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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山远

古希腊历史上，有一位勇士斐里庇得斯，他是
长跑高手，因为他，才有了马拉松这项运动。

读解放军军史，能够读到无数位勇士的英雄
故事，他们甘于牺牲、竭力奔跑、追求胜利，用双腿
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最著名的奔跑

解放军军史上最著名的奔跑，有两次：一次是
1935 年 5月，红军长征路上飞夺泸定桥，一次是
1950 年 11月，抗美援朝期间抢占三所里。

如果能够穿越到当时，人们会看到这样壮观
的场景：在崎岖的山道间，白天，黑夜，年轻的战士
们不停地奔跑，很多人完全是凭着本能在前进，人
体的潜能激发到了极致，头顶热气蒸腾，脚下飞沙
走石。有的人跑着跑着，就一头栽倒在地。更多的
人，跑到了终点，他们精疲力尽，却是目光刚毅。

这两次不惜一切的狂奔，堪称“生死时速”，也
带来了辉煌的胜利，直接改变了历史：

飞夺泸定桥，当时红军情势非常危急，前有守
军，后有追兵，如果不及时渡过大渡河，完全可能
变成“石达开第二”。敌我双方都隔河朝泸定桥飞
奔而去，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在回忆文
章中写道：“敌人大部分沿河东岸北上，跟我们隔
河齐头前进。如果我们比敌人早到泸定桥，胜利就
有希望，不然，要想通过泸定桥就很困难，甚至不
可能了。我们要和敌人抢时间！要和敌人赛跑……
我们已清楚地看见对岸的敌人仍然还和我们并肩
前进”，对岸敌人打起火连夜赶路，红军战士也点
起火，并迷惑对方，让他们以为也是国民党军队，
“两岸敌我的火把，交相辉映，远远望去，像两条飞
舞的火龙，把大渡河的河水映得通红……蠢猪似
的敌人万想不到，大摇大摆地跟他们并排走的，就
是他们日夜梦想着要消灭的英雄红军，糊里糊涂
地同我们一道走了二三十里。后来，雨下得更大，
到深夜十二点钟，对岸的那条火龙不见了，他们大
概是怕苦不走了。这一情况立刻传遍全团，同志们
纷纷议论着：抓紧好机会啊！快走，快走啊！一个跟
着一个拼命地向前赶路。”

红四团昼夜兼行 240华里山路，比东岸敌人
提前赶到泸定桥，经战斗后将桥控制，确保了红军
大部队安全渡过大渡河。若干年后，美国著名记者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重走长征路，来到泸定桥，他
在《长征——— 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中感慨道：一
天一夜步行 240 里，一项世界陆军徒步行军的纪
录由此诞生了！

抢占三所里，是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志愿军
获胜的关键，第 38军 113师在冰天雪地中，以 14
小时急进 70多公里，抢占三所里，接着又派出部
分兵力主动抢占三所里以西龙源里，这样，将美军
南退的两条道路全部截断。美军第 9 军第 2、第
25师，土耳其旅和美军骑兵第 1师，南朝鲜军第 1
师各一部陷入志愿军的三面包围之中。经浴血奋
战，给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沉重打击。美军
统帅麦克阿瑟本来想靠这场战役在圣诞节结束朝
鲜战争，结果惨败之后，不得不命令部队向“三八
线”实施总退却，美军第 8集团军司令沃克在撤退
中车祸身亡。这是扭转朝鲜战局的一次战役，史称
“清长大捷”，志愿军最终收复“三八线”以北地区。

此役结束后，志愿军司令彭德怀写完嘉奖电，
意犹未尽，又在结尾写下了著名的五个字：“三十

八军万岁！”
解放军军史上，有太多太多“急行军”“强行

军”的记载。
1938 年 9月，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日军蚋

野大队 500余人偷袭残杀我军民 300余人，八路
军 120 师 358 旅决心在敌人返回县城必经的滑
石片村设伏报仇，当时敌人距滑石片只有 10 公
里，358 旅却要走 25公里，在旅长张宗逊带领下，
八路军战士飞速行军，抢在敌人抵达前 20 分钟
赶到滑石片村。战斗打响后，敌人做梦也想不到
这里会冒出八路军。是役全歼了日军蚋野大队，
这是晋察冀根据地 1938 年秋季反围攻中的一场
重要战役，也是抗战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

