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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山山远远

中中秋秋小小长长假假期期间间，，看看了了贾贾樟樟柯柯导导演演的的最最新新作作
品品《《江江湖湖儿儿女女》》，，这这是是一一部部关关于于小小城城青青年年情情义义、、背背叛叛
和和救救赎赎的的故故事事，，时时间间跨跨度度从从 22000011年年到到 22001188年年，，1177
年年间间，，廖廖凡凡饰饰演演的的黑黑帮帮老老大大斌斌哥哥，，从从呼呼风风唤唤雨雨的的街街
头头霸霸王王，，变变成成了了瘫瘫痪痪在在床床的的油油腻腻中中年年男男；；而而赵赵涛涛饰饰
演演的的巧巧巧巧，，从从自自称称““不不是是江江湖湖上上的的人人””、、只只想想早早点点与与
深深爱爱男男人人结结婚婚的的小小城城姑姑娘娘，，却却在在命命运运的的推推动动下下，，成成
了了江江湖湖中中的的巧巧姐姐…………透透过过长长达达 1177年年的的时时间间，，来来看看
这这一一对对江江湖湖儿儿女女的的人人生生与与灵灵魂魂长长路路，，欷欷歔歔不不已已。。

““情情义义””是是江江湖湖儿儿女女的的标标签签，，他他们们的的爱爱恨恨情情仇仇，，
在在从从古古至至今今逝逝去去的的时时间间内内，，留留下下无无数数传传奇奇————不不
过过，，他他们们的的传传奇奇，，带带着着浓浓重重的的悲悲剧剧色色彩彩。。

但但传传奇奇，，就就是是传传奇奇。。人人们们需需要要传传奇奇。。

一

什什么么是是““江江湖湖””？？
““江江湖湖””一一词词，，最最早早见见于于《《庄庄子子··大大宗宗师师》》：：““相相濡濡

以以沫沫，，不不如如相相忘忘于于江江湖湖。。””说说是是两两条条陷陷于于陆陆地地干干涸涸
困困境境的的鱼鱼，，只只能能互互相相吐吐沫沫苟苟延延残残喘喘，，庄庄子子此此刻刻感感慨慨
到到：：与与其其如如此此，，不不如如到到江江湖湖中中擦擦肩肩而而过过，，自自由由遨遨游游，，
不不再再相相见见。。““相相忘忘于于江江湖湖””，，意意蕴蕴深深远远，，并并无无具具体体指指
向向的的““江江湖湖””，，似似乎乎是是一一个个不不受受正正统统权权力力控控制制与与法法
律律约约束束的的隐隐秘秘世世界界，，成成为为避避世世者者的的向向往往。。宋宋代代先先贤贤
范范仲仲淹淹在在《《岳岳阳阳楼楼记记》》中中写写道道：：““居居庙庙堂堂之之高高，，则则忧忧
其其民民；；处处江江湖湖之之远远，，则则忧忧其其君君。。是是进进亦亦忧忧，，退退亦亦忧忧。。””
将将““庙庙堂堂””与与““江江湖湖””作作了了对对立立：：体体制制内内与与体体制制外外，，权权
力力中中心心与与权权力力鞭鞭长长莫莫及及之之地地。。

但但江江湖湖自自有有江江湖湖的的规规矩矩。。金金庸庸小小说说中中最最令令人人
悲悲凉凉的的故故事事之之一一，，是是《《笑笑傲傲江江湖湖》》里里正正派派高高手手刘刘正正
风风欲欲金金盆盆洗洗手手退退出出江江湖湖而而不不得得，，被被同同为为名名门门正正派派
的的嵩嵩山山派派灭灭门门，，最最终终他他与与人人生生知知己己、、魔魔教教长长老老曲曲洋洋
合合奏奏一一曲曲““笑笑傲傲江江湖湖””，，双双双双自自绝绝经经脉脉而而死死。。

江江湖湖就就是是这这么么一一个个矛矛盾盾的的地地方方：：““庙庙堂堂””的的叛叛
逃逃者者、、失失意意人人、、厌厌倦倦客客，，能能够够潜潜入入江江湖湖，，休休养养身身心心，，
甚甚至至如如鱼鱼入入大大海海，，逃逃过过大大劫劫，，比比如如西西施施与与范范蠡蠡，，大大
悲悲大大喜喜之之后后，，最最好好的的归归宿宿是是江江湖湖；；但但江江湖湖中中人人，，沉沉
浮浮其其间间，，深深知知险险恶恶，，有有话话道道““常常在在江江湖湖飘飘，，哪哪能能不不挨挨
刀刀””，，其其自自有有的的逻逻辑辑与与规规则则，，会会给给每每个个江江湖湖儿儿女女刻刻
上上精精神神刺刺青青，，诚诚如如武武侠侠大大家家古古龙龙的的一一句句名名言言：：““人人
在在江江湖湖，，身身不不由由己己””。。

““身身不不由由己己””，，多多么么无无奈奈又又多多么么透透彻彻的的四四个个字字。。
爱爱情情，，是是人人类类追追求求的的最最美美好好的的情情感感之之一一，，心心心心相相
印印、、灵灵魂魂契契合合，，但但往往往往因因为为““江江湖湖””二二字字，，却却生生出出无无
数数痛痛彻彻心心扉扉的的““身身不不由由己己””————金金庸庸小小说说《《倚倚天天屠屠
龙龙记记》》中中，，武武当当派派张张翠翠山山与与天天鹰鹰教教殷殷素素素素，，““一一对对璧璧
人人””，，在在远远离离尘尘嚣嚣的的冰冰火火岛岛，，二二人人倾倾心心相相恋恋，，生生下下儿儿
子子张张无无忌忌。。十十年年后后，，一一家家三三口口重重返返中中原原，，顿顿时时陷陷入入
凶凶险险江江湖湖，，恩恩恩恩怨怨怨怨，，加加上上““正正邪邪不不两两立立””的的陈陈规规，，
夫夫妻妻二二人人，，被被迫迫双双双双自自尽尽。。

