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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创世纪说，最初天下人用
同一种语言，他们同心协力，打算修
建通天塔挑战天公，上帝震怒，改变
并区别开了语言。从此，自大的人们
混乱地分散在各处，难以沟通。

也许吧。当看到“丰田门”男主
角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彬彬有礼地
迂回，似乎要以态度决定一切，而对
方早已怒气冲冲、张牙舞爪，因为实
在搞不懂他在说是还是不是。那一
刻，如果抬头，也许真能看见上帝他
老人家正俯首微笑。

而误读种种，又岂止在不同语
言之间。

据考证，“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
渔火对愁眠”中，“月落”啊、“乌啼”啊
还有“江枫”都只是桥名。于是乎，朦胧
的月色、渔火间若隐若现的枫树、寒夜
让人心悸的乌啼一下子不复存在，只
剩下一堆桥名的乏味罗列。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这首歌中的“长亭外”，往往
被唱成或听成“长城外”。当台湾女作
家席慕蓉的父亲也被女儿纠正时，
他连连说：好可惜！我一直以为是长
城外，以为写的是我们老家……

如果说，这些误读还只是无意
为之的美丽错误，那么，有些误读则
近乎有意的一厢情愿了。

数百年来，武大郎与潘金莲几乎
成了丑陋与淫荡的代名词。而造成这
千古冤案者只因当时一己私念。
治水13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果真如几千年后的黄口小儿一语道
破天机的那样——— 大禹在外……有
另外的家，所以才不回原来的家？

男士们调侃，“什么纯女性聚
会，还不是打着女性聚会的旗号谈
论我们男人。”没办法，多少年的惯
性思维了，哪能说改就改。

不管是贴上浮躁与拥堵的标签，
还是给它不紧与不慢的评价，长久生
活在一座城市，会产生细微的感受，而
一见钟情似的惊艳也恰好试探一下
彼此的契合度。
你读你的，我读我的，只要是快乐

的，误读又怎样？
所以，当十二岁的天天守在一

个很弱智的综艺节目前聚精会神，
被我挖苦太没品位时，他立刻还击：
我还没说你看的那些脑残剧呢！

窗外，春天正迈着进二退一的
步子姗姗走来，你会读出它的乍暖
还寒最难将息，还是雪花与春花共
舞的神奇与美妙？

母亲出生于解放前的一个地主家庭，
上过学堂，知书识礼，十四岁家道中落，饱
受世态炎凉之苦。后来嫁给了我的父亲，成
了一名地地道道的农家妇女，先后生育了
我们姊妹五人。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天天日
出而作，日落而息，晚上还在小煤油灯下不
停地给我们做衣服、鞋袜等针线活。母亲每
天都在忙忙碌碌，除了吩咐我们干一些力
所能及的家务活外，极少有与我们谈心的
机会。也许因为我是母亲最小的女儿，她格
外痛爱的缘故，母亲给过我三句语重心长
的嘱咐，这三句话让我受益至今。

第一次嘱咐是在 1978 年我上小学一
年级时，母亲把一句话工整地写在了我的
课本上：“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不
懂啥叫“人上人”，朦胧中知道母亲是提醒
我勤奋学习。那时，几乎没有家长像现在这
样过度管理孩子的学习，学校上课也不正
规，全凭老师的兴致一段一段地上，一节课
有时一个小时，有时半个小时。课间休息时
间也不固定，只要老师想上课了，就敲响办
公室门口一个用磨坊废旧的钢磨头吊起来
的大钟，只要钟声不响，我们就在校园里疯
狂地跳房子、踢毽子、打石头、抗拐……

有一天，我班一个家境富裕的同学带
来了几本小人书，揣在怀里像宝贝似的炫
耀，谁也不借，要想看必须等量交换。我眼
馋得难受，跑回家央求母亲给我买，母亲
二话没说，立刻用刚刚卖鸡蛋换来的钱给
我买了三本：一本叫《草原英雄小姐妹》、
一本叫《小兵张嘎》，还有一本叫《团圆》，
我如获至宝，同时我在班级中也身价倍
增，用这三本书换了许多小人书看，平生
第一次享受到了精神大餐。

从那以后，我爱上了读书，爱上了学
习，每次拿着大红的奖状回家，母亲的眼
里总是泪光闪闪，抚摸着我的头说：“孩
子，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啊！再使使劲
儿，最好能吃上公家粮。你打小身子骨弱，
如果在这庄户地里干活，晴天一身土，雨
天一身泥的，怎么吃得消啊？”说完这话，
我发现母亲的目光里闪过一丝忧郁，我知
道她一定又想起了自己不堪回首的少年。