无独有偶，1947 年 3月 9日，解放军东北民
主联军得知国民党 71 军 88 师从靠山屯撤往德
惠的消息，下令 1纵 1师迅速插往德惠至农安公
路上的郭家屯实施阻击。当时敌人从靠山屯撤到
郭家屯是 80 里，1纵 1师赶到郭家屯是 140 里。
1师官兵连续 14个小时狂奔，终于赶在敌 88师
之前到达了郭家屯。经激战后，解放军大捷。这是
解放战争东北战场“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之战的
关键一役，东北战局开始向解放军一方好转。

战后，被俘的敌 263 团团长兰松岩惊奇不
已：“从没有见过像贵军这样神速的。原来我们侦
察 50 里以内没有情况，可是走到这里却被包围
了，真是莫名其妙。”得知解放军是从 140 里外靠
两条腿跑过来的，兰松岩更是震惊：“140 里，两条
腿？神速，神速呀！”

动静之间，生死立判

兵贵神速。无论古今中外，机动能力差的部
队，别说打胜仗，命都保不住。

抗战时期，驻延安的美国陆军军事观察组观
察员鲁登，曾亲身体验过八路军战士奔跑的能力：
为了避免日寇的截击，大家不得不连续 26小时不
吃不睡地强行军。

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志愿
军，无论是快速转移，还是一次伏击战，或者双方
几十万大军厮杀的战役，共产党军队的“奔跑”能
力，均令对手胆寒。尤其是在围歼敌人、堵住包围
圈“扎袋口”时，绝对是“飞将军附体”。

大迂回包抄，在快速运动中歼敌，与“围点打
援”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的经典战
术。

解放战争辽沈战役中，为堵住国民党军廖耀
湘部的退路，解放军 6纵 3万余名官兵上演了一
场舍命越野大长跑，部队轻装，除了枪支弹药，其
他的全部扔掉，包括衣服、背包、干粮袋。全军强行
军两夜一天，兼程 240余里，战士累得吐血，没时
间吃饭，没时间架设电台，向敌连续突击，堵住了
廖耀湘兵团主力，把包围圈的袋口，紧紧扎住。

同样是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陈官庄收
官一战，解放军战士以平行追击、围追和超越拦截
的战法猛追猛打，将杜聿明所部 3个兵团合围。当
时国民党的飞行员目睹了江淮大地上壮观的一
幕：数以万计的解放军战士三五成群，在旷野中疾
奔，像无数浪花组成的洪流，先是在国民党军的后
面，之后平行，然后超越。史料记载：解放军在追击
中以昼夜六十多公里的速度奔跑，不少官兵因为
饥饿和困倦摔倒在路边的沟里。

相比于解放军的神速，杜聿明集团因蒋介
石前后矛盾的指挥，加上自身的混乱，没头苍蝇
一般，东冲西突，最终在陈官庄陷入重围。解放
军阵地上，广播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第一
句就是：“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敦促他们放弃幻想，放下武器，“你们想突围吗？
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
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

跑得快，就是有底气。
动静之间，生死立判。战场就是这么残酷。

学会打绑腿，学会洗脚

红军长征抵达延安后，毛泽东与贺子珍在
窑洞前有一张合影，照片中，贺子珍打着绑腿。

从红军时代开始，绑腿就是战士们的标配
了。1934 年 10月初，瑞士籍英国传教士勃沙特
在贵州被转战中的红军第六军团当作“间谍”扣
留，其后他随同红六军团一起参加了长征，
1936 年 4月获释。根据这段经历，勃沙特撰写
了回忆录《神灵之手》，这是迄今发现的第一部
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著作，具有重要的
史料价值。书中有个细节：“(一个青年农民)参
加红军后，红军先给他发了一件高领的蓝上衣，
一条像睡裤一样肥的裤子，一双草鞋，一顶有帽
檐的红军帽和一把大刀。新兵马上就需要自己
学会打草鞋和裹绑腿。”

确实，红军战士每天必做的两件事情，就是
打草鞋和打绑腿。绑腿起源于欧洲，拿破仑麾下
的法国军队曾经大规模装备过。今天的科学分
析说：高强度的行军会引发小腿血管的过度膨
胀，从而引起静脉曲张，打上绑腿后可以压迫血
管、加大血液输送压力提高血液循环量，以减轻
腿部肌肉的酸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尤其

重视绑腿，因为擅长奔跑，而且多在山地作战，
绑腿可以有效地防止腿部被荆棘割伤，同样也
可以防止蚊虫钻进裤腿里面，有效提高行军效
率。

打绑腿，很有讲究，太紧了会勒得腿疼，血
液运转不畅，松了，跑着跑着就掉下来，岂不误
事？史载，一些老兵在实践中发明了更有效的打
法，使用两副绑腿，一副打在小腿较细的部位，
另一副将小腿剩下部分包住。这种打法不但实
用而且美观，让小腿看起来几乎一样粗细。