江江湖湖，，很很多多时时候候，，并并非非诗诗和和远远方方。。相相反反，，江江湖湖往往
往往因因为为缺缺乏乏主主流流社社会会的的法法律律约约束束，，更更崇崇尚尚““丛丛林林法法
则则””，，往往往往沦沦为为强强横横者者的的天天下下，，而而新新生生力力量量频频频频向向
前前霸霸主主的的地地位位挑挑战战甚甚至至取取而而代代之之，，更更接接近近人人类类处处
于于原原始始时时代代的的古古老老风风俗俗，，像像英英国国著著名名文文化化人人类类学学
家家者者弗弗雷雷泽泽的的著著作作《《金金枝枝》》写写的的那那样样：：在在古古老老的的年年
代代，，一一座座神神庙庙的的祭祭司司被被称称为为““森森林林之之王王””，，逃逃奴奴能能够够
担担任任这这个个尊尊贵贵的的职职务务。。然然而而，，其其他他任任何何一一个个逃逃奴奴只只
要要能能够够折折取取““森森林林之之王王””日日夜夜守守护护的的一一棵棵树树上上一一节节
树树枝枝，，就就有有资资格格与与他他决决斗斗，，如如能能杀杀死死他他，，则则可可取取而而
代代之之，，这这节节树树枝枝，，就就叫叫作作““金金枝枝””。。

江江湖湖之之中中并并不不刻刻意意隐隐藏藏蠢蠢蠢蠢欲欲动动的的野野心心，，给给
江江湖湖人人带带来来了了极极大大的的不不确确定定性性。。电电影影《《江江湖湖儿儿女女》》
中中，，骑骑着着摩摩托托车车的的少少年年，，围围殴殴坐坐着着皇皇冠冠车车的的斌斌哥哥，，
类类似似《《金金枝枝》》里里的的挑挑战战与与取取代代，，象象征征意意味味十十足足。。这这场场

血血溅溅街街头头的的斗斗殴殴开开始始前前，，斌斌哥哥与与巧巧巧巧还还沉沉浸浸在在爱爱
情情中中，，巧巧巧巧任任性性说说要要去去 220000公公里里外外的的呼呼和和浩浩特特吃吃
烧烧麦麦，，斌斌哥哥指指挥挥司司机机说说掉掉头头奔奔呼呼市市。。浓浓情情蜜蜜意意间间，，
不不祥祥的的摩摩托托车车轰轰鸣鸣声声响响起起，，一一场场直直接接改改变变斌斌哥哥与与
巧巧巧巧的的挑挑战战骤骤然然降降临临。。这这就就是是江江湖湖，，这这就就是是江江湖湖人人
的的爱爱情情。。

当当然然，，庙庙堂堂与与江江湖湖的的分分野野，，并并非非那那么么绝绝对对。。貌貌
似似高高大大上上的的庙庙堂堂之之上上，，使使用用下下三三滥滥的的江江湖湖手手段段，，在在
中中国国古古代代从从不不罕罕见见。。还还是是古古龙龙说说得得好好：：““有有人人的的地地
方方，，就就是是江江湖湖。。””

有有江江湖湖的的地地方方，，就就有有爱爱情情，，不不是是循循规规蹈蹈矩矩、、凡凡
夫夫俗俗子子的的爱爱情情。。

二

很很多多人人向向往往江江湖湖儿儿女女式式的的爱爱情情，，逃逃脱脱传传统统约约
束束，，桀桀骜骜不不驯驯，，浪浪迹迹天天涯涯，，来来一一场场奋奋不不顾顾身身的的恋恋爱爱。。

11999900年年香香港港电电影影《《天天若若有有情情》》曾曾经经打打动动无无数数
人人：：刘刘德德华华扮扮演演的的黑黑帮帮青青年年与与吴吴倩倩莲莲演演绎绎的的富富家家
小小姐姐，，两两个个身身份份悬悬殊殊的的年年轻轻人人，，不不顾顾一一切切地地相相爱爱
了了，，哪哪管管重重重重阻阻挠挠。。电电影影的的最最后后，，他他们们砸砸了了一一家家婚婚
纱纱店店的的橱橱窗窗，，换换上上了了婚婚纱纱和和礼礼服服，，刘刘德德华华口口鼻鼻淌淌血血
骑骑着着摩摩托托车车狂狂奔奔，，吴吴倩倩莲莲身身披披婚婚纱纱骑骑在在后后座座，，紧紧紧紧
搂搂着着他他，，婚婚纱纱飘飘扬扬于于夜夜风风中中。。这这个个镜镜头头，，凝凝固固了了一一
个个时时代代关关于于爱爱情情主主题题的的难难忘忘记记忆忆。。

多多少少人人不不耐耐烦烦一一成成不不变变、、平平庸庸枯枯燥燥的的生生活活？？多多
少少人人厌厌倦倦了了模模式式化化的的、、别别人人设设计计好好的的人人生生？？多多少少人人
向向往往着着荡荡气气回回肠肠、、酣酣畅畅淋淋漓漓的的爱爱情情？？

隋隋朝朝末末年年，，在在雷雷暴暴将将至至、、剧剧变变酝酝酿酿的的前前夜夜，，长长
安安豪豪宅宅中中，，一一个个是是富富贵贵显显赫赫然然而而垂垂垂垂老老矣矣的的权权臣臣
杨杨素素，，一一个个是是落落魄魄潦潦倒倒然然而而器器宇宇不不凡凡的的青青年年李李靖靖，，
老老人人没没有有被被青青年年一一番番慷慷慨慨激激昂昂的的话话打打动动，，但但执执拂拂
站站在在老老人人旁旁边边的的侍侍女女，，却却美美目目深深注注，，留留神神打打量量这这位位
青青年年。。深深夜夜，，她她敲敲响响了了他他的的门门，，告告诉诉他他：：我我欣欣赏赏你你，，
我我跟跟你你走走，，一一辈辈子子。。他他看看着着她她，，一一个个绝绝色色美美人人，，又又惊惊
又又喜喜。。还还有有什什么么，，比比这这个个勇勇敢敢示示爱爱的的女女子子，，更更能能激激
励励一一个个落落魄魄中中的的男男人人？？

