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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群

人在旅途

惑世误国《朋党论》

读 史 札 记

当我说甜的时候我在说些什么

做有趣的人

时尚辞典

心灵小品

他山之石 坊间纪事

山中约茶记
□ 高晓涛

相较于春夏两季的繁盛热
闹，十二月的巴岳山有一种孤峭
冷寂的美感。已是落叶凋敝的初
冬了，山里的第一场雪将至未至，
阴郁多日的天气难得出了太阳，
寒意是浅淡的。在日光下，树的色
彩异常缤纷起来，像极了《蜀笺
谱》里谢公的十色签：深红、粉红、
杏红、明黄、深青、浅青、深绿、浅
绿、铜绿、浅云。丰富的色彩任意
点染着一片片山林，一路上处处
是风景。

孙大哥的林中小屋就掩映在
巴岳后山的一片森林里，我们约
好在他那里喝茶。柴门半掩，主人
不知所向，好在我们提前在电话
里表明了来意，才幸免落空。

孙大哥的茶室依山而建，两
个大大的落地窗拉近了人与自然
的距离，宽大古朴的茶台上摆放
着刚从山里采来的雏菊，有种天
然的野趣。小爽从她的便携式手
提箱里拿出茶具，茶壶、茶海、茶
漏、茶杯、茶夹、茶巾、茶盘，一应
俱全。茶叶是滋味醇厚的云南滇
红。“红茶生热暖腹，最适宜冬日
饮。”小爽浅笑着介绍。我不擅茶
道，却喜看优雅的女子冲泡功夫
茶的姿态。那一招一式里体现的
美感，以及不经意流露出的静雅、
恬淡令我着迷。

小爽是我因茶而结识的朋
友，比起我对茶文化的一知半解，
坐拥一间茶室的她对茶的深入钻
研与了解令我折服。与受困于朝九
晚五上下班时间的上班族不同，她
除了打理生意便是四处寻访名茶
名具，精修茶艺，并以茶会友，交到
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此时，茶香
弥漫中端坐于我们眼前的她明眸
善睐，清新脱俗，无疑是动人的。

净杯、置茶、入水，小爽将已大
开的沸水，由高处冲下，使茶叶极
致翻滚，须臾功夫（工夫？），一杯红
润匀亮的茶汤便置于眼前。闻茶，
赏汤，啄饮则是我们要做的。

就着一些茶点，一屋的女人
们相谈甚欢。

席间说起《红楼梦》里有关茶
的佳话，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谈
及茶事的有近300处，那贾母快要

“寿终归天”时，也是推开邢夫人
端来的人参汤，说：“不要那个，倒
一盅茶来我喝。”可见茶在当时人
们的日常生活中的地位。

古人对饮茶这件事是极有仪
式感的，早在唐宋年间，人们对饮

茶的环境、礼节、操作方式等饮茶
仪程都很讲究，茶宴已有宫庭茶
宴、寺院茶宴、文人茶宴之分。对
茶饮在修身养性中的作用也有了
相当深刻的认识，认为茶的芬芳，
能使人闲和宁静、趣味无穷。

寻常百姓家大多只将茶当饮
料来消渴，鲜能体会品茶的乐趣，
直至因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了中
国四大茶道流派。贵族茶道讲究

“茶之品”；雅士茶道注重“茶之
韵”；禅宗茶道则看重“茶之德”；
世俗茶道生发于“茶之味”，旨在
享乐人生。

我们只是俗世里的女子。在
这幽静的山间，不过是暂时放下
世俗之心，把自己与纠缠不清的
浊世相隔离，以简驭繁，寻求片刻
安宁清净罢了。在当下的这一刻，
静下心来，去除杂念，细闻茶香。
我能品到的更多是茶本身的天然
之味还有彼此之间的真性情。

有人说，茶是雅物，亦是俗物。
进入世俗社会，行于官场，染几分
官气。行于江湖，染几分江湖气；行
于商场，染几分铜臭。在我看来这
些只不过是人强加于茶的东西，茶
本为南方嘉木，钟山川之灵气，集
天地之精华，与人的雅俗何干？