第二次嘱咐是在 1989 年我即将走上
工作岗位时，8 月的一天，我要去离家五
里地的一处乡村中学报到，母亲推着自行
车把我送出家门，深邃的目光里满含着喜
悦与期待，在把自行车交还给我时，母亲
说：“孩子，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到了工作
单位，好好听领导的话，好好与同事相处，
好好教育人家的孩子，啊？”我使劲地点了
点头。从此，满怀抱负与锐气的我把“人过
留名，雁过留声”变成了座右铭，当我遇到
困难时、当我情绪低落时、当我取得一点
小成绩沾沾自喜时……我都会想起这句
话，它把我逼到了一个范模里，让我时时
遵守为人师表、因材施教的准则，时时以
百倍的爱心呵护着我的学生，时时反思自
己是否有违背母亲心愿的行为……二十
年过去了，我在母亲期待、关注的目光里
越行越远，越走越高，教学能手、学科带头
人、名师的光环已令我熠熠生辉。

第三次嘱咐是在 1994 年我结婚的前
一天，母亲把我叫到面前，拉着我的手说：
“孩子，如今你要成家，我心中的石头终于
落地了，嫁过去以后，你要恪守妇道，相夫
教子，克勤克俭，收拾家务啊！”听了母亲
的话，我鼻子酸酸的。此时的母亲已经满

头银发，岁月的冰刀在她脸上刻满了沧
桑，那一道道深陷的皱纹哪一道不是为我
们姊妹五人增添的呢？从嫁给我父亲那天
算来已有四十多年的光阴，养大了五个孩
子，娶了两个儿媳妇，嫁了三个女儿，儿子
盖房、买房的一砖一瓦、一分一厘，女儿出
嫁的一针一线、一粥一饭，哪一样不是母
亲和父亲一道熬红了眼睛操劳的呢？勿需
多言，母亲已经用实际行动给女儿做出了
榜样。我想说几句感谢母亲的话，可话到
嘴边又咽了下去，就是到现在也终究没有
说出心底的那个“谢”字来。

母亲的三句话，是一个乡村妇女说的
大实话。其实，我至今也没有成为“人上
人”，但我一直觉得母亲是在教我苦甜的
辩证法，只有肯吃苦，才有向上的人生，才
能赢得尊重；至于“留名”“留声”，那是大
人物的事，而我理解母亲的话，是要我洁
身自好，是要自尊自爱，像鸟爱惜自己的
羽毛；“恪守妇道”有点保守味道，我理解
是要当好自己的角色，做个好儿媳，好妻
子、好母亲。

今年，母亲已经七十六岁高龄，我们
母女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但镂刻在我
心灵深处的那三句话，将滋润我的一生。

妈妈：
北京是你和爸爸读大学的地方，你喜欢

这个城市吗？三十多年前的人民大学，还位
于北京的郊区，现在已经成了这个迅速膨胀
的城市的繁华地段了。三十多年前的大学生
活，你们为了把校园从“二炮”手里“抢”回
来，徒步去天安门游行；你们办文学杂志，会
因为一篇精彩的文章被同学称赞为才子；你
们尽情地享受着教授的激扬和图书馆的宁
静，在毕业时毫无压力地挑选分配的工作。
那时的北京，不会像现在一样拥堵和浮躁。

那时的大学生活，在我的想象中，就像上世纪八
十年代的小说中描述的一样美好，有理想有抱
负，有志同道合的兄弟，有情投意合的恋人，只要
学业成功，就能有金子一样灿烂的未来。

三十年后，是我在北京的大学生活。在那
里，一切都很匆忙，我只有假期回到济南，看
到清澈的泉水和娇艳的荷花，焦虑的心才能
得到安慰。娱乐也是有的，不过电影院里都是
《蝙蝠侠》和《赤壁》，音乐都是流行巨星的演
唱会或者愤青的哀号，剧场演出就是《茶馆》
和德云社。这些东西很和谐很准确，但是让我
很焦虑，所以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个城市。

前几天去索邦大学要申请表，我才见到
我心目中一所大学应该有的样子，那里就像
哈利·波特上学的地方。气派古旧的石头建
筑，高大的门厅和木头的扶梯——— 卢浮宫也
有一样富丽的走廊。穿着制服的警卫高大优
雅，很有伊丽莎白女皇侍卫的派头。推开秘