这这就就是是著著名名的的““红红拂拂夜夜奔奔””故故事事，，红红拂拂女女没没有有看看
错错人人，，若若干干年年后后，，她她看看中中的的男男人人李李靖靖，，成成长长为为唐唐朝朝开开
国国的的一一代代战战神神，，获获封封卫卫国国公公，，她她也也成成了了一一品品夫夫人人。。

如如此此爱爱情情传传奇奇，，令令后后人人无无比比神神往往。。《《红红楼楼梦梦》》
中中，，林林黛黛玉玉非非常常欣欣赏赏红红拂拂女女的的慧慧眼眼识识人人与与主主动动追追
求求爱爱情情的的勇勇气气，，她她写写诗诗赞赞道道：：““长长揖揖雄雄谈谈态态自自殊殊，，美美
人人巨巨眼眼识识穷穷途途，，尸尸居居余余气气杨杨公公幕幕，，岂岂得得羁羁縻縻女女丈丈
夫夫。。””在在她她眼眼里里，，红红拂拂女女是是““女女丈丈夫夫””————在在压压抑抑的的
宁宁国国府府，，红红拂拂夜夜奔奔的的故故事事，，只只存存在在江江湖湖中中。。

明明末末清清初初的的柳柳如如是是，，也也是是一一位位传传奇奇女女子子。。
11664400年年冬冬天天，，削削籍籍回回乡乡、、门门庭庭冷冷落落的的钱钱谦谦益益，，意意外外
迎迎来来了了一一位位客客人人————柳柳如如是是。。

钱钱谦谦益益是是明明末末文文坛坛领领袖袖，，名名满满天天下下，，而而柳柳如如是是
为为““秦秦淮淮八八艳艳””之之一一的的江江南南名名妓妓，，才才貌貌双双全全，，在在她她主主动动
拜拜访访钱钱谦谦益益之之前前，，面面对对狂狂蜂蜂浪浪蝶蝶般般上上门门骚骚扰扰的的登登徒徒
子子，，放放出出话话来来：：““天天下下惟惟虞虞山山钱钱学学士士始始可可言言才才，，我我非非才才
如如学学士士者者不不嫁嫁。。””钱钱谦谦益益闻闻此此言言，，颇颇为为自自得得，，但但并并未未放放
在在心心上上：：他他与与柳柳如如是是，，毕毕竟竟整整整整相相差差了了 3366岁岁。。

如如今今，，柳柳如如是是主主动动找找上上门门来来了了，，仕仕途途落落魄魄之之中中
的的钱钱谦谦益益，，感感动动不不已已。。诗诗文文相相往往，，心心心心相相印印，，““老老夫夫
聊聊发发少少年年狂狂””，，钱钱谦谦益益进进入入了了老老房房子子着着火火状状态态。。一一
年年后后，，他他以以““正正妻妻””之之礼礼，，迎迎娶娶了了柳柳如如是是。。一一时时舆舆论论
大大哗哗：：两两人人年年纪纪相相差差悬悬殊殊，，而而且且钱钱谦谦益益原原配配尚尚在在。。
更更重重要要的的是是：：在在那那个个年年代代，，士士大大夫夫涉涉足足青青楼楼楚楚馆馆、、
狎狎妓妓纳纳妾妾，，算算是是风风流流韵韵事事，，但但要要以以大大礼礼婚婚娶娶妓妓女女，，
则则为为礼礼法法所所不不容容。。家家人人激激烈烈反反对对，，绅绅士士哗哗然然声声讨讨，，
官官吏吏斥斥为为““大大逆逆不不道道””，，有有人人往往他他俩俩的的婚婚船船上上砸砸石石
头头、、砖砖块块，，辱辱骂骂不不休休。。

但但钱钱谦谦益益吩吩咐咐家家人人一一律律叫叫柳柳如如是是““夫夫人人””，，他他
坚坚持持给给了了柳柳如如是是一一个个体体面面的的婚婚礼礼。。世世俗俗算算什什么么？？礼礼

法法算算什什么么？？非非议议算算什什么么？？钱钱谦谦益益虽虽然然后后来来晚晚节节不不
保保，，但但此此刻刻没没有有辜辜负负柳柳如如是是的的深深情情。。

钱钱柳柳婚婚后后不不久久，，明明朝朝覆覆亡亡，，满满清清入入关关，，天天崩崩地地
裂裂，，乱乱世世如如麻麻。。他他俩俩的的爱爱情情，，必必须须面面临临乱乱世世的的考考验验，，
因因此此给给后后世世留留下下了了历历史史难难以以承承载载的的惆惆怅怅与与哀哀伤伤。。

中中国国古古代代历历史史的的规规律律是是：：每每逢逢中中央央政政府府控控制制力力
弱弱化化、、地地方方豪豪强强割割据据称称雄雄时时，，此此消消彼彼长长，，正正是是江江湖湖兴兴
盛盛时时，，乱乱世世是是江江湖湖壮壮大大的的背背景景，，也也是是江江湖湖儿儿女女快快意意
恩恩仇仇、、敢敢爱爱敢敢恨恨集集中中爆爆发发的的戏戏剧剧张张力力，，在在体体味味这这一一
段段历历史史的的后后来来人人心心中中，，无无论论血血脉脉贲贲张张，，抑抑或或黯黯然然神神
伤伤，，甚甚至至号号啕啕痛痛哭哭希希冀冀挽挽回回，，都都是是难难得得的的情情感感体体验验。。