若真要将茶牵强于人的精神
境界中，或是要在品茗中修身养
性、品味人生，吟诗议事、调琴歌
唱、弈棋作画，则是另一番境界了。

屋子里燃放的火炉把寒气阻
隔在门外，几杯茶下去，身体迅即
温暖起来。饮茶与饮酒不同，酒越
喝越糊涂，茶却越喝越清醒，清醒
到能使人感受当下的每一次心
跳。正所谓万丈红尘三杯酒，千秋
大业一壶茶。虽然我们谈得不是
国家大事，但却比任何时候更加
与自己的内心所贴近。

不多时，茶味已淡，屋外的阳
光正好，我们走出室外，在幽静的
林间小路上散步。路遇野花，随手
采了一些，月儿说，野花无需考究
的花瓶，一只瓦罐，一个普通的玻
璃瓶最相宜。

品天然者亦品人生。她的话
让我的心微微动了动。和这花一
样，能让人真正感到放松舒适的
的不就是回归自然的田园生活
吗？比如此时，阳光，空气，好茶恰
甚过华服美厦。

正如南怀瑾所言：三千年读
史，不外功名利禄；九万里悟
道，终归诗酒田园。

约茶去，愿我的岁月里永远
闻得到茶香。

□ 傅绍万

文章名动天下的欧阳修写出《朋党论》，
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在过了大约690年之
后，又引来雍正皇帝的痛斥，“设修在今日而
为此论，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

欧阳修的《朋党论》，的确惊世骇俗。事
情的起因是，吕夷简执政，进用者多出其
门。范仲淹给宋仁宗上百官图，并连续上
书，说吕夷简结党营私。范仲淹还推荐自己
认为合适的人选为宰相。吕夷简当着皇帝
的面怒斥他：“仲淹离间陛下君臣，所引用
者，皆朋党也。”范仲淹因此被罢知饶州。秘
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上书为范仲淹说
情。馆阁校勘欧阳修以谏官高若讷坐视而
不言，写信谴责他，三个人因此先后被贬。
自此朋党之论兴起。欧阳修为给范仲淹等
君子正名，写出《朋党论》，提出一个惊世之
论：君子有党，小人无党。原因是君子与君
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
所以君子之朋久远，小人之朋易散。作为人
君，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文章
的主要观点，记载于宋史欧阳修传中，并被
一代代文人捧上了天。

详加分析，朋党论漏洞百出，强词夺
理，且为祸极大。一是偷换概念。所谓朋党，
用现代语言对译，就是圈子、山头、宗派。所
谓君子之朋，无非是为圈子、山头、宗派存
在的合法性寻找遁词。二是违背圣贤之道。
儒家宗师孔子说得明白，君子不党。三是史
实错得离谱。《朋党论》列举四段史实作为
论据，关于尧舜和商周时代朋党的两个例
子，没有多少史实依据，为先世儒家臆说。
后两个关于汉唐党争的史例，东汉的党锢
发生在桓帝、灵帝时期，而非欧阳修所说是
献帝时期，党锢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即位皇
帝年幼，女主当政，从而形成宦官擅权所
致。而唐末杀名士投尸黄河，欧阳修严重歪
曲历史。欧阳修说：“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
士，咸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
流。’而唐遂亡矣。”《旧五代史·梁书》白纸
黑字：哀帝时大军阀朱温（梁太祖）已经完
全控制了朝政，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杀害
大臣裴枢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朱温宠
臣李振因为考进士屡屡不中，心中愤恨，对
朱温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
浊流。”太祖笑而从之。李振终取“赤祖之
祸”，史臣评论：“报应之事，固以昭然。”柳
璨还伙同奸党，大杀朝臣，“班行为之一空，
冤声载道”。不久朱温篡唐，唐朝遂亡。四是
触君主逆鳞。历史上，帝王最恶者就是朋
党，臣子都对朋党避之唯恐不及。连唐代历
史上牛李党争的李党党魁李德裕，也矢口
否认朋党之说，“天下焉有朋党哉”。

