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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夜聊 □何磊
峥嵘
岁月 那一瞥 □迂夫

那年
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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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特洛夫斯基说：“人的一生可
能燃烧也可能腐朽，我不能腐朽，我要
燃烧起来。”我认为，所谓燃烧起来就
是主动找事做，然后在做的过程中释
放生命的能量。换言之，就是给自己
一个目标，让自己去拼搏一回。

有这样一个人。
他从小没进过学校，13岁时在一

家装订作坊当工人。他利用业余时间
读了许多书，当读到《化学漫谈》一书
时，对化学实验科学产生了浓厚兴
趣。当时他最崇敬的化学家是戴维，
他便想方设法去听戴维的讲课，从此
迷上化学，将化学当作奋斗目标。为
了探索更多的化学奥秘，他给戴维写
信，请求做戴维实验室的助手。他的
勤学诚恳感动了戴维，于是心想事
成。由于他勤于学习，善于观察，进步
很快。25岁时，他写出了第一篇学术
论文，发表在皇家学院的化学杂志
上。接着又连续发表了 6 篇学术论
文，引起科坛注目。此后，他在物理学
领域也有许多重要发现和著作。他发
现的电磁感应现象，具有划时代意义，
他被公认为十九世纪的科学巨匠。

他就是英国杰出的化学家、物理
学家法拉第。

正是在目标的指引下，法拉第由
装订工成为杰出的科学家，树起了人
生的丰碑。

歌德说：“你若喜欢自己的价值，
就得为世界创造价值。”

一定程度上，价值的大小与奉献
的多少成正比。奉献少，价值就小，奉
献多，价值就大。这就是有的人默默

无闻，有的人举世闻名的原因。看看
那些彪炳史册的中外人物，哪个没有
耀眼的功勋业绩？譬如秦始皇统一六
国，祖冲之发明圆周率，曹雪芹写出

《红楼梦》，爱迪生发明电灯等等。尽
管他们的业绩不同，但都是在目标的
指引下取得的。

人生的乐趣有无数种，最大的乐
趣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乐而忘忧，乐
而忘龄，开开心心，不知老之将至，这
就是“找个目标乐一回”的含义。

不过，我不赞成所有老人不分兴趣
爱好、健康与否、人生观价值观等，都

“老夫聊发少年狂”，去奋斗拼搏。毕竟
老人的体力精力都每况愈下，经不起折
腾。我只是觉得某些身体健康的老人，
找个目标，能更好地延长寿命。

科学证明，有人生目标的人更长
寿，发生中风和患抑郁症的风险更
低。心脏病风险降低 27%，阿尔兹海
默症风险降低 50%。研究发现，有较
高层次目标追求的人，在处于逆境时，
较少出现沮丧和压抑情绪，他们对挫
折失败的心理承受能力也比无目标者
强得多，而缺乏人生目标者的死亡率
是有目标者的两倍多。从这个意义上
说，老人给自己一个目标，是一种养生
之道、快乐之道。

有支歌是这样唱的：“给自己一个
目标，让生命为它燃烧……世界会因
我们的飞翔变得更美好。”不论你是
60、70岁还是80、90岁，只要照着目标
往前走，你的明天就会更美好。

（作者原工作单位：永平县职高，
68岁）

回顾大学学习，除课堂、图书馆之
外，我个人感觉还有一个重要所在——
宿舍。每晚临睡前，哥们儿漫无边际地
胡侃瞎聊，姑且称之为“青春夜聊”吧！

20世纪70年代初，我进入昆明师范
学院上学。报到结束，8人一舍的舍友确
定之后，夜聊就在自我介绍相互认识中
进行着。某天晚上，针对白天泥水溅污
鞋的情况，一个上海知青同学抱怨：“在
阿拉上海的街道上走一天，鞋底是不沾
泥的”。另一个北京知青同学则对大家
说，冬天在北海公园湖面上溜冰如何如
何惬意，更有点显摆的味道。德宏来的
少数民族同学对此表示质疑。有人连忙
证实说，他去过北京，亲眼目睹人们在北
海公园湖面上溜冰的样子。然而，这个
同学也提出自己的质疑：“地球表面就是
一层泥，建在地球上的上海那么大，在城
里走一天能不沾土吗？”“不信？你去走
一次试试。”上海同学自豪地说。德宏同
学不甘示弱：“北京上海再大，怕是没有
我们那里树包塔的自然景观吧？”这下轮
到橄榄坝北京知青惊奇了：“树还能包
塔？”德宏上海知青连忙证实：“确有其
景，本人亲眼所见。”

