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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次聊天，和朋友说到熟悉的城
市，想了想，除了郑州，竟也就是北
京了。熟悉的机缘一是因为来北京学
习的机会多，一两个月的，三五个月
的都有，最长的一段是在北师大读硕
士，集中上课期是一整年，其余两年
里也来回跑了有十几趟。短期学习就
更多了，三五天的，七八天的，不胜
枚举。近年来，因为工作的缘故，又
要隔三岔五来开会，北京便成为了我
频率最高的出差地。去年年底，我工
作调动到了北京，对于人到中年的
我，这座大城又开始延伸出了根的属
性。之前的熟悉是过客身份的熟悉，
之后的熟悉就是家常的熟悉了。颇有
些梦幻似的，我开始在北京过起了日
子，可不就是家常么？

北京大，大北京。说到北京的
大，在朋友圈里总能听到异曲同工的
吐槽，比如说，一般而言，一天只能
去一个地方，只能去约见一个人，只
能去办一件事，想要提高效率不大现
实，因为不好顺路，拐一个弯轻易就
能多拐出去一二十公里。不过说实
话，对这大，我虽然嘴上也跟着吐
槽，却没有什么腹诽，反而有些喜
欢。一是因为大，恰可以被迫着专
注。一天的计划里，去哪里就是去哪
里，去见谁就是去见谁，心无旁骛。
二是在这大城中的被湮没感，很对我
的胃口，虽然这听起来仿佛有些矫
情。“唯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深
藏”，这诗其实是有些傲娇的。在王城
还想隐的，一定是不太好隐的人。而
如我这样的人，进了人群就找不着，
想不隐也不成，因此也恰恰享受到了
真自在。常常的，在大街小巷中与那
些平朴的面孔擦肩而过时，不由地会
想象一下他们的故事。这些藏在如海
王城中的人们，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也渐渐理解了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北京
土著待人接物反而是朗利谦和的，不
卑不亢的——见的世面太多了。

不过，既然是过日子，只有大自
是不行的。所谓的小日子小日子，日
子总是小的，总是得往小处过的。好
在这大城中从来都不缺小。比如，初
春去北师大听讲座，京师学堂前的玉
兰花开得洁白耀眼。悄悄在某间教室
外站了一会儿，瞄到神采奕奕的老师
在讲城市文学。曾几何时，作为一名
老资格的学生，我也有过这份惬意，
混迹在年轻学子中听着课，窄窄的桌
面上摆放着咖啡和茶。再晚些天去，
牡丹园的牡丹正姹紫嫣红，启功先生
塑像立在花丛中，一脸慈祥的笑意。
在学校里消磨到了傍晚，溜达到附近
的小西天，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随机地
看场电影是个不错的选择，完美的一

天就这么过去了。
只要有闲，这大城中的小时光简

直可以说是享之不尽。再比如去人艺
看话剧，去美术馆看展，去单位附近的
国家大剧院听音乐会……黄昏时分，
我常会跟着熙熙攘攘的人流绕着大剧
院散几圈步，水面浅浅的人工湖里有
一群野鸭子定居了似地在嬉戏，成了
大剧院的一景。周围没有高楼，晴天
时，巨幅的晚霞映着波光潋滟，绚丽
如画。有时阴天欲雨，大朵大朵的乌
云压在头顶，则是另一番雄浑壮阔。

夏初时，一老友因老家有事需要
回去长住一段，委托我帮她照顾花花
草草，我便有了去房山小住的契机。
她的房子在窦店镇的于庄，这大概是
北京最典型的乡村了吧，不过，到底
是北京，村也不像村，那样貌在别的
地方起码也得是个繁华的镇。别墅
区，花园洋房，成片的时尚小区，鳞
次栉比。基本的生活配套设施也很完
善，甚至还有几家宠物医院。好几趟
公交线从市内直通到这里，我从核心
的西城区到这里只需要转一趟车，总
计一个半小时。

只要在房山住，我便每天都去小
区对面的于庄市场买菜，里面也是色
色齐全，物美价廉。老板们各种口
音，其中有一位一开腔我就知道了。
河南的？对，河南的。河南哪里？鹤
壁。我老家是焦作，咱们都是豫北
呢。是啊，都在黄河北。老乡就这么
认下了，结账的时候送了我一小把香
菜。隔段时间再去，他问：姐，可长
时间没来了呀。嗯，出差啦。生意好
吗？唉，撑不着饿不死，就那样。

