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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在摩登：我的祖父徐志摩
徐志摩的嫡孙徐善曾竭尽全力细致入微地刻画真实的徐志摩形象，即一个

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中国文学和社会进程的诗人形象。徐志摩的抉择，也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社会。他是一位热情洋溢、性格多面、思想矛盾的诗人。
一言以蔽之，他和那个时代一样复杂。

漫
画

漫
话

田
志
仁

徐志摩将别之时，哈代把他带

到自家花园，亲手为他采了一束鲜

花，送给他作为纪念。

辞别哈代之后，徐志摩又造访

了埃克塞特大教堂（Exeter Cathe-

dral）。待回到寓所，他写下了《在哀

克刹脱教堂前》一诗。诗人徐志摩

对着教堂门前的雕像发问：“是谁

负责这离奇的人生？”然而他并没

有得到答案，周遭只有“冷郁郁的

大星”“答我以嘲讽似的迷瞬”；古

旧的教堂早已看厌“这般悲惨的趣

（闹）剧”，缄默无言，只在诗人脚旁

“平添了斑斑的落叶”。

旅欧途中，徐志摩还邀请张幼

仪同游意大利。彼时，张幼仪正在

柏林做幼儿教师，她也想从繁忙的

工作中缓口气，同时排解丧子之

痛。她同意了徐志摩的邀约，然而

这并不意味着两人重归于好。旅

途中并非只有他们孤男寡女，还有

两位英国的朋友全程相伴。

观光途中，徐志摩对翡冷翠一

往情深，后来他曾称，这是他最钟

情的城市。没有了和陆小曼的感

情纠葛，他在翡冷翠这座意大利古

城尽情地写作了著名诗篇《翡冷翠

的一夜》。后来，他的第二部新诗

集就以《翡冷翠的一夜》命名。

张幼仪回忆道，在佛罗伦萨的

日子里，徐志摩的行动又诡异起

来，就如同当初在索斯顿试图掩饰

和林徽因的关系那般，每天早饭

时，他都焦躁不安地等待着胡适从

中国发来的电报。后来张幼仪才

得知，徐志摩是在询问胡适，什么

时候回国才安全。到欧洲五个月

后的一天早晨，徐志摩看着一份电

报说道：“好，我们走吧！”张幼仪

说，胡适告诉徐志摩，陆小曼的丈

夫王庚已经不想要他的命了。徐

志摩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于是

他决定回国。

甫成年时，张幼仪是一个未受

高等教育的年轻新妇，而一番变故

之后，她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成

为一名都市新女性。张幼仪与徐

志摩的离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宗

现代离婚案，正是离婚逼迫着她经

历了与传统女性完全不同的生

活。虽然没有丈夫和家庭的经济

供养，但她以惊人的勇气，独立承

担起单亲母亲的生活重担。

丈夫徐志摩“志在摩登”，百折

不挠，妻子张幼仪则平静地接受了

进步的思想，毫不张扬。他们夫妻

二人一动一静，相映成趣。

最终，张幼仪不仅战胜了人生

的艰难，而且努力提升自我，取得

了卓越成就，成为 20 世纪优秀女

性的典范之一。张幼仪所处的时

代，中国社会风云剧变。张幼仪的

一生都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等方

面的沧桑变化。张幼仪生于 1900

年，她是家中次女，在 12 个孩子中

排行第八。其父为名医，其母也出

身名门。张幼仪三岁时，其母开始

为她缠足。当时，缠足陋习已风行

中国社会数世纪之久。缠足需要

将脚骨勒断后缠紧，裹成象征着阶

级身份和美观精巧的“三寸金莲”，

但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难忍的疼

痛。张幼仪痛得尖声大哭，她的兄

长于心不忍，恳请母亲放过小妹。

就这样，张幼仪免于世世代代残害

女人的陋习，成为家族中第一个不

裹脚的女性，这可谓迈向现代的一

大步。

到了上学的年纪，张幼仪缠着

父母送她去上海的寄宿学校。父

母原本认为女孩子没有必要上学，

但张幼仪辩解道，学校的学费比家

里请先生花的钱还少，家里完全负

担得起，父母也就答应了她的请

求。张幼仪晚年向侄孙女张邦梅

口授了她的个人回忆录《小脚与西

服》，该书英文版于 1996 年出版。

在书中，张幼仪回忆上学时的情景

说：“至于为什么会生起想去上学

的念头，我也不知道。在我母亲的

时代，女孩子只被养在深闺中，大

门不出二门不迈，直到结婚时才能

离开娘家的大门……（那时）女孩

子离家出门读书，简直是不可思议

的事。”