电电影影《《新新龙龙门门客客栈栈》》中中，，梁梁家家辉辉那那句句台台词词，，多多么么
经经典典：：““人人说说乱乱世世莫莫诉诉儿儿女女情情，，其其实实乱乱世世儿儿女女情情更更
深深！！””

三

江江湖湖儿儿女女爱爱情情的的魅魅力力，，还还在在于于不不确确定定性性当当中中
对对于于身身份份门门第第的的打打破破。。

譬譬如如梁梁红红玉玉，，因因家家道道中中落落沦沦为为官官妓妓，，在在一一次次宴宴
会会上上遇遇到到韩韩世世忠忠，，梁梁红红玉玉侍侍酒酒，，落落落落大大方方，，英英姿姿飒飒
爽爽，，毫毫无无娼娼家家气气息息，，令令韩韩世世忠忠刮刮目目相相看看。。两两人人各各通通
殷殷勤勤，，互互生生怜怜惜惜，，英英雄雄美美人人成成眷眷属属。。梁梁红红玉玉是是文文武武
双双全全的的人人物物，，在在北北宋宋悲悲惨惨覆覆亡亡、、南南宋宋仓仓促促建建立立的的乱乱
世世当当中中，，她她辅辅佐佐韩韩世世忠忠，，甚甚至至独独自自带带兵兵作作战战，，立立下下
赫赫赫赫战战功功，，最最终终获获封封““安安国国夫夫人人””““护护国国夫夫人人””，，死死后后
与与韩韩世世忠忠合合葬葬于于苏苏州州灵灵岩岩山山下下，，是是历历史史上上改改变变悲悲
惨惨命命运运、、实实现现人人生生逆逆袭袭的的榜榜样样。。

明明末末李李自自成成起起义义军军中中的的著著名名女女将将、、李李岩岩夫夫人人
红红娘娘子子，，原原本本是是江江湖湖卖卖艺艺的的苦苦命命女女子子，，处处处处被被人人欺欺
凌凌，，姚姚雪雪垠垠的的历历史史小小说说《《李李自自成成》》中中，，红红娘娘子子是是这这么么
出出场场的的：：““((李李自自成成的的妻妻子子高高夫夫人人))人人马马刚刚刚刚走走出出一一
个个山山口口，，听听见见山山下下边边一一片片呐呐喊喊之之声声，，同同时时看看见见二二十十
几几个个人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都都有有，，挑挑着着担担子子，，手手执执武武器器，，从从一一
座座寨寨门门里里奔奔逃逃出出来来。。一一位位女女的的骑骑着着一一匹匹小小马马同同三三
个个执执刀刀步步行行的的男男人人断断后后。。有有一一百百多多条条汉汉子子手手执执刀刀、、
剑剑、、红红缨缨枪枪和和棍棍棒棒等等各各色色武武器器在在后后边边呐呐喊喊追追赶赶，，那那
个个女女的的逃逃了了一一段段路路忽忽然然停停止止，，身身上上带带有有弓弓箭箭不不用用，，
却却用用弹弹弓弓连连着着打打伤伤两两个个追追在在前前边边的的汉汉子子，，然然后后又又
走走。。走走了了不不远远，，又又回回头头打打伤伤了了一一个个追追近近的的人人。。尽尽管管
她她弹弹无无虚虚发发，，但但毕毕竟竟寡寡不不敌敌众众，，又又被被行行李李所所累累，，眼眼
看看着着她她的的二二十十几几个个人人就就要要被被包包围围起起来来。。””

高高夫夫人人把把这这一一行行人人救救了了出出来来，，““看看那那个个会会使使弹弹
弓弓的的妇妇女女约约莫莫有有二二十十岁岁，，模模样样儿儿生生得得不不错错””，，就就问问
她她为为何何被被人人追追打打，，““年年轻轻妇妇女女的的眼眼睛睛红红了了，，恨恨恨恨地地
说说：：‘‘什什么么也也不不为为，，只只为为我我是是个个跑跑马马卖卖解解的的，，别别人人以以
为为好好欺欺负负，，不不把把我我们们当当人人看看待待。。夫夫人人，，我我们们虽虽然然是是
穷穷人人，，抛抛头头露露面面混混江江湖湖，，可可是是我我们们靠靠自自己己本本事事吃吃
饭饭，，卖卖艺艺不不卖卖身身，，哪哪能能受受人人随随便便欺欺负负！！这这村村里里有有一一
个个恶恶霸霸，，听听说说是是替替永永宁宁万万安安王王府府管管庄庄子子的的，，硬硬想想欺欺

负负我我。。我我们们起起初初忍忍气气吞吞声声向向他他讲讲好好话话，，谁谁知知反反而而
惹惹他他动动了了怒怒，，一一声声呼呼喝喝，，上上来来一一百百多多狐狐群群狗狗党党就就
打打我我们们。。我我们们当当场场打打倒倒他他们们几几个个人人，，挑挑起起行行李李往往
寨寨外外逃逃…………’’她她用用袖袖头头揩揩揩揩眼眼泪泪，，又又说说：：‘‘唉唉！！夫夫
人人，，你你看看，，我我们们吃吃碗碗饭饭多多不不容容易易！！’’…………””

武武侠侠小小说说与与影影视视，，给给了了人人们们很很多多误误解解，，以以为为
江江湖湖中中人人，，都都是是鲜鲜衣衣怒怒马马、、富富贵贵逼逼人人，，不不事事生生产产，，
也也有有花花不不完完的的钱钱。。其其实实，，真真实实的的江江湖湖，，是是一一个个被被
传传统统主主流流社社会会不不断断挤挤压压的的边边缘缘与与窘窘迫迫的的存存在在，，
而而江江湖湖人人士士，，绝绝大大多多数数是是社社会会的的底底层层，，沉沉浮浮于于草草
莽莽，，生生灭灭于于市市井井。。