欧阳修写出《朋党论》，逞一时笔舌之
快，却为朋党之祸的猖獗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宋朝党争，从吕夷简、范仲淹之争

始，到新党旧党之争，愈演愈烈。党争造成
政局的极大动荡，到头来遭殃的还是君子。
朋党论一出，别有用心的夏竦就利用内侍
监元震上疏：“今一人私党，止作十数，合五
六人门下，党无虑五六十人；使此五六十人
递相提携，不过二三年，布满要路，则误朝
迷国，谁敢有言？挟恨报仇，何施不可？九重
至深，万几至重，何由察知？”欧阳修的朋党
论，触动了君王最敏感的神经，把君子置于
危险的境地，也为小人大规模陷害君子布
下了一张天罗地网。大约十年之后，当庆历
新政失败，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等相继
以朋党罪名被贬，欧阳修上书为他们喊冤，
也许这时候他已经明白君子有党论的祸
害：自古小人欲大批陷害良善，不过指为朋
党。原因是去一善人，而众善人尚在，则未
为小人之利；欲尽去之，则善人少过，难为
一一求瑕，唯指以为党，则可一时尽逐———
一网打尽。到蔡京当政时的元祐党人案，君
子之祸极为惨烈，旧党三百零九人被刻在
石碑上，此碑称元祐党人碑。凡元祐党人，
死去的，褫夺官职封号，推倒墓碑，在世的
或贬官，或流放。“奸党”人物如司马光、文
彦博、苏轼、黄庭坚、秦观等，名声极好。就
君子所遭受的惨祸而言，真应当对欧阳修
群起而讨之。

有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对欧阳修的
朋党论，当时人范仲淹、苏轼、司马光等，都
大致表示赞同。分析深层原因，当是科举制
度的流弊使然。科举制始自隋代，兴盛于唐
朝，宋代重文抑武，科举更盛。科举制度下，
被录取的考生都要去拜会主考官，把主考
官尊奉为座主，自称门生。同榜登第的考生
互称同年，同年之外还有同门，即同一个主
考官录取的考生。伴随科举制而出现的这些
关系，为新官僚结成帮派提供了土壤。门生
对座主，要报恩，帮派成员间，官官相护，相
互提携。唐代白居易晚年写过一首《重题》
诗，特别提到“还有一条遗恨事，高家门馆未
酬恩”，白居易把未能报答座主高郢之恩作
为终身憾事。陈寅恪认为，门生报答座主之
恩并非个别现象。宋代同年交契风气犹盛，
苏轼《碧溪诗话》讲到，“通家不隔同年面

（自注：二守同年家），得路才知异日心。”像
欧阳修门下，或试或荐的名臣就有吕公著、
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回、胡瑗
等，他们的交集是频繁的。此一现象成为一
种风气，当时人也就见怪不怪，不以为非，
反以为是，甚至不以为社稷之祸，反以为社
稷之福，可见在积久成习的世风之下，贤哲
也有不明之理，也难免悖谬之事。

□ 周华诚

“然后是甜。夹杂着槐花或油菜花蜂蜜
的甜。有时是豆沙与蔗糖或红糖的甜。”

我在某篇文章里写到这样一句话。
写到甜的时候，舌尖上会冒出丝丝甜

味的幻觉。感受甜的味蕾分布在舌尖，故而
甜也适合用舌尖舔之；而苦在舌根，人对苦
意有本能的戒备与抵抗，良药苦口，咽下去
了，才尝出是苦。接收咸与酸的味蕾，都在
舌的两侧位置——— 口腔若是一片海，舌头
就是那一叶桨，轻轻摇，轻舟已过万重山，
千帆过尽皆不是，百般滋味在心头。