也会常去小区旁边的郊野公园快
走或者慢跑。所谓的郊野公园，倒也
实在是郊野得很，紧邻着真真切切的
庄稼地，有玉米地，也有菜地。豆角、

西红柿、黄瓜、茄子应有尽有，鲜灵
灵地垂挂在那里，我总是得格外忍
耐，才能克制住去采摘它们的冲动。

在这里我还发展出了意外的社交
活动：有了几位能搭话的熟人。最先
搭话的是位老先生，夸我走得快，脚
下生风。问每天走多久？走多少米？
我一一答了。过两天是两位老太太，
我越过她们时，听到她们夸：看看人
家这身板儿，多直溜！嘿，这步子，
飞一样。折返时走了个对过，她们早
早地把跑道腾出来，给我让路：您先
过。这也太客气了，我只好停下来和
她们聊了几句。有一次遇雨，一位老
太太带着遮阳伞，亲昵地喊着说可以
捎带着把我送到小区门口，反正都在
这一片住嘛，捎带脚。我受宠若惊地
谢绝了，飞奔而去。所谓的熟，熟的
只是一张脸，其他的什么一概不知
道。这恰恰也是我中意的分寸：比陌
生人多一点点亲切，宛若白水里有一
丝丝蜂蜜的甜，刚刚好。

此地还有一些古风古韵的小摊。
比如理发的，用旧纸板贴着最朴素的
广告：5元一次，没有微信。老爷子坐
在一把木椅子上，束着并不白却还挺
干净的围裙，旁边立着一个脸盆架，盆
里盛着清水，架子上搭着毛巾。每次
路过都担心他有没有生意，有一次终
于看见他在给人剃头，心里松了一口
气。还有一次居然看到一个胳膊刺青
的少年坐在那里，成为了他的顾客，
两人的形象反差映照，也是有趣。

十字街口还常有老太太在卖青
菜，待你走近便会问：两块钱一把，
要不要？才离地，好着呢。品种不
多，韭菜，小白菜，菠菜，大致就是
这些，偶尔会改点儿样，多出些嫩玉
米，5 块钱 3 穗。或者是离核大桃
子，10块钱3斤。有时候也会有卖花

的，茉莉，文竹，白掌，绿萝等，比菜稍
微贵一些，都是些好搬好运好养的。
我有时买，有时不买。更多的时候不
买，只是停留片刻，闲话几句就好。

去房山次数多了，就觉得这里并
不远。东城西城是北京，这里又何尝
不是北京呢？

朋友聚会也是小日子的重要内
容。有大聚会，是海吃海喝脑满肠肥
的狂欢。也有单个儿的约见，比如盛
夏时节，去一个闺蜜家里吃饭，吃什
么菜不重要，重要的是调料——和她
每次见面的基本内容就是一起毒舌，
当然最主要的是嘲笑对方和鄙视自
己。她说，昨天很想给我发个微信，
因为很想要去看一个歌舞剧，一看票
价是 500 多一张，顿时就舍不得了。
她恨着自己小家子气，又实在舍不得
花钱，同时还那么想看剧，纠结了好
一阵子。她问我，要是你，你舍得
吗？我说那还用说吗？当然不舍得
啦。两个人就傻子般哈哈大笑起来。

就是这样，和她会说很多悄悄
话。说完了，就格外痛快，像一次彻
底的排毒。必须承认，能和你袒露或
者能让你袒露内心深处那些丑陋的
人，才能称得上是密友。密友的存
在，也许就是为了把彼此变得透明，
变得单纯，变得幼稚。在他们这里，
重要的不是包裹什么，而是剥掉什
么。不是炫耀什么，而是卑微什么。
不是修饰什么，而是清洗什么。

午饭后告辞，她送我到地铁站。
路上继续有一搭没一搭地扯东扯西，
扯什么都开心。刚回到家，她的电话
就来了，说她那边下雨了，我跑到窗
边，看着沉重的天色，说我这边阴得
厉害，还没有下。话音没落，玻璃窗
上就画出了长长的雨线。就这样，在
离得不远的地方，我们各自对着窗
外，看着雨，以文艺腔感叹着雨，雨
越大，我们越有兴致，就像两个小女
孩，或者说老女孩——外壳老、可是
内心小的女孩。

网络上有几句诗偶尔听过，不知
怎的就记下了：红衣佳人白衣友，朝
与同歌暮同酒。世人谓我恋长安，其
实只恋长安某。

琢磨起来，觉得挺有意思。“长
安”在此可以指代你的任何钟爱之
地。“某”呢，则可以指代这个地方
你心心念念着的一切。如此说来，北
京的“某”对我而言可是太多了。当
然，说了归齐，“某”的精髓还是在
于人。试问一下：北京，或者这世界
上的任何一个地方，对我来说究竟意
味着什么？很显然：如果不是因着那
些宝贵的朋友和亲人，那地方再美再
好，又有什么驻留的意义呢。