在在古古代代，，行行走走江江湖湖的的，，多多是是这这么么几几类类人人：：侠侠、、
医医、、艺艺、、妓妓、、僧僧与与道道，，都都是是社社会会边边缘缘人人。。《《水水浒浒传传》》
中中，，开开黑黑店店的的孙孙二二娘娘立立了了规规矩矩，，三三种种人人不不能能杀杀：：
一一类类是是犯犯人人，，一一类类是是僧僧侣侣，，还还有有一一类类是是妓妓女女，，因因
为为，，这这三三类类都都是是江江湖湖同同道道中中人人，，自自己己人人不不为为难难自自
己己人人啦啦。。

有有人人不不解解：：像像““侠侠””，，怎怎么么可可能能也也是是社社会会底底层层
呢呢？？《《射射雕雕英英雄雄传传》》中中的的黄黄药药师师，，那那可可是是有有权权有有钱钱
有有势势的的大大岛岛主主。。小小说说家家言言啊啊。。或或者者说说，，在在汉汉武武
帝帝灭灭游游侠侠之之前前，，““侠侠””的的日日子子还还是是过过得得很很滋滋润润
的的。。游游侠侠最最盛盛时时，，是是在在战战国国末末年年，，天天下下分分裂裂，，
互互相相征征战战，，游游侠侠一一时时蜂蜂起起，，秦秦朝朝统统一一后后，，游游侠侠
活活动动陷陷入入低低潮潮，，但但是是到到了了汉汉朝朝初初年年，，正正是是百百废废
待待兴兴之之际际，，存存在在诸诸多多权权力力真真空空地地带带，，游游侠侠又又频频
繁繁活活动动，，史史载载，，大大侠侠朱朱家家曾曾养养豪豪士士数数百百，，河河内内
大大侠侠郭郭解解，，““天天下下亡亡命命多多归归之之。。””这这些些游游侠侠们们
藐藐视视政政府府权权威威，，甚甚至至对对抗抗政政府府，，除除了了游游侠侠，，还还
有有豪豪侠侠，，都都是是些些拥拥有有私私人人武武装装、、大大量量兼兼并并土土地地
的的豪豪强强。。到到了了汉汉武武帝帝时时代代，，他他怎怎能能容容忍忍？？

《《资资治治通通鉴鉴》》上上写写道道：：大大臣臣主主父父偃偃向向汉汉武武
帝帝提提出出““大大一一统统””建建议议，，其其中中重重要要一一点点，，就就是是
整整治治这这股股豪豪侠侠游游侠侠的的““歪歪风风邪邪气气””，，他他对对武武帝帝
说说：：““天天下下有有名名的的豪豪强强人人物物、、兼兼并并他他人人的的富富家家
大大户户、、鼓鼓励励大大众众动动乱乱的的人人，，都都可可以以迁迁移移到到茂茂陵陵
邑邑居居住住，，这这样样对对内内充充实实了了京京师师，，对对外外消消除除了了奸奸
邪邪势势力力，，不不用用诛诛杀杀就就消消除除了了祸祸害害。。””汉汉武武帝帝同同
意意了了，，但但马马上上有有大大将将军军给给大大侠侠郭郭解解说说情情：：这这个个
人人家家中中贫贫困困，，不不合合迁迁徙徙的的标标准准。。汉汉武武帝帝一一听听说说
怒怒了了：：郭郭解解是是平平民民，，居居然然权权势势大大到到让让将将军军都都替替
他他说说情情！！他他不不仅仅坚坚持持迁迁徙徙了了郭郭解解全全家家，，还还找找了了
个个借借口口，，把把郭郭解解给给灭灭了了族族。。侠侠的的社社会会地地位位，，就就
此此一一落落千千丈丈。。在在中中央央政政府府控控制制力力够够强强的的大大一一统统
封封建建社社会会，，确确实实很很难难有有侠侠的的生生存存空空间间。。侠侠这这个个
群群体体勃勃兴兴的的土土壤壤，，是是在在政政治治黑黑暗暗、、社社会会败败坏坏时时
期期，，将将自自己己的的游游戏戏规规则则，，运运用用于于体体制制权权力力无无法法
触触及及之之处处。。

““仗仗义义每每多多屠屠狗狗辈辈””，，唐唐朝朝““安安史史之之乱乱””
后后，，文文人人李李益益恋恋上上歌歌伎伎霍霍小小玉玉，，山山盟盟海海誓誓，，但但
李李益益贪贪恋恋仕仕途途，，嫌嫌弃弃霍霍小小玉玉身身份份，，始始乱乱终终弃弃，，
霍霍小小玉玉悲悲恨恨交交加加，，卧卧床床不不起起，，长长安安城城里里都都为为她她
鸣鸣不不平平。。这这时时，，一一位位侠侠士士黄黄衫衫客客愤愤怒怒之之下下，，将将
李李益益绑绑起起来来，，送送到到霍霍小小玉玉门门口口。。霍霍小小玉玉面面对对负负
心心人人，，万万般般苦苦楚楚，，却却一一言言不不发发，，泼泼一一杯杯酒酒在在地地
上上，，表表示示与与李李益益““覆覆水水难难收收””，，旋旋即即香香消消玉玉
殒殒。。后后人人认认为为，，李李益益是是人人渣渣，，黄黄衫衫客客才才配配得得上上
霍霍小小玉玉，，还还有有人人写写了了这这么么一一首首诗诗：：““一一代代名名花花
付付落落茵茵，，痴痴心心枉枉自自恋恋诗诗人人；；何何如如嫁嫁与与黄黄衫衫客客，，
白白马马芳芳郊郊共共踏踏春春。。””

