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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单车正逐渐成为生活中重要的一

部分。几位交院小伙伴在课余时间针

对共享单车用户体验各抒己见，下面

的文字记载了他们的讨论全过程。共

享单车到底好不好，一起来说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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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ubiubiu：最早接触共享单车是校园里面的小绿和小红，

但骑行体验不太好，开锁太费劲，并且经常失败。虽然它

覆盖了我们校园，但我仍然没有保存 App 一周以上。

戴戴戴：校园小红很多刹车是坏的，或者链条掉了，也得

定点停车。优点是骑行过程中可以随便停几次。

接盘侠：App 做得也不好，取还车费劲，不过这是学生做的，

可以理解。主要原因是没钱，没钱的原因是受众太少，几

个大学的学生没人投资。本来还有时间慢慢改进，可是校

外共享单车发展太快，校园小红的项目几近失败。

尹木：感觉原来就有共享单车的需求，但是可能因为资金

投入和人力需求都很大，所以大范围内只有政府设置的公

共自行车。可是公共自行车只能定点停车，还得办卡。我

之前出门的时候，无数次想骑公共自行车，要刷卡什么的，

嫌麻烦就放弃了。所以摩拜有很大的优势，随停随骑，什

么人都能直接用。摩拜干得不错，自然就有了各种同行出

现跟它竞争。

戴戴戴：公共自行车办好了专门的卡还是很方便的，从校

门口到地铁站就可以选择它，解决了城市出行“最后一公里”

的问题。

接盘侠：有了办卡的限制，公共自行车大多数是本地市民

用的。杭州的公共自行车发展得很好，但是众多游客没有

办法使用。另外，就我骑过的公共自行车来说，车子状态

很不好，估计是政府没有那么多钱追踪维修。

33：其实对于定点停取的公共自行车来说，维护和管理工

作相对来说更加简单。共享单车现在还在投入阶段，很多

是新车，一旦到了后期有大量单车损坏、报废，工作量将

大得不堪设想。另外，许多城市规定人行道一定要超过 3.5m

才可以设桩，公共自行车对于公共资源的占用是有限并且

可控的，而共享单车数量越来越多，占用很多公共资源且

不可控。

接盘侠：这是一个问题，现在大城市里共享单车越来越多，

几乎形成恶性竞争。他们一轮一轮融资，不急成本。只有

政府政策调控才可以遏制这种成灾的势头。

戴戴戴：浪费越来越多。因为可以随便停放，秩序也很乱。

接盘侠：现在几家共享单车的公司谁也不差钱，就看谁先垮掉。

浪费问题对于公司的影响在融资面前是小问题，他们已经不

在乎了。

biubiubiu：我使用共享单车到现在也没有花掉多少钱，因

为经常会搞活动。

尹木 & 接盘侠：没有花过钱。

biubiubiu：企业不在乎通过骑车挣钱，在乎的是你的押金吧。

只要押金在，他们就有钱，就能用钱挣钱。

尹木：所以之前 ofo 提高了押金，99 元变到 199 元。

接盘侠：押金和投入不太成比例。他们融资的钱就是为了花掉，

现在是投资期，挣钱在将来。

33：押金或许可以用来留住用户。比如说，我付了摩拜的押金，

就不太愿意再付一遍 ofo 了。

接盘侠：我也觉得收取押金主要还是为了抢占市场。

尹木：我一般当时用完就退押金，下次要用哪家再付。

biubiubiu：那不会很麻烦吗？

戴戴戴：我觉得他们应该不只靠那一元钱？是不是后面还有

数据处理利益链。比如把经常去房产中介的人的信息提取出

来卖给房地产商。

接盘侠：哈哈，想得好。我觉得现在他们还是投资为主。这

么搞下去，最后就剩一家了，那才是他挣钱的时候。

戴戴戴：万一失败了，损失好大哦 !

