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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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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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夫妻一场，也算相敬如

宾，虽然离婚了，我们还是朋友。”

王庚在信中还顺便给徐志摩提了

个醒：“你此后对她务必始终如一，

如果你三心二意，给我知道，我定

以激烈手段相对！”

虽说王庚主动退出，但徐志

摩迎娶陆小曼的路上依然绊脚石

不断。

陆小曼的父母依然不赞成他

们结合。陆小曼的母亲还担心，徐

志摩和张幼仪仍然是合法夫妻，女

儿嫁过去做二姨太低人一等，她坚

持要让徐志摩和张幼仪，在国内再

走一遍全部的离婚流程。

无奈之下，徐志摩的父母只

能安排张幼仪回国，以询问她和

徐志摩是否真的离婚了。张幼仪

回忆道，在上海的一家宾馆，她见

到了徐志摩的父母和她的儿子徐

积锴，她注意到徐志摩戴着一个

墨绿色的翡翠戒指，一看就价值不

菲。徐申如问她：“你和志摩真的

离婚了？”待她确认之后，徐志摩的

父母却一脸失望。他们本还寄希

望于张幼仪反悔，让她继续做徐家

媳妇的。

徐志摩的父母和张幼仪终于

谈到了那个事关徐志摩命运的问

题：“你反对志摩和陆小曼在一起

吗？”张幼仪沉默不语，只是摇了摇

头。徐志摩喜得振臂欢呼，然而乐

极生悲，他的翡翠戒指脱手而出，

被甩出了窗外。这枚戒指是陆小

曼送给徐志摩的定情信物。徐志

摩找遍了窗外的整个草坪，都没有

发现戒指的踪影。后来张幼仪说，

她觉这是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姻的

不祥之兆。

眼看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

已成定局，徐志摩的父母也只能答

应，但他们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首

先，婚礼的一切开支，他们一分钱

都不会出，全部由徐志摩自筹；此

外，他们要求必须由梁启超当证婚

人，这算是他给徐家的面子；最后，

徐志摩和陆小曼婚后必须住在硖

石的祖屋。对于这些，徐志摩和陆

小曼都一一同意。

在这一特殊时期，徐志摩在文

学上却取得了空前的成绩。1925

年 8 月，徐志摩出版了他的第一部

新诗集《志摩的诗》，他将西方诗歌

的韵律、音节和主题引入了新诗。

诗集甫经出版即大获赞誉，徐志摩

一时也“诗名鹊起”。同时，他翻译

的泰戈尔、哈代的诗歌，曼斯菲尔

德的小说也获得好评，散文创作也

一帆风顺。他也因此跻身于文化

界的名流之列。

现在，他又即将与自己深爱的

佳人成婚，他的人生、他的理想，似

乎就此起航。

1926 年 8 月，北伐战争正如火

如荼，为庆祝他和陆小曼的订婚，

徐志摩在北京举办了一场豪华派

对。与家庭和社会的诸多压力抗

争多年之后，他们有情人终成眷

属。除了为爱情举杯之外，他们还

要庆祝真爱的见证——他们互诉

衷肠的情书和诗歌，还有忠贞不渝

的日记——很快都会出版。徐志

摩觉得，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伴

侣”。在他看来，陆小曼和他无比

尊敬的曼斯菲尔德的名字里都有

一个“曼”字，冥冥之中，一切自有

天意。徐志摩、陆小曼夫妇举办了

很多次舞会，是啊，他们有太多需

要庆祝的了，然而一次次的舞会很

快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晴雨难定

1926年10月3日，徐志摩和陆

小曼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婚礼。

也许是出于现代礼仪的考量，徐志

摩也邀请张幼仪参加他们的婚礼，

但张幼仪并未应邀，甚至连徐志摩

的父母也没有出席。担任证婚人

的梁启超为这对新婚夫妇致辞，然

而梁启超非但没有祝福这对新人，

还对他们的离经叛道大加抨击。

梁启超在满堂宾客面前声色

俱厉地把他们教训了一番：“徐志

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以至于学

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

败，你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

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

人，我希望从今以后你能恪遵妇

道，检讨自己的个性和行为，离婚

再婚都是你们性格的过失所造成

的，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自误误

人……我希望这是你们两个人这

一辈子最后一次结婚！这就是我

对你们的祝贺！”