绑腿还有其他作用。杨成武将军在飞夺泸
定桥的回忆中，说当时天降大雨，道路湿滑，有
人跌倒，又有人因为极度疲惫而打瞌睡，后来，
“大家干脆解下了绑腿，一条一条地接起来，前
后拉着走。”攻打天险腊子口时，红军缺乏绳索，
把绑腿连接起来，攀上悬崖。绑腿还有救护作
用，粟裕将军年轻时有一次被机枪击中手臂动
脉，鲜血狂喷，警卫员临危不乱，扯下绑腿奋力
扎在粟裕伤口将血止住。

1927 年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上井冈山创建
根据地，给当时红军的高级指挥员袁文才送的
礼物中，有一对皮革裹腿，至今作为文物陈列于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这是豪华型绑
腿。

绑腿之外，洗脚的事，也得讲讲。
奔跑能力如此重要，得把脚侍候好。部队对

于宿营后睡觉前洗脚的事，一向是很重视的。不
过，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关于洗脚，大不
相同。

长篇纪实文学《心路沧桑——— 从国民党六
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记载了国民党非嫡系部
队六十军在长春起义后，被改编为解放军五十
军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整个历程，展现了中
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其中有这么一
个细节，讲国民党部队中士兵所受的虐待：

“李继先在国民党第 60军辎重团第 1 连当
新兵时，一次，给一位姓蒋的班长打洗脚水，水
端来后，班长把脚往盆里一伸，烫了，气得一蹦
三尺高，飞起一脚将李继先踹倒，然后，把洗脚
水泼到李继先身上，再用脚在李继先的胸、腹、
腰、背上一阵乱踢。”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军通过细致的思想政
治工作，迅速将大批被俘的国民党士兵改造成
自己人，当时他们有个特殊称号叫“解放战士”。
触动“解放战士”灵魂的，往往不是大理论，而是
小细节，比如，晚上宿营的时候，班长会给战士
打洗脚水，一批批“解放战士”都享受了这一“待
遇”。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军队，在被毒打的“李
继先们”眼中，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但班长给战士打洗脚水，就是真实的存在，
并非专门为改造“解放战士”而特别设计。作家
李发锁在《围困长春》一书中写了个洗脚的细
节：“当班长的基本功，得把全班战士的脚管理
好，到了营地第一件事是买柴火找锅烧开水，吃
不上饭也要先洗上脚，把走麻木的脚烫得觉得
痛了才算好，烫完了再挑泡，有的睡得死死的，
班长还要给弄给洗。”

再说说鞋子的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军得
到美械装备，鸟枪换炮，包括穿上了翻毛大皮
鞋，但似乎并不合脚，74师师长张灵甫曾抱怨：
“美制军鞋穿着很打脚，士兵长途行军全部起了

水泡，更严重的是捂出了脚气。”他对解放军的棉
鞋倒是很欣赏，认为“共军的棉鞋既保暖，又透气，
而且还不会打起水泡。”

与敌人赛跑，与命运赛跑

解放军军史上的一次次高强度甚至创造奇
迹的急行军，是对革命英雄主义的最好诠释。

这些史实，包含了大片的所有元素：历史关
键时刻的悬念、冲突与抉择，英雄挑战自我，苦难
的过程，辉煌的结果，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
及挑战过程中完美呈现的人类宝贵的勇气，以及
人性的光辉与人的价值。从美学的范畴来讲，这
是一种崇高之美：庄严、刚劲、雄浑。

遥想当年，那些年轻的战士，拼命奔跑，誓死
向前，与敌人赛跑，与时间赛跑，也是与命运赛
跑，还有什么比这更让历史充满张力和魅力吗？
作家李峰在《决战朝鲜》一书中，还原了 38军 113
师穿越朝鲜半岛的山林、雪地、原野，赶在机械化
的美军前抢占三所里的场景：

“113师的官兵们已经要熬干身上的最后一
丝精血了。他们边打边跑，击垮无数股南韩散军，
一步也不停地向三所里狂奔。一些战士跑着跑着
就倒在地上就此不起。一些战士疲倦到极点就躺
在路中间，让战友将自己踩醒后接着跑。最苦的
是炮兵，沉重的部件和炮弹压得他们腰都直不
起，却一步都不能脱离步兵。现在，支撑 113师前
进的已经不是体力，而是纯粹的精神力量了。”