甜是自然之物，深藏于草木之中。
白嫩的草芽，初绽的花蕊，都有甜；秋

天废弃在地里的玉米秆，在寡淡的日子里
嚼来，也有隐约的甜意。更多的甜，隐藏在
瓜果之中，分散排列，化之于无形，像大师
退隐山林，悄无声息，泯然于众人。

甜是清脆的——— 咚咚响的西瓜，比嘭
嘭响的要甜，没有甜的生活很沉闷，而清脆
的日子总有些许甜意在。

甜意收集者，一是阳光，二是蜜蜂。阳
光是一座大工厂，采取浓缩和提炼的方式，
大规模收集和生产甜意；蜜蜂是小农经济，
以手艺人的习惯单打独斗，不知疲倦又乐

在其中。
阳光与蜜蜂像是某种合谋的达成者，

分工合作，互为补充。阳光催开花朵，催熟
果实，令植物散发出馨香温暖的气味，这足
以对一切昆虫、鸟兽与人类产生某种秘密
和不绝如缕的诱惑。蜜蜂不过是其中之一。
蜜蜂在阳光下幸福地劳作，一天穿行于十
万枚花朵，纯手工采集甜味，每天挑着沉沉
的步伐满载而归。

在我偏僻的故乡，最主要的甜也来源
于此，一为拜阳光所赐的甘蔗，一为拜蜜蜂
所赐的蜂蜜。

《天工开物》里，就说到古人怎么分辨
甘蔗：

“凡甘蔗有二种，产繁闽、广间，他方合
并得其十一而已。似竹而大者为果蔗，截断
生啖，取汁适口，不可以造糖。似荻而小者
为糖蔗，口啖即棘伤唇舌，人不敢食，白霜、
红砂皆从此出。”

细甘蔗很硬，崩牙，牙口不好者不敢食，
但甜分足；有一种质地松脆的甘蔗，粗大一
些，甜度稍低，适宜生啖。我小时吃硬甘蔗，
舌上起泡，咬肌酸痛，那甘蔗真是太硬了。

《天工开物》又说，“凡蔗古来中国不知
造糖，唐大历间，西僧邹和尚游蜀中遂宁，
始传其法。今蜀中种盛，亦自西域渐来也。”

西域来的东西很多，我们现在所吃的
蔬菜水果，很多都是舶来品。造糖之法，也
是舶来品。不过，长久的在地性，早已使外
来之物具有了本地水土的特征，使之变成
了方言。它与本地生活融为一体，水乳交
融，我在乡下看过人家榨汁熬糖，整个过程
行云流水蜜汁流荡，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
让乡村感到前所未有的甜蜜。

请允许我缓慢地来描述它———
空旷的田野间有一口大灶，烟囱并不高

大。土灶看上去像一个敦实的地窝子，地窝
子挨着一座小房子。这个时节已经是开榨熬
糖的时候了，三三两两的农人，正推着满车
的甘蔗从四面而来。他们的动作从容而舒
缓，仿佛这件事一点都不着急。他把一根甘
蔗接着另一根甘蔗送进榨汁器，甘蔗进去的
时候是坚硬的，另一头出来时就是松软的蔗
渣了，而隐藏在甘蔗中的含有糖分的汁水汩
汩而下，汇入下面的一只大木盆中。

接下来，他们把满盆的糖水端走，继而
倒进大锅，大锅底下熊熊大火正燃烧着。熬
糖师傅一边搅动锅中的糖水，一边在雾气
蒸腾中品享甜意——— 他早已被甜的部队包
围，要知道，那白色的雾汽都是甜的，人在
那个房子里，就只有缴械投降。在甜意的包
围下，没有谁可以坚贞不屈，不被俘虏。

火继续旺着，锅中的水分蒸发，糖水越
来越稠；它们缠上了搅棍，使得搅棍无法脱
身，休想逃跑——— 慢慢地连周转也变得困
难。掌握好火候在这时显得尤其重要———
稠得恰到好处，却不能让糖焦糊了。这个过
程很短暂，但是经验丰富的熬糖师傅深深
懂得其中的奥秘。他会在某个节点戛然而
止，然后迅速把正在变稠的糖液盛起来，摊
凉，在温度下降的过程中，糖液，它们慢慢
地，就凝固成了糖。