元元朝朝的的时时候候，，读读书书人人的的地地位位被被贬贬得得极极低低，，
所所谓谓““一一官官二二吏吏三三僧僧四四道道五五医医六六工工七七匠匠八八娼娼九九
儒儒十十丐丐””。。大大杂杂剧剧家家关关汉汉卿卿与与官官妓妓朱朱帘帘秀秀相相
恋恋，，倒倒是是““门门当当户户对对””。。朱朱帘帘秀秀是是当当时时天天王王巨巨
星星级级的的杂杂剧剧演演员员，，关关汉汉卿卿为为恋恋人人量量身身打打造造了了诸诸
多多名名剧剧。。11995588年年，，田田汉汉的的《《关关汉汉卿卿》》第第一一次次在在现现
代代舞舞台台上上展展现现关关汉汉卿卿与与朱朱帘帘秀秀的的爱爱情情故故事事，，将将
她她塑塑造造成成胆胆识识不不凡凡、、刚刚烈烈正正直直的的侠侠女女式式艺艺妓妓。。剧剧

中中，，关关汉汉卿卿写写《《窦窦娥娥冤冤》》，，朱朱帘帘秀秀慷慷慨慨道道：：““你你敢敢
写写，，我我就就敢敢演演！！””显显示示女女中中豪豪杰杰本本色色。。遗遗憾憾的的是是，，
朱朱帘帘秀秀最最终终没没有有成成为为关关汉汉卿卿的的妻妻子子，，劳劳燕燕分分飞飞，，
她她嫁嫁给给了了钱钱塘塘道道士士洪洪丹丹谷谷，，终终老老杭杭州州。。

四

江江湖湖儿儿女女爱爱情情动动人人之之处处，，又又怎怎么么少少得得了了敢敢
爱爱敢敢恨恨的的女女主主角角？？

无无论论是是红红拂拂女女，，还还是是柳柳如如是是，，都都是是““女女追追男男””
的的角角色色。。但但她她们们的的魅魅力力，，远远不不在在于于主主动动，，而而在在于于
关关键键时时刻刻的的选选择择。。

还还是是接接着着讲讲柳柳如如是是的的故故事事：：她她是是一一介介女女流流，，
却却表表现现出出比比很很多多男男性性文文人人更更多多的的气气节节和和担担当当。。清清
军军南南下下，，柳柳如如是是不不愿愿意意降降清清，，劝劝钱钱谦谦益益和和她她一一起起
投投水水殉殉国国，，钱钱谦谦益益犹犹豫豫了了，，下下水水池池试试了了一一下下水水，，
说说：：““水水太太冷冷，，不不能能下下””，，而而柳柳如如是是却却““奋奋身身欲欲沉沉
池池水水中中””，，被被钱钱谦谦益益拉拉住住了了。。钱钱谦谦益益后后来来还还做做
了了大大清清的的官官员员，，去去了了北北京京，，柳柳如如是是不不愿愿意意跟跟他他
一一起起去去，，就就留留在在了了南南京京，，暗暗中中资资助助、、鼓鼓励励抗抗清清
义义士士。。后后来来钱钱谦谦益益被被诬诬告告入入狱狱，，她她又又不不遗遗余余力力
去去营营救救…………

史史学学大大家家陈陈寅寅恪恪晚晚年年封封刀刀之之作作，，是是 8800万万
字字的的《《柳柳如如是是别别传传》》，，一一个个大大学学问问家家，，为为何何最最
终终选选择择为为一一个个妓妓女女作作传传？？无无疑疑，，在在明明末末清清初初的的
动动荡荡岁岁月月中中，，富富有有民民族族气气节节的的柳柳如如是是，，深深深深打打
动动了了陈陈寅寅恪恪，，历历史史大大势势不不可可逆逆转转，，但但个个人人的的节节
操操、、道道德德的的坚坚守守，，却却是是时时代代洪洪流流中中一一个个人人最最为为
根根本本的的底底色色。。陈陈寅寅恪恪对对柳柳如如是是评评价价极极高高，，认认为为
是是““民民族族独独立立之之精精神神””，，为为之之““感感泣泣不不能能自自
已已””。。

《《江江湖湖儿儿女女》》这这部部电电影影，，堪堪称称对对坚坚持持江江湖湖
情情义义的的女女性性的的赞赞歌歌，，所所谓谓““侠侠气气””。。学学者者汪汪涌涌
豪豪在在《《中中国国游游侠侠史史》》中中写写道道：：游游侠侠大大多多是是胆胆汁汁
质质的的、、多多血血质质的的、、外外倾倾型型的的太太““阳阳””之之人人，，敏敏
感感、、冲冲动动、、对对环环境境高高反反应应。。其其实实有有时时候候，，女女性性
的的侠侠义义，，甚甚至至超超过过男男性性。。

在在这这部部电电影影街街头头群群殴殴一一节节里里，，女女主主角角巧巧巧巧
眼眼看看男男主主角角斌斌哥哥寡寡不不敌敌众众，，要要给给活活活活打打死死，，便便下下
车车举举起起斌斌哥哥的的手手枪枪，，朝朝天天开开了了两两枪枪，，震震慑慑住住了了对对
方方，，救救了了恋恋人人一一命命。。接接下下来来，，她她坚坚决决没没有有吐吐露露枪枪
的的主主人人是是斌斌哥哥，，因因非非法法执执枪枪罪罪被被判判刑刑五五年年。。服服刑刑
期期间间，，斌斌哥哥没没有有来来看看她她，，刑刑满满出出狱狱，，斌斌哥哥没没有有来来
接接她她。。她她千千里里迢迢迢迢跑跑到到四四川川奉奉节节找找斌斌哥哥，，他他却却为为
了了钱钱，，已已经经成成了了另另一一个个女女人人的的男男朋朋友友。。

在在异异地地他他乡乡，，她她被被人人偷偷了了钱钱包包，，山山穷穷水水尽尽，，
走走投投无无路路，，他他却却避避开开不不愿愿见见她她。。无无疑疑，，他他是是个个人人
渣渣。。