尹木：有点像滴滴和 Uber 争霸的时候的意思。那时候一起

的打车业务还有一堆，现在就剩滴滴了。共享单车应该也是

一个路子吧。

接盘侠：对对对，风险大收益也大。滴滴就是成功范例，现

在使用滴滴打车并不便宜。

biubiubiu：现在共享单车还在发展期，感觉再过一年或者

用不了一年问题就会大规模暴露出来。

33：其中，有一个引起网友热议的问题——人为破坏共享单车，

破坏零件、上私锁、破坏二维码等等。网上有很多人说中国

人普遍道德素质差，不适合发展共享单车。

biubiubiu：真的是一棒子打死了所有的中国人。

33：我不同意这种过于绝对的说法。但是如果共享单车的发

展要依靠道德来维持，前景堪忧。或者说，我相信以后会有

一次管理方式的变革。

戴戴戴：对于人为破坏问题，仅仅宣传教育不够的。

biubiubiu：其实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经济飞速发展所带来的

必然矛盾。

接盘侠：国民素质的提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所谓“仓廪实

而知礼节”。我在南京看到的百分之九十的共享单车是好的，

废车子遍地的时候公司和政府都会有办法。

biubiubiu：公司和政府最后肯定能解决这些问题。我骑车

时候就想着真舒服，就怕我已经习惯有它的时候它突然涨价。

接盘侠：普通人不用想太多吧，涨价肯定也在合理范围内，

涨到用不起，他们也黄了。

biubiubiu：不说这些问题，共享单车起码为对我的生活带

来了很多便利。

尹木：所以以后肯定会一直存在的。就像滴滴，虽然不是很

便宜，但是很方便，现在已经离不开了。





再喝一杯山城的奶
文 / 亭亭如盖枇杷树

超一线的北上广深、南京武汉

这些大城，对于一个用几日时间匆

匆一瞥的游人，印象大致是相似

的——繁华街道、整齐布局、方便

交通，街头快步前行的人潮涌动。

快节奏的一线大城散着黑咖啡

的苦香，或如成都像斟悠闲的小酒，

而重庆这座山城三天里给我留下的

印象则是散着麻辣热气的红汤火锅

边上，那一杯可爱得不得了的豆奶，

正如它美艳之暇揉着的温柔亲和。

踏出轻轨站，在重庆的第一眼

是条旧街，路两侧望不到顶的大厦，

和堆满岁月痕迹的老街形成强烈反

差。沿着导航向前，林立高楼下的

一路店铺全摆着空调风扇，阵阵凉

风不时袭来，盛夏闷热的现代化城

市里，走在这条只卖两样家电的旧

街，迈着步子仿佛踱回十年前，牵

着妈妈的手从电器城走过，遇到卖

电风扇的就停下吹一会——明明举

头一片陌生，却温柔熟悉得不像话。

温 柔 之 余 ，重 庆 也 不 愧 “山

城”之名，往往刚还是八百米的目

的地，转眼再看手机就成了六公

里。在这座高低起伏的城市里，一

幢大楼可能十八楼和一楼开门都

是平坦大路，而只追求经纬坐标，

不考虑高度海拔的地图自是常傲

娇得突然失灵，正所谓“条条大

路都重叠，滴滴跨区不认路”。

当然，依山而建的城也拥抱着

傍山而居的重庆土著和由山而生

的交通。在重庆的三天时间，我

走过的楼梯扶梯比行过的路还要

多，连续多段绵长深远通高处的阶

梯随处可见，且不像别处常偎在景

区的山中，这些崎岖的长梯就藏在

市井、居民楼间、街巷路旁，三四

岁的小孩追逐打闹如履平地，拎着

两大袋外卖的小哥步下生风飞驰而

过，也难怪重庆多佳人，爬高上

低视平常，自然都有副好身段。

亚洲最长的皇冠扶梯，国内唯

一的长江索道，有关重庆独一份的

交通特色，这些名头是够响的。

但最吸引我的，仍是别开生面的

新奇与充满生活化的熟悉交织之

美。这座由于不断上上下下的地

形，摩拜小黄骑不进来的城市，最

方便的出行方式大概就是轻轨了。

与地铁类似的车站里，往往两线换

乘要走近一公里，而其间行过的路

常设有便于一览江景夜色的玻璃

壁，或是可直接探身出去的及胸围

栏；更特别的，是行驶的路线——

坐在轻轨车厢中，一会深沉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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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的冬天是真的冷。不会像兜头被浇了一盆凉水，