书处厚重的古董般的木门，一个穿格子西服
的时髦的年轻人从堆满文件的木桌上抬起
头来，他就是秘书。我再次想起了哈利·波
特，这里就像邓布利多校长的魔法办公室，
或者是一个艺术工作室。

我总是容易被漂亮的外表迷惑，但是索
邦不只是有漂亮的外表，它是学习法国语言
和文学的圣地，是中心，是权威。从办公室出
来，我开始向往在这所大学生活，它的附近
有巴黎圣母院，先贤祠，公园和书店，而不是
中关村，购物中心，停车场和居民区。

北京是让我充满乡愁的地方，不是它太
繁华——— 因为更加繁华的巴黎的生活让我
心满意足，也许它只是没有让我喜欢的城市
气质。人喜欢一个城市，必须和自己的气质
相吻合。大抵来说，追逐事业成功满怀抱负
的人偏爱北京和上海，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
喜欢不紧不慢的欧洲。

我年纪还轻，我只是不喜欢拙劣地追逐
时尚的地方。我也不是什么知识分子，但我
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搬上舞台就会莫名兴
奋。上个星期去小剧场里看了莫里哀的《唐
璜》，这是他的戏剧里我最喜欢的一部，听到
自己熟悉的台词被演员念出来的感觉就好
像见到知音一般惬意。

这里的电影院里也会有《阿凡达》，但是
更多的是香奈儿的传记，大仲马的野史，诗
人歌手 Serge Gainzbourg 的风流韵事，放学
后我经常和慧跑去电影院，站在节目单前像

面对美食一样犹豫不决。之前只能在网上下
载的音乐剧《罗密欧与茱丽叶》，我现在可以
在经典的《爱》的旋律响起来时，默契地和大
剧院里几千个观众一起鼓掌，可以用望远镜
仔细地观察演员的每一个表情和眼神，他们
的眼泪和汗水，服装的每一个细节，灯光是怎
样和着音乐的节奏变化，我还可以在谢幕的
时候拥到舞台下面，和演员们相隔几米，给他
们扔玫瑰花，欣赏他们的安可曲和即兴的舞
蹈，喊着罗密欧的名字，看他开心的表情。

楚儿
楚儿：

城市与人一样，各有各的个性与优长。
北京或上海，好像与巴黎不好比，巴黎是世
界的文化之都，巴黎的空气里都漂浮着文化
与艺术气息吧。北京更具政治特色，而上海，
商业色彩浓些。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当
然有属于它们自己的深远的历史与悠久的
文化，只是现在，都在争先恐后地发展经济，
一个发展中的城市，浮躁与喧哗大概必不可
免，文化的底色，也就被表面的喧嚣遮蔽了。

有人调侃说，花 5 个小时吃一顿饭，是
生活。花 5 分钟吃一顿饭，是生存。我想，北
京与巴黎的差别，也是如此吧。

得知你想申请索邦大学，妈妈真的很高
兴。兴趣，是成功的一半。

记得你初中时报过一个新东方的英语
班。第一课回来，你就报道了新闻：新东方的
老师在开课之时，没有讲学英语的重要性，

也没有讲学英语的好办法，而是大加渲染北
京名牌大学校园里绿树成阴鲜花开放，是个
谈恋爱的好地方。

我一听就乐了，新东方的老师真是高，
他们太知道青春期的孩子在幻想什么，用一
个美丽的梦诱惑你。

说不准有很多孩子就是为了到向往的
大学校园里谈场恋爱而考上了大学呢。

你之所以学法语，是不是也是为了一个
梦想？梦想有一天会到巴黎？

那时是高二吧，同学们都在忙着与高考
有关的科目，而你却突然自学起法语来了，
说法语听起来如何动听。说实话，妈妈那时
很着急，法语再好听，高考的统考又不考啊。
或许在那时，你心里已经萌生出一个关于

巴黎的梦想？所以，对法语的学习，是那么自觉
自愿。当你顺利通过小语种的考试，进入大学
的法语专业，妈妈很庆幸支持了你的选择。

前几天翻看了一本有关西蒙·波伏娃的
书，记得这位著名的哲学家曾就读索邦大
学。成立于 13 世纪的索邦，据说还培养了好
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学之大在大师。一
所大学，一定是因为它拥有一批大师、出过
一个个名人而著名，而一个个大师、名人又
给学校叠加着层层的文化与学术厚度。像索
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很多学生的向往。进
入这样的大学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为梦想而努力，宝贝儿，加油！
妈妈