这这世世上上哪哪有有救救世世主主，，一一切切只只能能靠靠自自己己。。巧巧巧巧
在在奉奉节节自自救救的的故故事事，，也也是是电电影影的的高高潮潮与与笑笑点点，，充充
分分显显示示了了她她玩玩转转江江湖湖的的能能力力。。这这个个当当初初虽虽然然找找
了了个个江江湖湖人人士士当当男男友友却却不不想想涉涉入入江江湖湖的的姑姑娘娘，，
终终于于成成为为江江湖湖一一员员。。若若干干年年后后，，她她在在老老家家，，等等到到
了了因因脑脑出出血血而而瘫瘫痪痪的的斌斌哥哥，，她她把把他他接接到到家家里里，，悉悉
心心照照料料，，当当昔昔日日猥猥琐琐的的小小弟弟老老贾贾如如今今出出言言嘲嘲讽讽
斌斌哥哥时时，，她她毫毫不不犹犹豫豫把把一一个个茶茶壶壶砸砸在在老老贾贾头头上上。。

这这个个男男人人负负了了她她，，她她仍仍然然维维护护他他，，因因为为已已远远
去去的的爱爱，，更更因因为为她她认认为为江江湖湖人人要要坚坚持持的的““情情义义””。。

真真正正的的情情义义，，不不是是威威风风八八面面时时的的跟跟从从和和取取
悦悦，，而而是是全全世世界界都都抛抛弃弃了了他他的的时时候候，，唯唯有有她她，，还还
能能靠靠得得住住。。

时时间间可可以以抹抹去去热热恋恋的的炽炽烈烈，，却却能能把把情情义义锻锻
造造得得更更加加坚坚固固。。这这份份情情义义，，并并不不仅仅仅仅属属于于江江湖湖独独
有有。。这这是是全全人人类类的的美美好好情情感感。。

因因为为，，对对大大多多数数人人来来说说，，江江湖湖是是浓浓缩缩的的人人
生生，，或或者者，，江江湖湖只只是是凡凡人人心心头头的的一一个个想想象象。。江江湖湖
是是虚虚幻幻的的，，而而人人生生是是真真实实的的，，情情义义，，是是必必需需品品。。

虚幻的江湖检验情义的成色时时空空走走廊廊

这份情义，并不仅仅
属于江湖独有。这是全人
类的美好情感

因为，对大多数人来
说，江湖是浓缩的人生，或
者，江湖只是凡人心头的
一个想象。江湖是虚幻的，
而人生是真实的，情义，是
必需品

“

韩韩浩浩月月

秋天的一个早晨，来到许久不曾来过的河滩边，
散步的时候没忘用手机东拍一下西拍一下。在跑道
边露天座椅休息查看这些照片时，惊奇地发现，相册
里存储的刚拍下的图景里，有些事物是发光的。

比如一朵紫色的喇叭花。天气渐冷了，它却丝
毫没有枯萎的征兆，在秋日阳光下努力地盛开。镜
头拉近再拉近，直到整个画面中不再有杂草，只装
有那朵喇叭花时，花蕊的部分便散发出洁白而又
温润的光来。那种光芒，是玻璃或者金属体才能发
出的，此刻由一种植物内部深处发出来，还是能够
引起内心一点小小的震撼。

还有几株长在铁丝网后面的狗尾巴草。草的
后面是一墩水泥墙，看上去平平常常，毫不起眼，
可当它们入镜的时候，犹如发现镜头存在的超级
模特，瞬间起了范儿，在风中优雅地摇摆。头顶那
些蓬松的“发丛”，在阳光照射下清晰可辨，每一根
都能看得仔仔细细。它们的“肤色”，要么是“青春
绿”，要么是“健康黄”，正是因为有了这“神谕”般
的光，它们仿佛拥有了人格，在这平凡的世界绽放
出个性的美。

如果你再去海洋馆，看企鹅游泳的时候，请注
意观察它们游动时的身体周围，会浮起一层密密
麻麻同时又晶晶亮的水泡，这些小水泡在企鹅身
处的水域里，显得亮度要高不少，因为这些水泡的
存在，你会有错觉，运动着的企鹅是会发光的，那
种光，可以视为它们心情的反映。

有些光来自伟大的光源体——— 太阳，有些光
来自物理性质的折射，有些光则来自于灵魂。如果
你家里有小孩子，可以注意观察一下，当他们在阳
台上专注地游戏，或者在台灯下耐心地涂抹一幅
画时，当他们不说话，安静地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中，就会发现有一种无形的光，笼罩着他们的身

体，再凝目注视时，有时还会感受到他们的头顶，
有一道莫名的光环，那是他们稚嫩而纯粹的灵
魂，在快乐地发光。

有一位网友，记录了她看到一个人身上发光
的那个瞬间。那个人不是什么名人明星，而只是
一位在巷口摆摊卖摊煎饼的老奶奶，在将香喷喷
的煎饼交给女孩的时候，女孩发现自己身上没有
带现金，想要手机扫码支付，老太太的摊位上却
没有摆那种随处可见的收款码。这个时候老太太
对她说，姑娘，快上班去吧，奶奶一直在这卖煎
饼，下次再经过的时候付钱就行，不经过也没关
系，就当奶奶送给你吃了。那个女孩看着老奶奶
慈祥的面庞，突然觉得，她身上是会发光的，一种
柔软、温暖的光，给人以无限的信任感。

类似的体验，相信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经
历。只是有的人幸运一些，遇到的次数比较多。如
果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你突然觉得，眼睛在周
边的生活环境中看到的“发光体”频率很高，那么，
很可能，这个阶段会是你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
刻。一个自身幸福的人，会用发光的心态去看待
一切，自然也会被别人当成一个“发光体”。