绝对是世界纪录！14小时急进 70多公里，还
是地图上的直线距离，而且还是在陌生国家的冰
天雪地中——— 要知道，1990 年海湾战争，现代化
的美、英军重型装甲部队在平坦的伊拉克沙漠
上，每昼夜的进攻速度也才 50到 60公里……

决定战争胜负的，远不只是武器装备，还有
战士的纪律、信仰、斗志和牺牲精神……精神的
力量，在历史中一次次让人肃然起敬。杨成武回
忆飞夺泸定桥时写道：

“队伍像一阵风一样迎面卷来，又像一阵风一
样从我们身边刮过去。但每一张脸，每一双眼睛，
我都看得非常清楚。在走过的队伍中，‘坚决完成
任务，拿下泸定桥’的口号声，此伏彼起。这声音压
倒了大渡河的怒涛，震撼山岳。队伍前进的速度
更快了。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
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了更多人群，他们一面
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
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 时
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
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军队的意志力，信
仰、信念、信心，英雄交响曲。要知道，兵贵神速之
后，是“狭路相逢勇者胜”。毕竟，拼命跑过敌人，不
是目的，目的是把敌人阻击在自己面前，等待战
友们聚而歼之。在极其艰苦的急行军后，接踵而
至的，是更为艰苦的阻击战。

奔跑精神永不过时

1948 年 9 月，解放军在牢牢围困长春数月
后，10万大军南下攻击锦州，关上国民党东北军
队撤回关内的大门。当时，10万大军在 9 天时间
内，乘坐火车悄无声息地来到辽西，如神兵天降。
这是解放军机动能力的一次大提升。时至今日，
部队机动能力较之当年有了质的飞跃，令国人欣
喜。

但不论机器能力有多强大，甩开双腿奔跑、
敢于胜利的精神，永不过时。

奔 跑 吧 ，战 士
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如果能够穿越回 1935
年或 1950 年，人们会看到这
样壮观的场景：在崎岖的山
道间，白天，黑夜，年轻的战
士们不停地奔跑，很多人完
全是凭着本能在前进，人体
的潜能激发到了极致，头顶
热气蒸腾，脚下飞沙走石。有
的人跑着跑着，就一头栽倒
在地。更多的人，跑到了终
点，他们精疲力尽，却是目光
刚毅。

这两次不惜一切的狂
奔，堪称“生死时速”，也带来
了辉煌的胜利，直接改变了
历史

“

张张丰丰

世界杯期间我经常看球的小酒吧，再次在门
上贴出了寻求转让的告示。

这个小店就在我家楼下。在巴西世界杯前开
业，俄罗斯世界杯之前，我路过小店，看到它要转
让，很是感叹了一下。幸运的是，小店老板很快易
主，不影响成为我看球赛的主场地。

酒吧三个店员都是年轻小姑娘。她们刚从某护
校毕业，到省城寻求机会，看到酒吧在招人，就高兴
地加入了。在此之前她们没有开店的经历，也对喝
酒没有太大兴趣。她们喜欢的是打游戏，连足球也
不怎么了解，还会问一句：C罗是西班牙的吗？
世界杯决赛结束，外面下起暴雨。我见到了酒

吧的老板，一个热情的年轻男子。他说，这家酒吧
是他读 MBA的同学一起盘下来的，股东有四个。
大家都有相同的志趣，喜欢能有个在一起玩的地
方。他对未来充满憧憬：挣钱倒在其次，我希望这
个酒吧能够一直存在，多年后大家还记得这里。

这才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忘了初心。即便在世
界杯期间，酒吧也很难盈利，一万多元的房租加上
三个店员的工资，要喝多少酒才能挣得回来呢。世
界杯后，酒吧的生意更差，某个晚上，我在酒吧写
稿，两个小时内，竟然只有我一个顾客。

那个最勤快的女孩辞职回老家了。剩下的两
个女孩陷入了困境，她们问我一个问题：回家的女
孩，要不要按照合同，留下未来两个月的房租呢？
一个女孩说：“在这里很难坚持下去，每天晚上睡
那么晚，脸上又开始长痘痘啦。”

原来，这些年轻人一点都不像看上去那么乐
观，她们衣着时尚，但是也在为房租发愁。四个女
孩合租了两间房，现在走了一个，脆弱的平衡就打
破了。或许正是这样的情绪传染了那几位创业的
“老板”，他们也开始打退堂鼓了。这就是城市生活
的严峻一面。从老板到店员，都没有认真估计到开
一个小酒吧所面临的困难。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下夜班时常去的一家酒
吧，那个酒吧甚至没有名字，我们称之为“小房
子”。店里只有老板娘杜姐一个人，她永远面带微