周润发做客央视《艺术人生》，主
持人朱军问他成功的秘诀，他从容道
来：“与太阳保持一样的作息时间。”
他的意思是，白天工作，晚上睡觉，从
不透支体力与时间，过一种慢生活。

慢生活，其实就是像植物一样的生
活。而现代人的生活，绝大部分是像森
林里弱肉强食的动物一样，一辈子都在
奔跑和迁徙，时时刻刻竖起耳朵听着外
面的风声。

一只睡着的鸟，为什么不会从树枝
上滚下来，因为它们睡得越熟，爪子就
会把树枝抓得越紧。现代人的睡眠也好
不到哪儿去，有多少神经紊乱者，在欲
望的大网里，与时间赛跑。

在喧嚣的城市里呆久了，我会悄然
返回到乡间去。望着一只打盹的鸡出
神，倾听着深夜村庄里传来均匀的鼾
声。在村庄，我有一个 8 0 多岁的堂
叔，他牵着牛，慢悠悠地走上山坡，牛
在一旁吃草，他在一旁轻轻地哼起山
歌。堂叔唱了几十年山歌，他根本不需
要听众，他的听众最多是一头牛，一只
羊，他唱山歌的背景没有舞台与灯光，
背景就是山坡上随风起伏的庄稼与草
浪，还有山梁上的蓝天。

堂叔用一种缓慢的语调告诉我，
他没有文化，却记得一年的 2 4 个节
气：立春、雨水、惊蛰……白露、秋
分、寒露、霜降。所以，堂叔几乎不
看日历，只看山坡与田野里的植物与
庄稼，就能准确地感到季节的更替，
嗅到季节里的气息。小满，麦类等作
物的籽粒开始饱满了，芒种，麦类等
有芒作物成熟了，草叶上有霜了，那
是霜降了。

堂叔的话，一语惊醒梦中人，这就
是植物的生活啊。植物们按照它本身的
季节和规律生长与呼吸，一点不牵强附
会，不矫揉造作，不世俗追风，不急于
显山露水。

网络上说，你说的话，做的事，
见的人，其实都是寂寞。我们还是放
慢脚步，像一个“植物人”那样去生
活吧，慢下来，才会找到生活里真正
的幸福。

今年是“三八节”设立一百周年，这一百
年间，说女人的地位、命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
变化不算夸张。比如若干年前，像我们这样平
常人家的小女子，大概没什么机会读书识字，
更别说在报纸上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了。这是
否就说明，作为一名相对温和的女性主义者，
而非更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我对女性在当
前社会中的地位、命运相当满意呢？我还没有
那么乐观，但至少，女士们用一百年的时间，
使建一间精神的闺房这件事成为可能。

就在前几天，听说我要去参加圈子里不
定期的“纯女性聚会”，一位男士就这样调侃
道：“什么纯女性聚会，还不是打着女性聚会
的旗号谈论我们男人。”我得说，这位男士的
看法相当有代表性且大有出处。若干年前，
小资女人的鼻祖张爱玲就曾说过：女人一
生，爱的是男人，恨的是男人，谈论最多的亦
是男人。说来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上天只创
造了男人和女人，并无其他品类可做谈资。
加上当年给关在深宅大院里大门不出二门
不迈的女人，其视野着实有限，长日无聊，不
谈论主宰着他们命运的男人又做什么呢？

那么换成上得厅堂下得厨房，买得起新
房打得过流氓的现代女性，我们该谈论点什
么呢？仔细回忆了女士们聚会时的话题，虽
然从天文到地理，从花边到八卦，从哈根达
斯到哈贝马斯，话题无主题变奏了 N 回，男
人还真不是主旋律，用圈友阿梅的话说就
是，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女朋友才是必需品，
男朋友只是装饰品。你看，当男士只是女性
人生的装饰而非主宰的时候，男士们是否可
以不要再像从前那样臭美，以为女士们一生
就是在谈论他们？

其实我这样大声老气地标榜女士们不再
总是谈论男士，听来听去也不免听出了一些
不自信，就像三八节依然存在一样，男人为何
从来不需要设立一个节日来证明自己的独立
与尊严？那恰恰是因为他们每天都在过节。