每年农历十月后，村里的榨糖铺就开
始榨糖。糖铺冒出腾腾的热气，把糖香送进
整个村庄。

许多年前，我在一个叫山溪边的村子
里，花了一整天时间观看熬糖。我在空气中
舔着一丝丝的甜味。一位老人告诉我，用甘
蔗榨红砂糖的习俗，于此已然延续数百年。

此刻我眼前所见，那糖铺四周的人，来
来往往，说说笑笑，没有人生气、忧伤或叹
气，所有人脸上（即使布满皱纹）都带着笑
意。我相信，在贫瘠艰辛的乡村里，糖的甜
意，对于人们的生活有着强大的疗愈功
能——— 它带给人美妙的幸福感。

如果盐是空气、粮食，糖就是音乐、笑
声。表面上看盐不可或缺，可如果没有糖，
日子就会无比艰难。

□ 郭小郭

万万没想到，我是一个不合群的人。
我说的是“微信群”那个“群”。
不知不觉，被拉进去，好几个群。

同事，同学，老乡，亲人，朋友，爱
好，只要是一个群体，为了保持联络和
交流，就要建一个群。就连参加一次颁
奖活动，主办方也建了群，几位作者被
温柔地拉了进去。仔细数了数，我的名
字在18个群里，这还是定期清理退出的
结果，要不然会更多。这些群要么是工
作上需要，不能退出，要么是因为碍于
群主的热情，不能退出。

有的群热闹。群里的热闹分好几
种。有一种是每天早上都有天气预报，
有心灵鸡汤，要么就是本地区的热门事
件，反正都是转发，一会儿“滴滴”响
了，一会儿又“滴滴”响了，只好设置
成“消息免打扰”。还有一种是瞎聊
天，张家长李家短，近似于私人聊天，
要是发照片、发视频，一会儿不看，手
机未读消息就会上百条，用不了几分钟
就能把手机的内存占满。无奈，清理微
信图片、视频成了家常便饭；发红包求
投票，也是热闹的一种。各种各样的活
动，什么最美小天使，什么优秀员工，最
美童星，十大品牌，最佳什么的……这些
投票活动的背后，最终目的其实是活动方
为了提高公众号的粉丝量，提高知名度，
既缺少公平也没什么意义，最后拼的是人
脉。为了拉票，在群里发个小红包，领了
红包投上一票，发出截图以证明，昨天为
她投，今天为他投，今天为她的朋友
投，明天为他二大爷家的邻居投，人们

玩得不亦乐乎。
有的群冷清。有的自从建了群，除

了群主，几乎没人说话。当然，群主也
不是正经说话，就是转发一条不冷不热
的帖子而已。还有的群，我一看，已经
两个月没动静了，在微信首页的最下端
沉着，像块沉默的石头。这是我的同学
群。大约是刚组群时那种“好久不见”的激
情和热情过了，大家分散在东南西北，各
忙各的，逐渐冷却下来。不过没关系，指不
定哪一天说热就能热起来，因为沉寂———
热闹——— 再沉寂——— 再热闹，这是同学群
的规律。大家彼此之间的怀念往往需要一
点距离，时间是最好的距离。还有的群冷
清，在下认为当初就没有建群的必要，因
为群里的大多数都在另一个群里，在另一
个群里说过的话，在这个群里再说一遍实
在无聊。但群主不是同一个人，只好这么
冷清着也不解散。

热闹也好，冷清也罢，我很少参与。不
像很多人，一天到晚都在群里。正如我一
位同事说的：“不到群里，好像都没处去
了。”不知为何，在群里我总是显得有点儿
格格不入，常常是无话可说。一方面没
那么多时间跟人天南海北地聊天，另一
方面我又特别“鄙视”那种不费吹灰之
力的转发，总觉得缺乏交流和沟通应有
的真诚，更何况那些转发的东西多有不
实内容。如若是交流写作经验那就更没
有氛围了，现在谁还听得了批评的话
呢？个个都认为自己粉丝无数，是天下
第一。