那几年，文化生活相对单调，除了 8
个样板戏，只看得到《地道战》《地雷战》

《南征北战》一类影片，大约是 1973、
1974 年，朝鲜彩色影片《卖花姑娘》、香
港影视公司拍摄的反映北京举办亚非
拉乒乓球邀请赛的彩色纪录片，犹如拂
面春风，令人耳目为之一新。在一次大
家讨论《卖花姑娘》女主角花妮貌似本
班某女同学，并对两人品头论足后，一
位重庆知青同学突然开口：“我给大家
讲个‘偷鸡’的故事，听不听？”热烈的讨
论戛然而止,人人洗耳恭听。这位同学
说：他原来在的西双版纳建设兵团某
连，指导员常将自家养的鸡群放到知青
种的菜地里，名曰帮菜地捉虫，实则是
去啄食菜叶，天长日久，怨声载道。有
人找来苞谷粒，煮熟煮软之后穿到鱼钩
上作为诱饵，鸡啄食之后只能随着鱼钩
线跟人走而叫不出来声。牵鸡进入宿
舍，早有人烧好水等着宰杀褪毛。鸡只

能烹到七八分熟，才不会因香
味四溢而露馅。从捉鸡到吃完，
均在半个小时内完成。擦干嘴唇用
报纸打包鸡毛等残留物塞进衣袋中装
作散步，偷偷扔到河流中。前后半年，
直到这个指导员因奸污女知青被判刑，
偷鸡行为也始终未被发现。

有人问：“你偷过鸡，还摸过狗吗？”
“呼噜！呼噜！”鼾声如雷无人应答。大
家窃笑：“这家伙假装睡着了！”

1975 年 8 月，吃完毕业散伙饭那天
的夜聊，是由甲同学向乙同学道歉开始
的。甲说读书期间与乙的矛盾是由一
次小误会引起的，责任全在自己,以前
一直拉不下脸来澄清，毕业了，希望不
要把这个疙瘩带出校门去。乙起初不
吱声，在舍友们七嘴八舌的劝解下，最
终表示自己不会记仇。大家仍然撺掇
着，二人最终下床相拥而泣。随后大家
又谈各自的三年计划，有人甚至邀请大
家去参加自己的婚礼。我清楚记得，那
天夜聊的最后一个内容，是商量决定将
全体舍友合资购买，使用半新的两个保
温瓶送给本宿舍留校的那个同学用。
作为回报，接受馈赠的同学当即表示：
次日全组同学（含另外两位女生）的早
餐由他提供。

2001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已经11点
多了，客厅座机骤响，电话里传来远在西
北大学上学的女儿的声音：“爸爸，我们
已经熄灯了，宿舍的同学还在讨论一个
问题：如何看待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
情？有人斥之为乱伦；有人认为纯属乱
爱误国；也有人说他们‘在天愿作比翼
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忠贞爱情值得肯
定。三种意见互不相让，大家让我用电
话向您这个教授为我们点评。”并说电话
那头已将声音调到最大，全宿舍的人正
等着听呢。面对新世纪的又一场青春夜
聊，我告诉她们：“只有从伦理学、民俗
学、历史学的视角综合分析，才能得出正
确的答案。快从偏执的激辩中退出来
吧，否则明天上课你们要迟到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屋女孩子的笑声。
（作者原工作单位：云南师范大学，72岁）

我的父母经历了一个美丽感人的故事。
听长辈们说：父亲当年狂追母亲，母

亲感动之下，终于与父亲走到一起。母
亲是有婚史的，并且还有孩子，而父亲是

“童男子”。这引起世俗的非议：“小母鸡
不要，偏要叼个老母鸡跑！”

二孃说：“你爹妈只好在篆塘用四张
草席盖了一间房子。你爹白天到大船上
扛货搬运东西，或者到餐馆帮厨；你妈在
馆子做工。在这四张草席的屋子里生了
你和大妹。”

大表孃说：“你爹第一次带你妈来我
家时，你妈的脸红红的，说话时露出一口
漂亮的白牙，就像年画上的美女。”

老叔说：“现在看你们的父亲穿成这
样，以前衣服的风紧扣没有扣都不会出门。”

是啊，父亲每天穿一身工作服，时刻
想着怎样苦钱养家，出门办事也就穿一
身干净的工作服！

我开始有记忆时，我家已经住在洪
化桥一个四合院的二楼的耳房。正堂屋
空着，父亲就把爷爷接来住了一段时
间。二孃说，父亲平时是最顾家最孝敬
老人的。

那时，父母就像机器人一样整天忙
个不停。父亲在工校做厨师；母亲每天

大盆大盆地洗学生送来的衣服。我在旁
边默默地看着身材窕佻、梳着两个小辫
的妈妈，把一件件衣服抖伸展开晾在铁
线上。

后来，父亲分配到小麦溪林校工作，
随之全家搬到林校。那里荒山野地很
多，父亲在休假日开荒种地，缓解经济的
压力。由于父亲的辛勤付出，瓜长得比
小簸箕还大，箩卜比小腿还粗……学校
也没有通知父亲，带许多人用这些“特
产”开办了一个展览。全校师生大开眼
见，赞不绝口：“这是什么科研，能有这样
成果？”展览了几天后搬到校食堂供全校
师生品尝。父亲没有要任何补偿，心里
却乐滋滋的。