笑地迎接我们，哪怕我们在凌晨 2 点抵达。我们会
每人先点一碗煎蛋面来吃(杜姐的拿手绝活)，然后
就开始喝黑啤。店里总会有两三桌人，在凌晨 3 点
的时候，还会碰到有人大声朗诵诗歌，后来才知道，
那一桌都是著名诗人。

和这几个年轻女孩不同，杜姐从来不向顾客抱
怨什么，她是发自内心地喜欢自己开的小店。或许，
她也别无选择，只能拥抱这种生活。杜姐离婚了，孩
子也长大不在身边，这个酒吧的热闹，可能给了她
很大的安慰。她不是店员，是“老板娘”，“老板娘”这
个称呼，不但意味着产权，也意味某种资历。杜姐是
个有故事的人，但是她很少讲述自己，总是倾听，如
果她喜欢写作，一定有很多好故事可写。

很多人都有开一个小店的梦想。这两年，城市确
实涌现了很多这样的小店，咖啡馆、小酒吧，哪怕是
传统的冷锅串串，到了年轻人手里，也会有不一样的
审美。在想象中，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布置一个小
店，是很浪漫的事情。自己可以安排上下班时间，不
高兴甚至可以不开门，这又给人一种自由的幻觉。

现实则是另外一回事。开一个小的咖啡馆，即使
生意不错，扣掉房租，每个月也只能收入几千块钱，相
当于挣了自己的工资。一旦你的小店开始营业，你会
发现，不但没能拥有自由，相反还失去了自由。在有能
力雇一个人之前，你要一直守在店里，积累你的顾客。

我就认识一个开咖啡馆的姑娘。她的店面非常
小，生意不咸不淡，每个月扣掉房租水电，收入只有
3000元。她的咖啡很好喝，但是坚持两年后，也想撒手
不干了。碰到附近有好的演出，她也换一个身份，做纯
粹的消费者，但是想到客流，还是只能站在柜台边上。

幸运的是，她的生意出现了转机。一对经常来
喝咖啡的情侣决定入股，这样，她的成本就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那对情侣开始把咖啡馆当成自己的演
出场馆，男孩弹琴，女孩唱歌，咖啡馆突然就热闹起
来了。他们重新美化了店面，小店充满了生机。

小店也自有风流，他们变得开心起来。或许，这
就是开小店最初的动力？小店是生意，但小店又不
能只是生意。我家楼下那个酒吧的老板，在暴风雨
的夜里也感悟到了这一点，但是他没有真正抓住。
他只是一个股东，并没有真正投入进去。

小店自风流
人间

韩韩浩浩月月

一女网友发微博，反对一位身穿背心大裤
衩的男性“混”进了上海一家豪华酒店的意大利
餐厅。在评论区里，有人觉得高档酒店就不应该
允许“衣着不整”的人进入与消费。也有人觉得，
客人是消费者，你管他穿啥？一件背心能引起这
么大争议并不奇怪，毕竟咱们是一个即便是背
心也有文化的国度。

说来你可能不信，背心最早出现于中国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那个时候不叫背心，而是
叫“裲裆”，用现在的话说叫“两裆”——— 前面挡
住一片，后面挡住一片，就齐活了，就是一件最
简便不过的衣服。

“裲裆”的发明灵感，有可能源自古战场上
士兵穿在身上用来挡刀挡箭的铠甲，想想这也
真是脑洞大开，从坚硬的兵器屏障，到飘逸的
贴身小褂，背心的变迁还真是让人有点瞠目结
舌。

在中国古代，穿背心可不像现在这样容易
被人当成油腻男，有段时间，它竟然还是身份的
象征，比如在清朝的时候，有一种正胸处镶嵌
13 颗纽扣的“巴图鲁(满语勇士)坎肩”，只有朝
廷要员才可以穿着，普通官员看着眼红，纷纷效
仿之，再到后来，便发展到了士兵人手一件。物
以稀为贵，当背心成为士兵也能享受的待遇时，
就降格成了“号衣”。

唐高祖李渊是背心的粉丝，《实录》中如此
记载，“隋大业中，内官多服半涂，即长袖也。唐
高祖减其袖谓之半臂，今背子也。江淮之间或曰
绰子。士人竞服，隋始制之也。今俗名搭护，又名
背心。”