所以，依然肩负着把握自己命运、保持
自身尊严重任的女士们，就不要花那么多时
间闲扯了，如果有时间，大可用来读一读女
性一生不可错过的两本书。

第一本我想推荐西蒙·波伏娃的《第二
性》。在这本“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

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书”中，波伏娃首先从
女性群体的角度，阐述了生物学和哲学层面
的妇女观，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
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妇女的处境、权利
与地位的变化。在下卷中，作者又沿着从童年
到老年这条生命发展轨迹，以各类妇女（女性
同性恋者、妓女、恋爱中的女人或情妇、神秘
主义的女人或修女、独立的女人或职业妇女）
为对象，广泛探讨了女性的个体发展史，尤其
是探讨了各个年龄阶段、各种类型女性的生
理、心理及处境的变化，并得出结论说，妇女
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正视她们同男性的自然
差异，同男人建立手足关系。

人们把《第二性》称作女人的圣经。就如
同手捧圣经亦不能完成对人类的救赎一样，
读过《第二性》虽然不能保证女士们能够从这
个依然是男权的世界中被拯救，但至少可以
让我们更了解自己，更能看清周围的现实。

当我们对自己了解得更多的时候，我们
需要读一读伍尔芙，以便在生存之外，为自
己找寻一间精神的闺房。

1929 年，弗吉尼亚·伍尔芙在自己两篇

演讲的基础上，写成了《一间自己的房间》一
书，在这被誉为 19 世纪女权主义最强音的篇
章里，伍尔芙写道：女人要有一间真正属于自
己的屋。在这间有锁的房间里，我们身心独处
不受打扰，也可以随时约会自己想见的客人；
在自己的房间里我们能够随心所欲做自己喜
欢的事情，包括拉上窗帘写作。我们当然知
道，“一间自己的房间”的意义远远大于居所，
它是女性对自我存在价值的认识与觉醒。只
有当她们独立地承担了自己，才真正拥有了
优雅从容地经营自己的心情与生活的可能。
在房价越来越高的今天，一间自己的房间是
否太过奢侈？但伍尔芙谆谆告诫我们：闺房是
女性智力与精神发展的空间。女人的人生是
从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开始的。只有在
这间写着非请勿入的精神闺房内，女士才能
明白，成为你自己比什么都重要。

好啦，知道自己是谁，清楚自己周围的
世界是何等模样，有固定的居所，也有独立
的精神的闺房，能够接受自己就是这样独一
无二的自己，这样的女士，不管她在谈论什
么，我都对她的人生持乐观态度。

苏教版二年级语文课本上有一
篇《大禹治水》的课文，课后我领着
学生们演练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

画外音声情并茂道：“……禹在
外治水 13 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
家门，但他一次也没有进去看一看。
禹的儿子十多岁了，还不知道父亲
是个什么样子。”

扮禹的男孩在假定的家门前来
来回回走了三遍，极其认真地做着一
步一顿、犹豫不决、引颈回望、最后坚
决地掉头离开的动作，而扮演禹之子
的孩子按书上内容规定原本没有多
少戏份儿，他只需在门口玩耍，间或，
漠然地打量一眼或者几眼三过家门
而不入的父亲禹，确切地说，父亲禹在
当年的儿子眼里应该不过是平常的
路人，因为他压根儿不知道那是大名
鼎鼎的禹，更不知道那个人竟然还是
自己至亲至爱的父亲。

而父亲禹虽然没见过自己的儿
子，但人之常情所在，他该猜得出自家
门前那个长相酷似自己的有点儿孤
独和落寞的小儿正是自己的骨肉！可
是，戴着斗笠，裹着蓑衣，扛着铁锹的
禹，几度徘徊后，终于转身离开，挥泪
奔赴治理洪水的前线……

编排这个课本剧的时候，我反复
示范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动作。课文
没有对话，演练时基本上算是哑剧，全
靠眼神、动作表情达意。我都有点儿被
我自己的构思和创意感动了。

谁知最后当堂演练时，突然节
外生枝。“禹”过家门而不入转身离
开时，“禹的儿子”一跃上前，猛地从
背面抱住了“禹”，嘴里喊着：“爸爸，
你是爸爸吗？你为什么不回家？你不

要我们了吗？”
“禹”愣住了——— 老师没有预先

告知这个情节。还好“禹”是个绝顶聪
明的孩子，他从我兴奋且惊喜的目
光中得到鼓励，明白这个时候可以
临场发挥，于是“禹”当机立断回身抱
住了“儿子”：“哦，儿子，我是爸爸。我
工作很忙，治水要紧，我没有时间回
家。我，我怎么会不要你们了呢？”
“13 年啦，你一次也没有回来