几年前一个春日，学校花园里
一棵美丽的小树，吸引了我的目
光。读了树下的铭牌，我才发现，
自己任教 20 多年的加拿大滑铁卢
大学中文教研室，竟然是一位美国
学者创立的。这位叫毕森的美国
人，在“卢沟桥事变”前夕到访过
延安，采访了毛泽东等中共领袖，
拥有非凡的人生经历。

1900 年，毕森出生在美国新泽
西州一个小职员家庭。1924年，在
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东亚研究硕士学
位后，这个年轻人以传教士身份踏
上了华夏大地。他先是落脚于安
徽，不久又转往燕京大学执教。

在北京期间，毕森积极参与了
“反帝爱国”运动，与中国人民一
道，反对列强侵略、军阀压迫。不
过，北伐战争结束后，这个热血青
年却对掌控了大江南北的国民党政
府彻底失望了。

1928 年夏，毕森返回美国，投
入了学术研究之路。然而，眼看就
要获取博士头衔之时，他却为了养
家糊口，放弃了学业，转而到美国
政府的“外交政策委员会”就职。

上世纪30年代，中国大地烽烟
四起，内忧外患。隔着浩瀚的太平
洋，毕森投来了关切的目光。那几
年里，他用笔名和化名，撰写过数十
篇文章，赞颂中国工农红军，讴歌史
诗般悲壮的万里长征。这些文章均
发表在纽约的《今日中国》杂志上。

那时的毕森，已然拥抱马克思
主义学说了。仅仅纸上谈兵，岂能
缓解这位年轻人内心的焦灼？

机会降临了。1937 年初，毕
森以“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远东
问题专家的身份，携带妻儿，重返
阔别9载的古都北平。

那个春天，毕森辗转采访了朝
野上下多位举足轻重的角色。国民
党要员的强硬态度，令毕森对中国
局势忧心忡忡。他渴望着亲赴陕北
考察，一睹那片神秘的土地。

在老朋友斯诺的牵线下，一次
秘密的旅行悄悄实现了。与毕森结
伴同行的有美国汉学家拉铁摩尔，
还有《今日中国》杂志主编贾菲和
他的妻子艾格尼丝。

在延安停留的四天四夜里，毕
森采访中国共产党领袖所留下的笔
记，对研究中国革命的历程，可谓
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然而，这些笔记却一直无人知
晓。直到整整 35 年后，借尼克松
总统访华之机，《1937 年 6 月：在
延安与中共领导人的谈话》这本书
才于1973年在加州出版。

他们在延安究竟做了什么？这
本书告诉了我。

1937 年 6 月上旬，毕森一行 4
人乘火车启程。在西安，毕森们结
识了瑞典传教士之子艾飞·希尔。
这个年轻人开上他的老吉普，带领
这4个美国人，前往延安。

辗转四天三夜后，毕森们才终
于在6月21日的黄昏，眺望到夕阳
映照下的宝塔山。

“对我们的欢迎仪式，一直持
续到夜深人静方才结束。延安给我
们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完全出乎意
料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甚至是
欢乐的气氛，充溢着整个夜晚。这
种气氛所留给我们的感受，是难以
言传的，只能去体验。它充满了迷
人的魅力，并从此伴随着我们，日
益增长。”

在毕森的笔记中，留下了那个
夜晚铭刻于他心头的震颤。

在他眼里，毛泽东是个谈笑风
生、机智诙谐、充满魅力的人物。
毛泽东竭力劝说司机艾飞，请他留
下来，帮助红军培训并管理一所能
够修理车辆的学校，可这个小伙子
不习惯在黄土高原上生活，谢绝了
毛泽东的真诚邀请。

几天之后，在返回西安的途
中，艾飞却道出了他的观察：“我
在中国走南闯北，啥样人没见过？
但迄今为止，在我遇到的所有中国
人里，只有毛泽东，是能够统一全
中国的那个人！”

几个美国人不仅参观了“中央
党校”，与“抗大”的师生们交
流，还挤在战士们中间，观看了文
艺表演。重头戏，则是对几位共产
党领袖的日夜采访。

毕森难掩心头的钦佩。面前这
几位壮年男子，衣着朴素，与普通
士兵无甚区别，却个个都是受过高
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对中国局势乃
至世界形势皆了如指掌。

毕森如此描述毛泽东，“他的
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地融为一体，

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
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朱德憨厚的面庞、爽朗的大
笑，使人感受到田间老农般的素朴
亲切。周恩来坦率回答了各种问
题，甚至可以用英文做一些交流。