15岁那年，张幼仪不得不离开

学校，应父母之命嫁给了年方二九

的徐志摩。张幼仪很不舍得离开

校园，但孝顺和教育难两全，她最

终还是放弃了学业。事实证明，这

几年的正规教育对她大有裨益。

1922年，徐志摩抛下年仅22岁的张

幼仪和尚在襁褓的儿子离婚后，张

幼仪进入裴斯泰洛齐·贝尔·汉斯

学校学习幼儿教育。在此期间，她

熟练掌握了德语和英语，后来又学

习了日语。

在欧洲独立生活四年之后，张

幼仪回到了中国。不难想象，一个

26 岁的离婚女人在当时的社会上

遭到了怎样的歧视。但她在上海

开办了云裳服装公司，服饰销售极

好。除此之外，她还担任了上海女

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行长，这也是

第一次有女人身居银行高层。她

虽是一个单身女人，却有了自己独

立的事业。 (连载3)

老陈是医院食堂的兼职

厨师。医院不大，就三四十号

人，本来希望老陈一身好手

艺，把食堂办好，解决职工的

后顾之忧，结果，老陈做了好

几年的饭，还是十天有八天把

馒头蒸得发黄，内科医生一看

就说：甲肝传染期。

我们哪里吃得下去，如果

扔在潲水桶里，他会非常生气，

说我们浪费粮食。他不是碱放

多了，就是放少了。如果有一

天，他碰巧蒸一锅又白又香的

馒头，我们就都眉开眼笑，那一

天就像过节。老陈撇撇嘴：“节

当然不是每天都过的。”