却仿佛在泳池边湿漉漉坐了很久，会忍不住地瑟缩。

我很久以前就梦想能有一个恒温世界，可以让我不仅

能够拥抱自己，更敢于拥抱世界，而不会担心扑了满怀的

冷风闹肚子。好吧，也许看到这里，你会笑话我的天真。

但这恒久以来的愿望却让我选择成为一个一直比别人高那

么几份热度的人。如果能够拥抱这个世界，那么受一些寒

风，也是没关系的吧。

前段时间我又重温了一下《英雄本色》，那样快意恩

仇的江湖情谊当下已经很少见了。人与人之间不再后背相

抵、互为依仗，而是畏手畏脚、相互保留。正如狄龙和姜

大卫，曾经那么亲密的感情，隔着三十年的辛苦时光往回

看，也仿佛云淡风轻地随手一挥便不复存在。要知道狄龙

和姜大卫是香港电影圈的万年老梗，少年时一同闯荡、一

同成名、同进同退、同片酬，所谓狄不离姜，姜不离狄，

可后来却一朝反目。究竟为何反目，真正的原因也许只有

彼此知晓。从 1976 年起，他们便不再入同一个镜头，甚

至不在同一个地方出现。

1986 年，被邵氏公司辞退，已经沦为过气明星的狄

龙接拍《英雄本色》，凭借豪哥一角，当选金马影帝。祝

捷大会上，姜大卫出现，上前跟他拥抱，狄龙激动之下说

了一句话：我的爱意总是抵消不了愚蠢。短暂和好后两人

拥世
抱界 文/ 

十
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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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形同陌路。这句话实在是说尽了心酸与无奈，我能理

解却不能认同。每个人都有过年少轻狂的时候。我们骄傲，

肆意，自以为无法融入世界，于是我们从不低头，用厚厚

的硬壳包裹住自己。

连对一个人倾心相待的勇气都没有，又怎么敢去拥抱

世界？

“不管我本人多么平庸，我总觉得对你的爱很美”，

不惮以热情和真诚面对他人。也许猜忌和怀疑会令我们产

生隔阂，但我总觉得如果能在保留底线的同时做到坦诚和

信任，一句“你好哇”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含笑说出的。

我们有火，传说是普罗米修斯不忍见人类受苦而以自

由为代价换来。不知道普罗米修斯后来有没有后悔过自己

当初的选择，不过当初的他，应该也是一个决心用自己来

点燃世界的人。不是不可以袖手旁观，毕竟与自己无碍；

不是不可以视若无睹，毕竟代价那么惨烈。可是做不到，

没办法变成一个冷血动物，只好选择用自己的血液来温暖

这个世界。

即使没办法点燃，我可以让这个世界因我而温暖一些。

当温度不断升高，雄雄大火燃起的那一天，还会远吗？

我记得梁遇春有个名号“kiss the fire”——吻火者。

他曾评价徐志摩说“人世的经验好比是一团火，许多人都

是敬鬼神而远之。隔江观火，拿出冷酷的心境去估量一切，

不敢投身到轰轰烈烈的火焰里去，因此过个暗淡的生活，

简直没有一点的光辉，数十年的光阴就在计算怎么样才会

不上当里面消逝去了，结果上了个大当。他却肯亲自吻着

这团生龙活虎般的烈火，火光一照，化腐臭为神奇，遍地

开满了春花。难怪他天天惊异着，难怪他的眼睛跟希腊雕

像的眼睛相似，希腊人的生活就是像他这样吻着人生的火，

歌唱出人生的神奇。”但在我看来，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人。

融入生命的狂潮里写作，生是一团火，死是一堆灰，却仍

在发热发光。

想要温暖这个世界的心情，也和你有关，想到你在这

个世界上生活着，就想要让它一直恒温。如果能处处生红

豆，是不是我的虔诚，已经足够炽热？

如果能够张开双臂拥抱这个世界，那么即使寒冷，又

有什么关系呢？

能够拥抱就别拉扯，我只想给你，我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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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了高考
结束了
文 / 牙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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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高考还有 100 天

老师告诉我：“只有这么点时间了，不着急么？”

离高考还有 33 天

父母安慰我：“抓紧时间，一切尚早还有机会。”

离高考还有 3 天

同学告诫我：“放松心态好好休息！”

离开高考 3 天

他们都说：“接下来三个月是你们人生中最轻松最快乐的时光，”

人生？最轻松？真的这么容易就能体验的人生中最闲暇时光么？

他们还说：“高考很重要，但是也不是那么重要。”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也算默认了这句话。

离开高考 363 天。

一年当中变了好多，我就像在海上航行没有舵的帆船，风吹到哪儿，就到哪儿。风停了，就顺着水流，漫无目

的，一直不停。高考结束后我独自一人去澳洲，在蓝山顶上一杯咖啡、一本小说就有了不失优雅的独处；也有过一

人在地球南端这个巨大孤独大陆上无助狼狈之时。与她去过西双版纳，去到广州，从喜欢一个人，久别相遇之前彻

夜难眠，终归还是回到独自一人。从前那个张牙舞爪的我，变虚弱了，像一条无力的软体动物。

大学里的一年就如外面的一个世纪，大学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的回忆。举着学了 8 年的乐器来到西乐团，学