过！我出生时你没有回家，妈妈生病
时你没有回家，爷爷奶奶死了你也
没有回家……妈妈说，你在外面又
有了家，是吗？”
“啊？！”这下子，“禹”再机灵也接

不上话了，只好把求助的目光投向我。
稍稍愣怔，我便明白扮演禹之子

的小孩入戏了。这个孩子，父亲早年外
出打工，竟一去不返，至今生死不明。

紧急刹车！我连忙宣布两位同
学演得非常精彩，同时我示意全班
同学热烈鼓掌。我注意到在掌声中
退场的扮演禹之子的孩子装作漫不
经心地悄悄用衣袖擦了擦眼睛……

真是，大禹为什么不回家？治水
13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 他这样
做，从人伦角度出发，值得称颂吗？
治水英雄，功勋赫赫，这个不容置
疑，可是，13 年来，至于，至于连回
次家都顾不上？此举，当真是那个时
代的精神风貌，为民造福一心为公，
忠孝不能两全？还是，还是真如几千
年后的黄口小儿一语道破天机的那
样——— 大禹在外……有另外的家，
所以才不回原来的家？

一时，我困惑不已。

在青银高速公路通车前，每年
回乡探亲，都要走清河县城。当我第
一次经过时，看到“武松公园”的大
门，才知道山东快书中“好汉武二
郎”的故乡在这里。

在《水浒传》、《金瓶梅》中，武松
高大威猛，是个打虎英雄，而其兄武
大郎身不满五尺，相貌丑陋，人称
“三寸丁谷树皮”。找了个漂亮老婆
潘金莲，却是一个伤风败俗，谋害亲
夫的出墙红杏者。

然而，经 CCTV“走遍中国”栏
目记者实地采访，发现在武松兄弟
的故事中，存在着历史与文学的巨
大反差。武大郎与潘金莲均实有其
人。武大郎（武植）是清河县孔宋庄
人，潘金莲则居住在一河之隔的黄
金庄。当地人介绍，1946 年初，武植
墓被掘开，根据出土的武植骨殖推
算，其生前身高至少一米八。其《墓
志铭》曰：“武公讳植，字田岭，童时
谓大郎，暮年尊曰四老，公之夫人潘
氏，名门淑媛。公先祖居晋阳郡，系
殷武丁后裔，后徙清河县孔宋庄定
居。公幼年殁父，与母相依，衣食难
济。公少时聪敏，尤喜诗书，中年举
进士，官拜七品，兴利除弊，清廉公
明。乡民聚万民伞敬之。”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武植根本
不是“三寸丁谷树皮”，也根本不是
卖炊饼的。武植其人不仅中过进士，
官拜七品，且政声清廉，受民拥戴。
其妻潘金莲不仅不是淫荡不羁、毒
杀丈夫的淫妇，而且是一位知书达
理、默默持家的名门淑媛。更为奇
者，真实的武松生活于北宋宣和年
间（公元 1119-1125 年）。而真实的

武植，则在明初永乐年间（公元
14 0 3 -1 4 2 4 年）中过进士。由此计
算，武松比武植长了将近 300 岁，但
在施耐庵笔下，明代的武植竟然成
了宋代的武松之长兄，这真是典型
的岳飞拜张飞，秦琼战关公。

这种错位是如何造成的呢？记
者采访时，有人提供了这样的情节，
武植有一位盟兄弟，家道中落，又不
幸遭遇家火，便求助于时任山东阳
谷县令的武植。他来到阳谷县一住
半月。因武植忙于政务，无暇顾
及，只是来时见了一面。这老兄以
为武植故意避而不见，一气之下返
回清河。一路之上，为泄私愤，他
在树上、墙上写了很多武植的坏
话，还画了很多讥讽武植的图画。
回到家中，只见一座新房已经竣
工。一问妻子才知道，原来武植得
知其遭遇后就派人送来银钱，并帮
着盖好新房。这老兄懊悔不已，急忙
赶回阳谷，把他一路所写所画全部
涂掉。谁知“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
里”，这些东西已被同代的施耐庵写
进了《水浒传》，由是铸成了武大郎
的千古冤案。

这段故事试图在历史与文学的
鸿沟上搭建一座桥梁，其实，这样的
桥梁不搭也罢。作为小说人物的武
大郎与作为历史人物的武大郎，体
现的是历史真实与文学真实的不同
向度。500 多年前的历史恩怨，没有
拨乱反正的现实需要。有人说，《三
国演义》九分真实一分演义，《水浒
传》九分演义一分真实。然而，这并
不影响历史、文学两界的人们在各
自的领域内分享其精神营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