在文学圈也不乏背心的拥趸，比如苏轼就
很爱穿背心，邵博在《邵氏闻见后录》这样写道，
“东坡自海外归毗陵，病暑，着小冠，披半臂，坐
船中，夹运河岸千万人随观之。”据分析，苏轼穿
的就是当时还能够彰显身份的“勇士坎肩”。落
魄之日，苏先生也仅能凭借一件背心自我安慰
了。

不过，我严重怀疑，有着悠久历史与璀
璨文化的中国古代背心，并非我们脑海里的
两根筋白色吊带背心。古人讲究衣衫整齐，
根据史料记载看，背心的功能也多是“内衣
外穿”，起到一个身份象征的作用，很难想
象，苏轼坐船行走于运河上，一阵微风吹
来，背心下腋毛翻飞，即便他不讲究自己的
形象，也要在意岸边千万人围观铁粉们的印
象吧。

传统意义上的背心，经历过历史变迁之
后，很可能衍变成为近代华北农民夏天穿的
中式小褂——— 汗褟。所谓汗褟，有着背心的功
能：布料吸汗，可贴身穿，对开襟，有袖子，当
然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忘——— 为了凉快，腋窝
间挖了一个洞，以便凉风能钻进来，令穿着者
为之一爽。

除了汗褟，还有一种背心叫汗褡，两者的
区别是，汗褡没有袖子，但肩部宽阔，绝对不
是两根筋，有效地保护了男性的臂部，含蓄地
体现出我国男性对体面的追求，也避免了对
女性形成视觉上的骚扰。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到 80 年代，长达三四
十年的社会生活当中，背心都是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它与大茶缸子、暖水瓶等一道，成
为先进工作者的最佳奖品之一。穿一个字没
有的白背心没啥了不起的，如果穿上一件正
反面都印着某某厂或者获得某某奖的背心，
总会多赢来一些姑娘们投射过来的纯真目
光。

中国开始歧视背心，大约从星级酒店在
各大城市普及开始，这些星级酒店几乎无一
例外，都在门外竖了一块牌子，“衣冠不整者
禁止入内”，穿背心，便被保安列为“衣冠不整
者”序列。

中国人鄙视背心的历史，充其量不过二
十来年，而在上世纪 80 年代，白色两根筋背
心在美国，就遭遇了严重的歧视，穿白背心者
(模特除外)，背地里会遭到“白垃圾”的辱骂，
甚至会被贴上“家暴爱好者”的标签。

据说，在过去一二十年的职场上，不少高
级白领出席正式场合时，穿西装衬衣的同时，
也会穿上一件背心。

“精英”们的背心情结从何而来？“形象”
恐怕是讨论这个问题的关键词。与市民们坦
然一件背心走世界不一样，精英们的背心，永
远是穿在衬衣里的，这或是一种心理暗示，能
强化他们的安全感，也体现出他们时时应对
危机的警惕心。

中国的文化人，爱穿两种背心，一种是毛
背心，一种是藏在衬衣里的白背心。毛背心的
形象不用说了，随便看一部讲述民国文化人
故事的影视剧，里面都会有穿毛背心者。鲁迅
就是毛背心爱好者，他在收到许广平寄的毛
背心包裹后，开心得像个孩子，回信道：“背心
已穿在小衫外，很暖，我看这样就可以过冬
了，无需棉袍了。”

而白背心，更是几十年来文化人的标志
性符号，在电影《无问西东》《山楂树之恋》《归
来》《唐山大地震》等诸多电影里，都有出现。

当人们为有人穿背心进五星级酒店而生
气的时候，或许，看见知识分子穿着白背心流
汗受苦，又会产生怜惜之心——— 同一件衣服
不同场景穿作用也不同。

但知识分子穿白背心也得讲究场合，不
能随便走动，比如在《唐山大地震》中，陈道明
饰演的父亲，穿着背心裤衩在夜里走进了张
静初饰演的女儿(收养的)的房间，就被夫人
揪了出去，夫人还低低地送了他两个字，“流
氓”。

回到本文开头说到的例子，男子穿背心
大裤衩进入酒店，如果通过了门口保安与餐
厅经理的同意，那么他就有了消费者的身
份，是不能再将其驱逐出去的。女士按照自
己的标准提出反对意见，也需要得到尊重。
但这注定得三方协商，要么男士回家换一身
西装革履再来，要么婉言相劝让他识趣离
开，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女士拂袖而去以示抗
议。

背心的文化
杂感


	11-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