不合群，又没有勇气按下红红的
“删除并退出”，只好在各种群里安安
静静地呆着。唉，我是没救了。

□ 翟焕远

隆冬时节，山野里已少有了鸟儿啼鸣，
婉转如古诗，雄鸡振翅，欢呼着衔起了旭日
的景象，但走进梓橦山，心里却一下充满了
暖意。鬼谷子在这里开创了中国兵家军事理
论和纵横家先河，孙滨、庞涓、苏秦、张仪在
这里跟师学艺，成为那个时代出类拔萃杰出
的军事家；当然我最为关心的还是北宋大孝
子王樵木刻双亲并守孝六年，最终自做蚕室
忧郁而亡的故事，其孝行感天地泣鬼神。

这些年来，我一直研究并时刻关注着
孝文化，淄博的孝文化是中国孝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里是古代24孝中董永和江革
的故里，他们卖身葬父和行佣养母的孝行，
至今被人津津乐道而广为流传；孝妇颜文
姜、孝女李娥的孝行更是感人至深。而王樵
的孝行与24孝中任何一位比起来毫不逊色。

走进藏梓村，走进梓橦山，走进孝子
祠，时刻被王樵铮铮孝行所感动。王樵字肩
望，淄博淄川人，居梓橦山。从小博通群书，
尤善考《易》，文武兼备。公元999年契丹大
军攻城略地，侵掠淄川时，王樵的父母及众
多乡亲被契丹兵所掳。父母被劫对王樵来
说是个刻骨铭心的打击。闻讯后拔剑追赶，
无数次闯杀敌营，出生入死与契丹兵周旋
数载，行程数千里之远，其最终结果是令人
失望的，终究未能寻到双亲。以他父母之年
迈，很有可能在被劫途中已死去；即便到了
辽地，因气候水土不服和一路奔波劳累，定
是九死一生。再加上契丹人对宋俘的残酷
无情，“以所俘宋人射鬼箭”，在此种种折磨
下，父母尚存的希望微乎其微！王樵的失望
随着时间推移一点点增加，最后，只能无奈
地回到了故里。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父母不知所终与外敌的入侵，给王樵精神上
以沉重打击。一场战争如陨石般跌入王樵原
本平静的生活，瞬间将已有的一切戏剧性的
幻想残酷地扭曲了。他知道父母被掠，生死
未卜，且不能归葬故土，就意味着孤魂将长
久地在荒蛮之处游荡。这悲哀的一切及所负
载的道德谴责，无时无刻不在鞭笞着王樵那
颗已在滴血的心，只能在严苛的守孝生活
中，通过对自身的折磨，抒发无尽的悲痛，来
获得一点点心灵安慰。

大爱必有大孝。还乡后，王樵满含悲愤
木刻双亲像葬之，焚一炷香，袅袅的烟雾徐
徐而上，就这样他为父母守孝达6载之久。
守孝之际，他总结国家遭侵、百姓受辱的原
因及北国寻亲的切身体会，发奋著书，一口
气写下了《游边集》《安边三册》《靖边集》三
部兵书，并上奏朝廷希望采取措施保卫边
疆，抵御外族入侵。无奈朝廷腐败，国仇家

恨无处伸张。忧愤至极，遂垒砖自环，号为
“茧室”，伴兵书长剑于内，忧郁而终。一个
人守住了自已的坚守和承诺，就是守住了
心中的安宁。有生命的事物总是短暂的，包
括侵略者的钢刀。念其忠孝，后人遂建祠堂
以永久祭之。淄川城西慕王村就因仰慕其
忠其孝而得村名。

泥土是时间的舍利，是神的作坊，是万
物的前生与后世。宋辽之间长期的战争，给
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灾难，厌战情绪
在朝廷和草野蔓延。尤其是处于战乱首冲
之地，罹害最深，强烈地反对当兵打仗。而
王樵和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更是这一场
场战争中的受害者和牺牲品。