次日，在给儿女的家书中，梁

启超提到这桩婚事时说：

青年为感情冲动，不能节制，

任意决破礼防的罗网，其实乃是

自投苦恼的罗网，真是可痛，真是

可怜！徐志摩这个人其实聪明，

我爱他不过，此次看着他陷于灭

顶，还想救他出来，我也有一番苦

心。老朋友们对于他这番举动无

不深恶痛绝，我想他若从此见摈

于社会，固然自作自受，无可怨恨，

但觉得这个人太可惜了，或者竟弄

到自杀。 (连载5)

丝绸之路，在很大程

度 上 也 是“ 面 条 之

路”——以面食为标志的

不同饮食文化的交融之

路。遥想当年，沙漠中的

骆驼队以丝绸、茶叶、香

料和瓷器，开拓了一条沟

通中原、西域乃至欧洲、

非洲国家的经贸之路，满

溢香气的面条，也由葡萄

美酒夜光杯相伴，贯穿起

不同的国度。

面条，堪称第一份全

球性美食。

2002年10月，人们在

青海省民和县喇家新石

器遗址，发现了一个倒扣

着的碗。揭开碗，在碗形

泥土的顶端，躺着一团鲜

黄色的线状物，外表形似

我们今天吃的拉面。经

鉴定，这是小米粉做的面

条。这可是世界上发现

最早的面条！在它存世

1500年后，面条才出现在

丝绸之路的另一端：欧

洲。欧洲人以小麦制品

面包为主食。意大利人

在中世纪开始吃面条。

公元 827 年，一支强盛的

军队从波斯（伊朗）过来，

登陆西西里岛，统治这里

长达200年。伊斯兰面条

于是从中亚带到欧洲。

早期，西西里岛的人们叫

面条为伊特利亚，这便是

现在的意大利面。但也

有一种说法是“面条文

化”通过丝绸之路，由中

国传到阿拉伯，再传到西

西里地区，大约八世纪时

传 遍 意 大 利 和 整 个 欧

洲。意大利将面条本土

化，按照自己的饮食习

惯，配以不同的面酱，使

之成为全球性美食，又传

到世界各国。

瑞士人克里斯多夫·

纳哈特在他的《面食之

书》中则认为，马可·波罗

在兰州待过一整年，是他

把制面技术带回了意大

利。1929年美国期刊《通

心粉杂志》就有报道。

丝绸之路无疑是一条

通商路径，一条由长安通

往大马士革和地中海安提

阿的长廊，由此分出若干

支线，它又是一片容纳多

元文化的空间。在商队歇

息的旅店，来自四面八方

的商人，带来不同的世俗

文化和生活态度。从商

品、观念到食物，在彼此

交往中，必须学会容忍和

接受。他们操着各不相

同的语言，喝葡萄酒和吃

面条，却毫无差别。

面条价廉物美，烹调也

很方便，放进开水里煮熟，

拌入盐和酱汁，转瞬间就

端到手上，且足以果腹。

尤其是面干，能安全保存

半年之久，对于始终风雨

兼程的商旅来说，还有什么

比这更好的选择呢？

日本僧侣圆仁是第

一位游历中国并留下记

叙的外国人。有一个故

事说，公元838年，他从山

东半岛徒步向西，决定去

往唐朝首都长安（今西

安）精进佛法。841 年春

天，他果然在西安得到敕

令，成为有资格弘扬佛法

的人。当高僧用五瓶水

为他灌顶后，他带着供品

登上寺院塔顶。随后去

寺院附近的面店吃了一

碗面。面店提供荞麦、小

米、稻米、绿豆以及各种

各样的山菜面。还有一

种深棕色、软嫩的面条，

主料是小麦面粉，在揉面

时加了醋。

据说，在日本可以考

证到的最早的面条，是在

奈良时代（相当于中国盛

唐时期）。大批遣唐使、派

往中国的留学僧和留学

生，对于日本文化产生了

极大的影响。中国服饰

被引入日本并制度化，也

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镰仓朝（中国处于元代）

禅师道元作为日本特使

访问中国，返回京都时，

他身带两千多卷佛典，顺

便带了乌龙面的食谱。

不仅是西安，还有开

封。当时，阿拉伯商队长

途跋涉穿越丝绸之路来

到开封经商。它享有国

际商贸大都会地位，也有

“面条天堂”的美誉，面条

在这里获得充分舒展才

华的机会。孟元老《东京

梦华录》对此有详尽的记

载。如果说当时的人们

将馒头、包子等蒸熟的面

食称作“蒸饼”，那么下在

汤里煮的面食，比如面

条，便是“汤饼”。有一种

叫“槐叶冷淘”的冷面，是

用槐叶汁和面做成面条，

煮熟后放入凉水中冷却，

吃起来别具风味。杜甫

的诗句这样赞赏道：“入

鼎资过熟，加餐愁欲无。

碧鲜俱照箸，香饭兼苞

芦。经齿冷于雪，劝人投

此珠……”