校西乐团的琴房低语：“每一个节拍，每一个音符，精准才之是尊重音乐的开始，你离完美还远着呢。”我屏住了

呼吸，不堪其言。演出结束后，焦廷标馆的舞台怒斥我为何如此懦弱、无能。我下次演出的安排也被取消了。还有

在学生会、在画室、在社团、在班级，体味的生活又苦又涩，这才能提醒我们世界是多么真实。

有人提起生活就会说，老年人缺少时间，而有更多空间，所以他们喜欢留住时间；年轻人有的是时间，缺少空

间，所以他们更喜欢去体验新事物——去嗅嗅话剧是什么味道，看看世上音乐到底有多少种——就是喜欢去做“无

意义的”事。放开自己的空间吧，有没有意义是留给那些人攀比用的。

我也见到了那些仿佛一辈子都优秀的人，他们能一节课不听却成绩斐然；他们还能提笔即成画，让我为之羡慕、

赞叹又嫉妒，有时变得不想思考、心脏麻痹、不想呼吸。梦中惊醒，冷汗直冒：不愿意改变的又是谁？

当有意刻画自己的纹路，就会发现自己的脆弱，不堪雕琢。毕竟比不知道改变自己有多难的人强一点点，想到

这里，内心的决心也会多一分。

要学会挑战自己的性格缺陷——或许就是懒惰吧。当别人什么都不提，也许是因为你已经到了死亡的边缘，这

时候所有人会冰冷地看着你慢慢挣扎、下沉。当所有人断定你没救了，就会有一位医生上前宣布：“这个人死了。”

其他人便四散而去，不再回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报复仇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放纵他的缺点。

最终的改变不会有一分钟，一秒钟那么快，但肯定比永远要快一点。在未来某一时刻，回首望来，愿你有理性

的大脑和感性的心脏，成为一个有着独立人格的人。

刚刚想着给联系人中所有认识的学妹学弟们发去高考祝福，望他们前程似锦，毫无畏惧，高考结束只是开始，

高考结束后你才会知道自己是多么渺小的一个存在。我喜欢的人曾告诉我一句话：碎裂的心拼起来才会更加坚固，

更加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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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
谈
古
典
音
乐