岁月悠悠，悠悠岁月。行走在梓橦山
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任山风撩起衣襟飞
动。曾经被感念和想象的一切，卑微的或浩
茫的都在心里，化成了无边的心域。

□ 辛 然

很多人一结婚就会变得无
趣。而且还要饭局讲段子、社交网
络转段子，让自己看上去有趣。这
两样恶习我都有，所以每次看到
书橱里的王小波，总觉得很不好
意思，因为他才是真正有趣的人。

现在回看自我，大学毕业那
会儿，待人接物都很青涩愚钝，情
商很低内心狂傲，却还算个理解

“有趣”的人。要不怎么会喜欢王
小波呢。这种有趣是个十分个体
的事，不知道哪来的自信，对外界
敏锐的感知，容易不屑但对别人
对自己的不屑毫不知情，对小恶
意的释放大于担心……最重要的
是，内心充满智慧的嘲弄。

我对有趣的解释可能和你的
概念不一样。有趣并不在善意的
范畴里，甚至它连善意都可以嘲
弄。而它跟苛刻的区别就是，有时
你需要牺牲自己、无惧暴露自己
缺点地去实现这种“攻击”。所以
表面上，有趣的人会做一些对自
己毫无用处、甚至招惹是非的事。
自己一旦倒霉，也是自己第一个
站出来笑话自己，趣味是不分主
体个体的。

“有趣”可能不是什么优点，但
就是让人有些着迷。看王小波是这
样，看钱钟书、林语堂也是这样。提
起他们，大家会想到幽默，但他们
其实是“有趣”，会把一些严肃的主
流的事物，嘲弄得灰头土脸。因为
人对世界的感知更像是自我在客
观世界的投影，总有些虚假和扭
曲，甚至大部分都如此。这些认知
偏差就构成了笑点，令人愉悦。这
就是“有趣”的含金量所在，一个人
要逻辑清晰、知识量大，才能担得
起“笑话人”这个重任，不然你跟庸
俗、势利有什么区别？

王小波在《黑铁时代》里，编
造了“数盲症”这个病，就是对数
字没概念、数学很差，就等于逻辑

很差，于是得病的人就被描述的
几乎生活不能自理。又或者在小
说中安排了一个理科小青年，混
在一群负责研究修机器的文艺家
们中，以每天看后者讨论他们根
本不擅长的理科为乐趣……“有
趣”是一种不赚钱的天赋，除非会
写书，还能卖出去。王小波那时出
书就卖不过盗版的，眼睁睁看自
己火起来但无法发家致富。至于
被称为天赋，是因为很少有人能
把博学多识用于“笑话人”这一事
业，多幼稚和浪费啊，除非你就是
忍不住。没这种天赋就别乱笑话
人，那就是讨人厌了。

虽然理解并一度向往，但我最
终没成为“有趣”的人。甚至还有些
无趣，主要表现就是看什么道理都
是对的，还使劲想去做到。因为太
想做一个正确的人，太想有完美的
三观，所以谁也没有要求我什么，
我就主动在人生教科书上划下了
考试重点。比如学点以后可能会用
到的技能、学点怎样控制大脑，增
加脑皮层灰质厚度、学习如何努力
才能财富自由……总之别落后，别
闲着，那都是罪过。

前几天看到了一些“心灵毒
鸡汤”，比如“你必须非常努力，才
能知道自己有多无能为力”“生活
会让你苦一阵子，等你适应了，再
让你苦一辈子”……这些让人又想
笑又不爽的句子，就像那些普通却
被强行赋予各种意义的日子。老舍
说过，人是不可以努力太过火的。
每天使劲让自己看上去有趣，就会
在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感觉深深
的无聊。内心许久没有温柔和有趣
了。没有天赋的话，有些事无论如
何去重复地做，也总是做不够。所
以我会在重复的一天天里喝下各
种励志的鸡汤，去猜测我差点就

“有趣”的日子。可以预见的是，我
一定会越来越正确地做人，深度得
体，同时会没完没了地回忆另一种
人生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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