一碗面条，可以浓香

大辣，可以素淡鲜美；可

以精烹细调，可以速煮快

捞，全凭各人的口味爱好

去创造不同风格。但它

的基本格局不会变，几千

年如一日地保持着。这

是因为，全世界的面条有

共同的根源。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

我被分配到一家国营工厂。

工厂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

事：一位清华大学毕业的学

生，籍贯是浙江金华，刚进厂

没几个月的一个晚上，他拿

了一块布，“胆大包天”地把

工厂宣传板报上的字全部擦

了，然后用粉笔在上面写下

了一封“万言书”，涉及工厂

管理的方方面面，一时轰动。

我进厂的前几年一直住

在集体宿舍里，同室的老工

人眉飞色舞给我描绘那封万

言书：“那字实在漂亮潇洒！

那文采实在是好啊！”

可惜我进厂迟，没有看到

那封传说中的“万言书”。老

工人告诉我，清华生后来辞职

了，回了家乡，是发达了还是

寥落了，从此沓无消息了。

我当时就有一个疑问，工

人们钦佩他的，可能不是这封

“万言书”的本身，而是他初生

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二十多

年前，国企内部等级森严，生

产、经营、管理各个方面自有

一套严密的制度和规范，与

当时社会和政府一起协同运

转。身在国企与身在政府，

大致处在同样一种“场景”，

个人必须服从集体，晋升是

要按层级来的，“人”也很难

张扬个性。一个大学生分配

进了厂，没有五六年，很难进

入管理层。而他振臂一写，冒

全厂之大不韪，“上书”工厂高

层，自然震动全厂“草根”。

虽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而我想到的是，

一个人的位置决定一个人的

视野，从新员工的角度来看，

他刚进入工厂，对工厂所处

的市场环境、管理模式、规章

制度等等了解肯定不深，而

他自己觉得自己能力出众，

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之中，觉

得只要让他来当厂长，他就

可以秒杀所有在任高层，他

是厂里最优秀的，其他人全

是愚蠢的，这样的“革命”式

的态度和认识，恐怕也难以

管理好一个工厂。

因为管理不仅要靠智

商，更要靠情商。

一个靠“万言书”，以如此

出格的方式，非正常地去表达

自己的想法，以期引起高层注

意，情商恐怕也不会高吧。

看到一个真实的故事，这

个故事写在《任正非正传》中。

华为公司新招了一位员

工，名校毕业。刚到公司，这

位新员工就公司的战略经营

问题，给老板任正非写了一

套“万言书”。他以为这封信

能引起老板的注意和重视，

给他一个更快晋升的通道和

机会。但没有想到的是，任

正非在信上批示：“此人如果

有精神病，建议送医院治疗，

如果没病，建议辞退。”

一个没有任何职场历练

和管理经验的新员工，连企

业的历史都没有搞清楚，就

来论断公司的战略和经营问

题，他没把精力放在岗位任

务上，而是忙着给企业高层

提意见，显然有悖华为的强

调执行力的企业文化和主流

价值观。

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经

常会出现这样的人，他们身上

总是充满了负面能量，只要一

闲下来，就会对单位说三道

四，而且说的一无是处，领导

水平太差、同事个个奇葩、薪

水实在太低等等……仿佛整

个单位，就他一个明白人。

事实上一个单位如果管

理或经营出现问题，往往与

他们脱不了干系。因为这类

人很难有执行力，再好的战

略和措施，到了这一层就会

发生“肠阻塞”。

如果纵观那些社会各个

阶层的成功者，你就会发现

一个规律，他们往往不会从

抱怨者中产生，总是那些脚

踏实地，多做少说靠自己的

力量，一点一滴去改变周遭

的人笑到最后。你的智商

高，学历高，能力强，如果在

团队中，你如果不是一位工

作正能量的传播者，没有为

这个团队创造价值，而是不

停制造麻烦，那么还是另谋

高就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