格莱美音乐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莱昂纳德·
科恩 2016 年去世的时候，一些喜欢他的歌迷频
繁提到他的一个名句，“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
进来的地方”，这简单的几个字，安慰了许多人的
心灵。由此可见，“光”被赋予了多大的能量，“光”
所到之处，黑暗、凄冷与伤痕，都会消失无踪。

其实，在万物皆有裂痕之外，还可以这样理
解：万物皆有光，无须须借助照射进来的外在光线，
万物本身都有各不相同的光，比如草木的温暖与
馨香，粮食的饱满与庄严，田野的宽阔与旷远……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爱、承诺、信任、托付等等。

当你觉得，万物都会发光的时候，内心的孤
独，便会不治而愈。

万物皆有光
张张丰丰

我到楼下小卖部买矿泉水，结账的时候，老
板娘突然问我：网上买的书，也都有注音吧？原
来，她的女儿今年开学已经上一年级了，正在按
照老师的要求买一些课外书。“上的是公立，不
花钱，买书要花 300 多。”
当然，钱不是问题，老板娘担心的是网上买

的书是不是注音版，商品介绍里没有提到这一
点。家长群里，有人说要去书店买，但是她实在
没有时间去书店。我说：“只要按老师指定的出
版社买就行，小学一年级的读物，应该都有注音
吧。”

有一种奇妙的感觉。老板娘何以会向我问
这个如何买书的问题呢？或许，在某一次过来买
东西的时候，我手里正好拿着书，或许她看到我
总是背着书包吧。这种信任，某种意义上说，比
来自专业领域的肯定更让人感动，想想吧，在你
的社区，你被当成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读书人。

我搬到这个新小区的时候，这个小卖部也
才刚刚开业，位置在一个消防通道的出口，又不
临街。严格说来，小店面对的只是我们这一个单
元的业主，老板是一对夫妻。他们很聪明，至少
懂得差异化竞争，20 米外的街道上，就有一家
小型连锁超市，大多数日用品都可以在超市买
到，所以，他们的小店，就主营烟酒，附带着卖一
些饮料。

那时，老板娘还挺着大肚子。这是一种计算
时间的方式，我可以清楚地得知我在这个小区
已经住了七年了。七年来，小街上的店铺已经换
了好几轮。有七八家理发店，先后开业又倒闭
了，服装店倒闭得得更多，连我喜欢的酒吧，也换
了几轮老板后最终倒闭了。这个小卖部，却是为
数不多一直坚挺着的，能够和它相比的，只有那

家连锁超市和银行网点。
这对夫妻是小店主的典范。每天早上 8点

多，男的会打开卷帘门，一直到晚上 10点多才
关，风雨无阻，每年只有春节的时候停业休息三
天。大多数时候，都是老板娘在守店，而老板则
负责进货。在他们脸上，看不到时代剧变留下的
焦虑，店里永远打扫得干干净净，门口那盆滴水
观音，在悉心照料下一直活着，而我家阳台的绿
植，已经死了好几轮了。

确确实实，我可以称得上是看着老板家的
女儿长大的。她还是婴儿的时候，就待在店里的
婴儿车里。两口子一直自己带孩子，有时候小孩
也会哇哇大哭。后来，小家伙就去上幼儿园了，
放学后会被接到店里来。印象深刻的一次，她哇
哇大哭着朝小区入口跑来，满脸通红。在她平静
下来后，脸色又变成了四川女孩特有的白净。我
猜，这个在店里长大的小孩，脾气一定很大。

今年暑假，即将读小学的小女孩已经很文
静了。有一天我路过小店买雪糕，老板娘冲女儿
喊了一句：“收一下钱。”小女孩很熟练地打开二
维码扫码器，输入了要收款的数目。“微信收款
成功”，提示音响起，老板娘在旁边嘿嘿笑了：
“还是没有白养啊。”

这让我想起小时候第一次为家里做早饭，
父母从田里归来，掀开锅盖，看到我做好的稀
饭，也是这么说了一句“没有白养”。这就是当父
母的喜悦，与其说看到了回报，还不如说从这样
的“回报”中看到了孩子的成长。过去 7年，小女
孩就是这样从无到有，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小学
生。小店里的陈设没有任何变化，但是时光就这
样溜走了，对老板娘来说，这又是多少个日日夜
夜呢。

这不是什么“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而是一
种对生活的信念终于得到回报的喜悦。我小的

时候，父母很少让我做家务，以至于邻居都看
不下去了，“你们怎么不去帮妈妈做事？”在炎
热的夏天，父母情愿自己窝在厨房做饭，而让
我们在外面凉快、下棋。这个小店的老板娘也
是一样的，她无比疼惜自己的女儿，她知道开
店的不易，也绝对不希望将来孩子一直在店
里收钱。

小女孩在店里的日子一直无忧无虑。有
时候淘气，妈妈会吼她，但是爸爸在旁边却只
会呵呵地笑。对这对夫妻来说，女儿出生后，
做生意的辛苦似乎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店
里，我看到中国最普通家庭的爱和坚持。他们
是整个社区的根基，就像他们知道我是一个
爱读书的人一样，他们也会懂得别的邻居。

所以，她最后的感叹是这样的：“小孩子
的课后作业真是太多了，现在还能帮忙看看，
等到了三年级，就彻底没办法了。”她一定希
望女儿能考上好的大学，哪怕最后远走高飞。

小卖部的女儿大了
随感 人人间间

捉错园

((660011))
““师师傅傅传传授授扫荡腿””，，
““扫扫荡荡腿腿””是是错错名名称称；；
腿腿上上功功夫夫扫扫倒倒人人，，

正写应是“扫堂腿”。**
**扫扫堂堂腿腿：：武武术术招招数数身身体体下下蹲蹲，，用用一一

条条腿腿猛猛力力横横扫扫以以绊绊倒倒对对方方，，也也说说扫扫腿腿。。

秦殿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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