在林校时，母亲为了减轻父亲的经济
压力到被服厂洗棉衣棉裤，从洗到漂一直
站在白龙潭流出来的冰冷的水里，我看着
那么一大堆衣服却什么忙都帮不上。

之后妈妈又饿着肚子去扛枕木。有
一次，枕木砸在脚上，血流满地。母亲疼
得脸色发青，全身发抖却不哼一声。

父母为了养大七个孩子熬干了躯
壳、熬干了骨髓！不弃不离、相依相守，
用艰苦而幸福的一生诠释了爱情。

（作者原工作单位：不详，71岁）

在我所见过的快乐表情当中，有
一瞬特别难忘。

那年，老金调来子校。平时吃过
晚饭，他也像我一样折回办公室，把备
课等工作干完，然后读书看报，享受一
天忙碌之余的清静。有天晚上，老金
做完分内事，提议放松一下：杀两盘象
棋。我欣然响应。几盘杀下来，我有
数了：一、他与我一样，都属瘾大技术
差，不要说入流，即便在业余爱好者
中，也是马尾巴串豆腐——提不起！
二、我这根“马尾巴”比他还“技”高一
筹。从此，每晚抓紧忙完正事，我俩就
排兵布阵，热火朝天地杀将起来。

刚开始的一段日子，我是“瞎子国
里独眼称王”。每晚三五盘棋基本是
我赢，偶尔输他盘把，算高抬贵手。“三
打两胜”定胜负，每至关键一盘，看着
老金又面临被“将死”而无计可施的样
子，我很是开心。他身体虾似地朝前
弯着，乌唇紧闭，可两头点火的“春城
牌”在指间冒着青烟，半晌不抽一口，
眼珠子盯着棋盘扫来扫去……末了，
哈哈干笑两声，说：“再来一盘”。我往
往输在他这再来一盘上，无所谓了。

就在我当“常胜将军”快习惯成自
然之时，惨败悄然而至。

不久后的一天晚上，我照常先赢
了第一盘。到第二盘，老金下棋的节
奏明显地慢下来，每走一步都反复掂
量，不轻易落子，我则仍旧左右开弓，
车马炮全速开进，眼瞅着又将合围成
功，冷不防被他来个炮打翻山：老将挨

“背兜”，一击毙命！第三盘我必须赢，
因为属于卫冕之战，关乎“王位”续绝
的大事。可是我发觉老金想赢这盘棋
的愿望不仅丝毫不亚于我，而且更加
强烈：他身子倔强地朝前弓着，如竞技

场上令人敬畏的对手；眼盯棋盘，神色
俨然，不时呷口茶，一口接一口地抽
烟；右手老在捏弄棋子，要么按下棋子
后又回到原来的位置悬空着，老姆指
和中指仍保留持子时的那股力道……
老金不加掩饰的志在必得的架势压得
我心神不宁。这盘棋似乎下得特别
长，原来他麾下不堪一击的兵马忽然
变得能攻善守，任我怎样绞尽脑汁、左
冲右突，都无法化被动为主动，最后被
他硬生生地逼入死角，老将惨遭“推
磨”，输得很难看。

至此，我与老金的角色发生了戏
剧性的变化。大概见我输棋后脸嘴不
淡定，老金先笑说他赢这两盘棋其实
全凭运气，接着又关心地问道：“咯累
了，怕该休息啦？”“再来一盘！”如赌徒
输了钱不准赢家走，我一声断喝，把本
是他输棋后才说的那句话发狠地掷将
出来。然而，对我的再来一盘，已凯歌
高奏的老金却不像我曾对他那样地

“放一马”了，他仍然穷追猛打，不依不
饶。这盘棋我输得又快又干脆，并且
莫明其妙。

当我气急败坏地穿过走廊，眼睛
无意间透过窗玻璃再瞥进办公室时，
见老金那喜极乐极的表情与先前的谦
恭内敛相去不啻天渊：蓝莹莹的日光
灯下，老旧的办公桌前，他身子蓦然舒
展地仰靠在椅背上，双臂抱在胸前，刚
刚吐出的一朵浓烟在额头上云翻雾
卷；脸上的快乐恣意奔泻；乌唇大大方
方地翘开着，一颗银白的假牙脱颖而
出，泛着幽光……

那一瞥真神奇！我所有的烦躁憋
屈霎时化为乌有，忍不住咯咯笑起来。

（作者原工作单位：官渡区人大常
委会，6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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