在抗日战争期间，毕森曾公开
发表过百余篇水准颇高的论文，因
而被视为美国的东亚事务专家中的
领军型人物。

1938 年 ， 毕 森 的 重 要 著 作
《日本侵华》 一书由美国大出版社
麦克米兰推出。书中对“南京大屠
杀”残暴事实的揭露，率先于所有
西方人的报道。

1942 年，“珍珠港事件”爆发
之后，毕森以专家身份重返政坛，
进入美国的“战时经济委员会”，
承担出谋划策的重要角色。

然而，自从毕森秘密到访过延
安之后，他被情报部门列为共产党
嫌疑，遭到监控。1943 年初，毕
森在美国国会里开诚布公地赞扬中
国共产党，遭到了右翼势力的猛烈
攻击。毕森愤而辞职，到学术机构
重拾研究工作。

二战结束后，毕森到日本从事
战后复建工作。他的刚直不阿，加
上他鲜明的左翼倾向，再次给他的
外交生涯惹下了麻烦。他只得再次
退出政坛，转往学术圈。

1952 年，毕森被迫在华盛顿的
参议院接受严苛的聆讯。他撰写过
的那些文章被一一翻出，成了“罪
证”。年过半百，著作等身，毕森在
加州大学的学术生涯就此中断了。

为支付儿女上大学高昂的学
费，毕森夫妇卖掉了温馨舒适的家
宅，搬入租来的狭小公寓。他到一
家小书店做了个店员，捉襟见肘、
忍辱负重地活着。

毕森渊博的学识给滑铁卢大学
瑞纳森学院校长睿思留下了深刻印
象。睿思十分同情毕森在美国的遭
遇，毅然邀请他来加拿大，到瑞纳森
学院执教。于是，1969 年夏天，年
近七旬的毕森夫妇来到了加拿大。

1973 年，在毕森垂暮之年，
当年的采访笔记，终于得以出版
了。在书的结尾，毕森倾吐出隐藏
了大半生的心曲。

“延安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
胸中充满了高尚的道德情操。在那
个环境里，个人私欲必须向崇高的
理念折腰。为了共同的事业，人人
平等，官兵一致，齐心协力，顽强
奋斗，大家分享着这种精神追求所
带来的充实感。

那是延安最美好的岁月。我们
不难理解，为什么毛泽东会顽强不
屈地奋斗着、坚持着，要把这种精
神推广到整个中国。”

留下这部绝笔之作数年之后，
1979 年 7 月，“天分极高却命运多
舛”的学者毕森，永远合上了双眼。

如今，毕森的儿子汤姆已年近
九十，在哈佛大学历史系任教。

我采访汤姆时，他说，“父亲
在加州大学遇到危机时，曾把他去
延安时记录的那些笔记本包裹好，
放进一只鞋盒里，藏在了一只木箱
底部，上面再压上不同的杂物。他
把 箱 子 交 给 了 一 位 好 友 保 存 。”
1967 年，汤姆在伯克利大学任教
时，毕森夫妇来加州探望儿子。他
那位好友才把木箱送回毕森手中。

“您父亲遭受了这么多磨难，
他是否后悔过青年时代选择的道
路？”我好奇。

汤姆摇摇头。“我父亲终其一
生，都坚信自己的看法是正确的。
尽管他受到了那么多的迫害，尽管
后来世说纷纭，他也从未放弃过对
毛泽东、周恩来的信念。”

有一年的仲夏时节，我到江西庐
山采风。因为读了太多描写庐山的古
典诗词的缘故，对庐山的向往之情，
也日益加深。譬如李白的《望庐山瀑
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
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
九天。”譬如苏轼的 《题西林壁》：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
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又譬如元稹的 《庐山独夜》：

“寒空五老雪，斜月九江云。钟声知
何处，苍苍树里闻。”再譬如白居易
的 《大林寺桃花》：“人间四月芳菲
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
处，不知转入此中来。”还有刘长卿
的《远公龛》：“松路向精舍，花龛归
老僧。闲云随锡杖，落日低金绳。入
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这些脍炙
人口的诗篇，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就开
始背诵，如今，身临其境，不由心生
感慨。庐山，我们有缘。

庐山的盘山道，曲曲弯弯，螺旋
式上升，景致亦随之变了又变。是
夜，我们下榻牯岭镇一家宾馆。傍晚
时分，出来散步，见层层叠叠的千山
万岭，在夜幕中幽蓝一片，但轮廓还
是清晰的。而那些撑天高峰，把星星
当作了首饰，插满了鬓角，使它们一
明一暗地闪着幽光，让人忘记自己是
在天上还是在人间？而刘长卿所见