老陈除了蒸馒头是死穴

外，其他也还说得过去，中午炒

菜，舍得放油。临近中午，一群

人拿着饭盒围着他炒菜时，他

特别得意，拿着大铁铲，颇有古

代将军金戈铁马的豪气。老

陈把一锅菜炒得喷香，搞得上

班的医生护士都坐不住了，总

是要提前下班，守着老陈和他

锅里的菜望眼欲穿。领导有

意见了，说油和煤用得太多

了，还不准老陈在11点炒菜，

怕影响工作。我们医院实在

太小了，小得做饭时的菜香都

能弥漫到任何角落。老陈一

上班，全医院都军心动摇呀。

我喜欢老陈，是他每天把

烧的煤渣铲出来时，总要悄悄

先告诉我。那些没烧完的煤

炭，我们叫做二煤炭，捡回去，

生炉子时用一点，上火快不说，

还没烟。我捡得又快又准，一

会儿就是大半筲箕，很是得

意。特别是冬天，煤渣铲出来，

还暖和着，捡二煤炭，那真是

惬意的事。我如此痴迷于捡

二煤炭，后来我妈因为我成绩

考差了，吓唬我以后要捡一辈

子二煤炭，我当时也觉得是件

不错的差事。老陈似乎也认同

这一点，看我捡得开心，每次

铲煤渣时，总是第一个告诉

我。等其他小孩赶到，我已经

把大个的都扒拉进筐子里了。

老陈其他时候都公平得

要死，中午打饭，打菜，几十双

眼睛虎视眈眈，老陈绝不手

抖，每片肉都说得清去处。十

年浩劫期间，医院里也时有派

系“斗争”，老陈不管这些，只

专心打饭菜。被批斗的人，批

斗的人，吃饭时还是平等的，

这实在是个本事。

有一年，我家的狗被车撞死

了，老陈说埋了可惜，炒了一锅

青辣椒狗肉，因为是额外的肉，

医院的人都大快朵颐。我们分

了好大一碗，又伤心又垂涎欲

滴。爸爸说还是埋了吧，我们把

那碗狗肉埋在了柑橘树下。大

家都说读书人瞎讲究，肚子吃饱

了才是真理。老陈看见了，却

没说我们浪费粮食。“自家的狗

是吃不下去的。”老陈说。

老陈，面对“原则”，他从

不人云亦云。

渤海湾在我的家乡蔡家

堡村子前面画了一条弧线，正

好接住了东来的风，人们习惯

称这里是东风的下风地，偏东

风掀起的海浪比其它风向的

海浪都要凶猛，对渔业生产影

响很大，所以前辈们留下了许

多跟东风有关的谚语。

周末，我在细雨里带着客

人坐我的旅游船出海，体验渔

家生活，关于东风的谚语成了

最好的解说词。客人登船的

时候是上午 10 点，东北风吹

得船上的那面五星红旗轻松

展开，与夜里就开始的细雨淅

淅沥沥地一起“合唱”。话题

就从这里开始。

渔谚说“东北风下小雨

儿，预备柴火预备水儿”，虽然

现在我们都已搬进楼房用上

燃气灶，不必担心漏雨和备柴

做饭，但谚语告诉我们东北风

带来的小雨短时间内是不会

停下来的。客人问，下雨会对

渔民造成什么影响？我说，不

会有什么影响，渔民就怕刮大

风，而东风是个例外，所以说

“东风不殇海”。

渔谚说“东风六月寒”。

站在凉爽的轻风里，几只在海

面上翱翔的海燕鸣叫，仿佛要

把高尔基的《海燕》演上一遍，

客人们担心暴风雨真的会来

临。我告诉他们，不会有暴风

雨，但风力的转大还是转小就

不好说了。渔谚说“东风不过

晌（午），过晌嗡嗡响”，意思是

当偏东风刮到中午前后时，如

果不蔫下来或改变风向，就会

加大到能刮出风声，那样就会

把海浪抬高，会影响出海安

全。还好，在中午时我们已经

返航，走在河道里，红旗已经

被风刮得哗啦啦响，雨势也有

所加强。

“二十五六，两头不就”，

这句关于潮汐的谚语说的是

农历二十五六时，到了弱潮水

换水头的日子，这样的日子流

速迟缓，最适合打鱼。

有客人指着我的旅游船

上的鬼螃蟹照片，问我这是什

么东西，我告诉他们这是一种

神奇的海洋生物，渔家谚语说

“鬼螃蟹背着贝壳跑，东风小

不了”，过去渔家人发现鬼螃

蟹身上背着贝壳的时候，预示

着将有恶劣天气发生，渤海湾

最恶劣的天气是由偏东风带

来的；能预知东风将临的活物

还有苍蝇，渔家谚语说“船上

苍蝇飞，不日东风吹”，当渔民

们在海上发现许多苍蝇来到

船上时，也预示将会有偏东风

到来，我的前辈们曾根据到来

的苍蝇品种（绿头苍蝇和常

见的麻苍蝇）和数量来判断

风力的大小。

吹着海风，听我讲渔家

谚语，预测天气变化，客人问

我这风和雨什么时候能停下

来。我说，前辈虽然不能像

现在气象预报一样准确预知

天气变化，但他们还是发现了

一些规律，渔家谚语说“东风

上了南，抗网就上船；东风上

了北，刮得活见鬼”，还有一句

“东风不倒，天气不了”。如果

期待天气真正好起来，那就等

偏西风吧，渔谚说“西风不受

东风气”，被压抑的西风反扑

过来时，太阳才会露出灿烂的

笑脸。

当在雨中送走了客人，我

又想起了几句关于东风的谚

语，“露明（清晨）的东风刮破

天”“半夜东风起，明天好天

气”，但不知道属于滨海渔家

的谚语还能流传多久。

那年暑假，我们一家三口约着学校几个同事

一起拼了个团，去喀那斯湖玩，行程有一夜是住

在著名的石油城克拉玛依。

晚上，大家相约去油城中心景区看音乐喷

泉。夜幕降临，河灯初上，伴随着欢快的《克拉玛

依之歌》，水中精灵们踏着音乐的节拍，在水下各

种涌动腾跃飞旋。突然，景区音乐喷泉喷薄而

出，一条银河直上九霄，瞬间点亮了蜿蜒八公里

的克拉玛依河……

23点了，大批观众才陆续散去。人多，需求

量大，出租车便像吐鲁番空运到内地的哈蜜瓜，

紧俏得吓死人。

三叉路口处，我和女儿、先生分别站在三个路

口拦车，过了快二十分钟，我才远远瞧见有辆的士

驶近减速中，我张口吆喝让那二位快过来，突然从

斜刺里蹿出三个人来——同事辛老师的妻子和他

俩闺女，娘仨一头扎进车里，她又向落后两步的辛

老师招手。辛老师看看我，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

出来，他拉开车门，坐在副驾座上，车载着辛老师

一家人疾速驶向远方，我满脸通红地跺了跺脚。

瞧了瞧手机，零点整。西域大地，地广人稀，天

阔云高，头上满天的星斗，远处克拉玛依河还在无

声地流淌。右边路口，闺女半蹲在地下，抱着肩膀，

夜露下来了，新疆的夜晚与白天有近8℃温差。左

边路口，先生的脸始终朝着远方，偶尔回头瞥我们

一眼，眼镜镜片便在路灯惨淡的灯光下，一闪一

闪。8车道的柏油路又宽又直，真像一条通往天山，

抵达天边的天路啊。大地万籁无声，恍惚中，我们

仨好像被整个世界遗弃在这苍凉的土地上。

先生的手机响了，静夜，声音无比清晰——

“辛老师啊，有事么？我们还没回宾馆，打不

到车。”

我撇了撇嘴。

后来，先生的手机每隔20分钟响一次，均是

辛老师的殷殷问询。

我们回到宾馆时已近凌晨1点半了。一位路

过此地去饭店吃饭的陌生人，从过去到过来，均

看见我们家仨人钉在路口上，不落忍，让我们搭

他的车走，说同路。哪里是同路啊，我们一下车，

车就掉头起步，加速驶离了，先生追在后面狂撵

了50米：“钱，钱还没给哩……”

无常如风起，人生不可弃。也许有人会插

队，抄了本属于你的前程；也许会偶遇一辆带你

回家的深夜便车，一个足以慰疗饥肠的深夜食

堂，让你满血复活。其实那些穿别人鞋、走别人

路的主哪能睡得安稳。你在途中踯躅，他在心里

辗转；你到家了，他还在路上。

【
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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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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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陈
人生就像迷宫，用上

辈子找寻入口，用下辈子

找寻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