是公的，银角大王的是

母的，惹得银角大王感慨：“这样个宝贝，

也怕老公，雌见了雄，就不敢装了。”

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一大批弄潮儿——

原来的“乡下人”成为“新城市人”。“乡下

人”成为“新城市人”之路充满了艰辛，其

中的甜酸苦辣，就是一串故事、一部书。

叶永平发表在山东作协《时代文学》今年

第 2期上的小说《田老板出头记》就是这

样一个故事，书中的主人公田由由从“乡

下人”变为“新城市人”的“奋斗史”，充满

了传奇，值得一读。

要成为新城市人必须吃得起苦。田

由由从苏北乡下挑着两筐鸡蛋来到改革

开放的热土东岸。他风餐露宿，寄人篱

下，晴天睡在马路的人行道旁，雨天觅集

市摊点栖身……

多少年后，田由由总算在城市里落

下脚、扎住根，一点点融入这个既熟悉又

陌生的社会，以及让其又爱又怨的环境。

要成为新城市人要脑子活络，勇于

创新。田由由为了生存，摆过茶叶摊、补

过自行车、当过专售马路假货的小老

板。若干年后，田由由良心发现，感到假

货生意毕竟是“黑心黑肺断子绝孙”的

事，他又瞄准了新的行当。

脑子活络的田由由加入了“掮客”的行

列，当起了调房“掮客”，如今称之为房产中

介、房产经纪人。凭着他的勤奋和钻研，

“田老板”在调房市场游刃有余，使自己的

眼力见长。后来他索性用自己的门面房，

开设了房产中介公司，自己当上了老板。

最终成了东岸一家知名的房地产开发商，

一跃龙门，成了几亿身价的老板。

亿万富翁的“田老板”在财富面前并

未止步，而是始终瞄准下一个目标。上

世纪九十年代，东岸正处于破墙经商的

第三次浪潮，东岸的围墙有“寸金之墙”

的雅号。田老板的房产中介公司大显身

手，到处“破墙经商”，狠狠赚了一票。时

隔多年，他又创造了在施工基地上“以店

代墙”，既发挥了市口效益，又使闹市与

工地的隔离墙更加美观，这一创举很快

流传开来。

田老板一举成名天下知，他终于成

功了。“田”字已出头，且出头又接地，难

怪田老板的“申申公司”成了东岸的知名

企业，田老板也成了东岸名人。

永平兄用生动的故事向读者诠释了田

老板出头的“秘诀”，告诉人们“乡下人”要

成为“新城市人”靠的是什么。有梦就有希

望、有梦就有力量、有梦就有未来——这就

是小说《田老板出头记》揭示的真谛。

其实，梦想对我们每个人都是机会。

永平兄作为新区建交委调研员，又是上海

作协会员，工作之余笔耕不辍，今年来已在

《上海文学》、《上海作家》、《光明日报》副刊

《散文选刊·下半月》、《北大荒文化》等刊物

上发表了若干文学作品，现在又在琢磨“后

知青题材”的小说，继续着自己的“文学

梦”，愿他不断有新的小说佳作问世。

亲吻你的“大拇指”
□詹克明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嵇姝姝

字里乾坤（20）

说“公” □韩可胜

山不在高（国画） □沈从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吕官勤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李昌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