“千峰明一灯”的灯，不知在何处？如
今已电气化，各个山头，都亮有灿然的
灯盏。不过，刘长卿看到的不会是电
灯，是风灯或松明灯。明一灯的灯，亦
大不到哪里去。从低处去仰望，如豆
光点而已吧。只是，它被有情的诗人
发现，并状写入神，也就有了神话般的
氛围。这的确是一句神来之笔，只有
诗的语言，才可表达如此深奥的意蕴。

夜晚的牯岭镇，安谧而恬静，山
影绰绰，高树临风。除了山风掠过高
树时所发出的哗哗之声外，再无声
响。若说还有，那就是松鼠们的梦呓
了吧，只是我们听不到它。或许是山
高林密的缘故，一轮山月喘着气，才
爬上牯岭镇幽蓝的天空中来。月光冷
而且白，像雪。此时，窗外的青竹有
些惊恐地晃动了起来，其影斑驳而朦
胧。这使我遽然想起，王维五言律诗

《冬晚对雪忆胡居士家》：“寒更传晓
箭，清镜览衰颜。隔牖风惊竹，开门
雪满山。洒空深巷静，积素广庭闲。
借问袁安舍，翛然尚闭关。”这是一
首雪夜思友的诗作。表达对贫困中友
人的关怀之情。胡居士的住处，离王
维家不远，居士身体有病，不知雪夜
情况如何？因见风惊竹而想到友人，
其情让人动容。在古代，开在屋顶上
的天窗，叫做窗。开在墙壁上的叫做
牖。这首诗中，“隔牖风惊竹，开门

雪满山”是流传极广的名句。隔牖望
去，风吹动着惊恐中的竹枝。仅一个

“惊”字，写尽了境，也写尽了情。推门
一看，满山的雪，白皑皑一片，充满了
寒意。又风又雪，能不为病中的友人
担忧吗？我总是觉得，古时文人间的
友情，也许比现代文人间的友情深厚
得多，亦浓烈得多。没有那么多实用
主义的成分在里面。譬如杜甫写给李
白的诗句：“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
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
李白被贬谪，去了江南山泽，那里是
瘴疠之地，杜甫担心李白的处境，披
衣吟诗，夜不能寐，何其感人？

在牯岭之夜，一丛风中惊动的青
竹，引发我这么多幽思，也算是有缘分
吧？夜，实在是太静了，我倒希望，有
几声牯牛之哞哞，从远方传来，使我能
解脱这些淡淡的忧思，可以安然入睡。

然而，还是没有睡意，因为想起
了另一个人，另一件事，也与“隔牖
风惊竹”这一诗句有关。他就是我的
族兄、已故著名作家李準先生。有一
年的盛夏，在新疆独山子和吐鲁番举
办作家笔会，李準与我们同行。那时
的公司招待所，也不是很大，但干净
安谧，显得很温馨。主人听说著名作
家李準光临，都想来看一眼，因为根
据他小说改编的电影 《李双双》《大
河奔流》等在全国上映，深得观众好

评。入住当晚，公司负责人来找我
说：我们有个请求，可否请李準先生
和大家见个面，合个影，说几句话？
我有些为难，毕竟李準先生年岁大
了，路途劳顿，有些疲惫。然而，他
老人家却乐呵呵地说，这是好事，没
什么可为难的，干脆给大家留一些笔
墨。如此，场面活跃不说，也不显得
有距离感。第二天早餐之后，他便挥
毫上阵，一口气写了4个多小时。期
间除了喝茶，几乎没有休息。他又提
出要给辛勤劳作的厨师们写一些字，
留个影，感谢他们可口的饭菜。这个
提议，让厨师们激动不已。

末了，他又说，团长也辛苦，写
一幅字留个纪念吧，你说写点什么？
我觉得他太累了，就说，那就写两句
古诗吧，免得你太过疲惫。他抿了一
口茶，想了一想，就挥毫留我一幅魏碑
体的墨宝，字迹外柔且内刚，端庄大
气，极见功力，题写的就是王维名句：

“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下款为：
录唐人王维诗句。查干同志雅嘱。辛
末秋。李準。这幅墨宝，已成为我家
镇宅之宝，或悬或藏近三十余载，他
却驾鹤西去，远在天堂了。不知他在
天堂里的住屋窗前，有无风惊竹的画
面？也不知天堂落雪，是怎样一种情
景？然而，有一点我是坚信的，那就
是他的狼毫，不会是闲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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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某”
乔 叶

隔牖犹闻风惊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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