引子
这几年一直想写篇关于古典音乐

的心得却迟迟没有动笔，所谓仰之弥

高而钻之弥坚，越深入得接触古典，

越明白自己积累太少、理解太浅薄，

于是总不敢把自己的感想写出来。

如今我仍然是古典音乐世界的毛

头小子，只是因为近些时候向我咨询

古典音乐的同学比较多，也有不少朋

友开始走进音乐厅现场感受古典音乐

的魅力，故竭尽全力完成此文。

什么是古典音乐
我从来都不知道如何给古典音乐

下定义，“经典”与“流行”似乎是

一个相对的概念，然而任何音乐都不

可能一出现就被称作“经典”。所以

我们现在所说的 classical music，

在百余年前的社会就是 pop music，

尤其是歌剧，这种古典音乐的最高形

式曾经是风靡整个西方社会的流行文

化，不仅仅是上流社会，中产阶级甚

至较为贫穷的市民都热爱歌剧，与当

下的民谣、摇滚，普及程度上并没有

很大的差距。

当这些优秀的作品被反复演奏、

流传到几十年几百年之后的今天，她

们就被冠以了“经典”之名。我是更

喜欢把 classical music 翻译成“经

典音乐”的，“古典”一词中的“古”，

好像给这种音乐形式带来了陈旧感。

然而既然我们约定俗成地把这些年代

久远的作品称作“古典音乐”，以区

分近期的一些被叫做“经典”的优秀

音乐，那我们也不妨沿用这些称呼。

我们难以判断现今流行的音乐能

否成为一百年后的“古典”，从一个

古典乐迷的角度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也许这就能大略解释什么是古典音

乐。我们现在说的古典音乐，是用传

统非电子的乐器表达人类普世的情

感。一部古典作品所蕴含的情感之丰

富，远远不止于一个人的爱与孤独，

她具有翁贝托·艾柯先生所提出的

“无限清单性”，有着无限发掘的可

能，这恐怕是古典音乐和现在 pop 

music 最大的区别。

古典音乐演出是什么样的
古典演出大概有几种形式：独奏、

合奏、重奏、交响乐团音乐会、芭蕾

舞和歌剧，其中合奏与重奏属于室内

乐，是古典界的“小清新”；交响乐

团通常演奏编制较为庞大的交响乐作

品，此可称作“音乐会”；芭蕾和歌

剧是综合性的艺术形式，通常芭蕾和

歌剧都会由交响乐团伴奏，有情节、

有布景（制作）、有演员（卡司），

芭蕾以演员的舞动推动情节发展，歌

剧通过演唱。

古典演出的现场，礼仪十分重要，

这与流行音乐的表演现场有很大不

同。我们在听流行歌星的演唱会时可

以尽情尖叫，可以跟着歌手放声高歌，

可以尽情宣泄自己的情绪。然而坐在

歌剧院、音乐厅里的观众不仅不能在

演出过程中发出任何的声音，连鼓掌

的时机都要格外注意。有些人因此不

敢于感受古典音乐的现场，生怕自己

的第一次“出丑”，也有人为这些“繁

琐”的礼仪而诟病古典音乐死板、没

有生气，我想在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

古典演出究竟是什么。

聆听一场古典演出的本质是艺术

家们和观众共同实现一种精神追求，

这与流行音乐可能有较大的不同。从

这个层面上讲，一场出色的古典演出

是艺术家和观众共同作用产生的，观

众也是演出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而

古典音乐是一种“专注”的艺术形式，

其中蕴含的热烈、深情与震撼，对于

演奏者和欣赏着来说，都是只有全身

心沉浸音乐的情况下才能感受得到，

所以古典演出的现场一定是让人能够

绝对集中注意力的现场，这是一种

“静”的现场，与流行音乐的“high”

相对，听众的礼仪十分必要。

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说明观演礼仪

的重要性。

首先，从歌剧院或者音乐厅的声

学设计来看，观众席和舞台处在同样

的大共鸣体中，观众在演出过程中的

一声咳嗽、一声喷嚏或者手机掉地的

声响等等，看似微小的声音会传遍整

个大厅，和舞台上的乐器具有同等效

果。这些刺耳的异响对演出的影响是

双向的，一方面严重干扰其他观众欣

赏，另一方面也会让专注在音乐中的

艺术家们分神、破坏演绎中情感的一

贯性和统一性。

其次，一如前面所说的，古典

演出的过程中艺术家和观众在共同

追求一种精神状态，一台演出的成

功 与 否 ，不 在 于 观 众 用 了 多 大 劲

鼓 掌 ，而 在 于 演 出 完 成 后 双 方 的

精 神 感 受 。记 得 去 年 11 月 杨 松 斯

大 师 (Mariss Jansons) 在 东 京 三

得利音乐厅指挥巴伐利亚广播交响

乐 团 (Symphonieorchester des 

Bayerischen Rundfunks) 演奏马勒

第九交响曲之后在休息室失声痛哭，

便是情到深处，当天的演出也是极其

出彩。对古典音乐不太熟悉的朋友可

能觉得不鼓掌就显得不热情，所以只

要音乐停下来的时候就要鼓掌，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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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拂夜奔

引言

自从诗人兰波的“生活在别处”被米兰·昆

德拉弄得人尽皆知，这一理念好像就成了困顿

都市中人们的精神鸦片。人们向往诗与远方，

却又在繁杂燥热的日常生活中昏昏欲睡。所有

通往诗与远方的道路都被倦怠所堵塞，人们抱

怨着生活无趣，无边无际。

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在他卓

越的著作《单向度的人》里曾经谈到，“有趣

像是一个历史阶段，正在被超越。”而我们平

常的阅读，其实每一本书都应该有趣。

王小波先生讲过这样一段话：“当然，中

国人的遭遇和他们是不同的故事。在我们这里，

智慧被超越，变成了‘暖昧不清’；性爱被超

越，变成了‘思无邪’；有趣被超越之后，就

会变成庄严滞重。我们的灵魂将被净化、被提

升，而不是如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淹没在物

欲里。我正等待着有一天，自己能够打开一本

书不再期待它有趣，只期待自己能受到教育。

与此同时，我也想起了《浮士德》里主人公感

到生命离去时所说的话：‘你真美呀，请等一

等！我哀惋正在失去的东西。’”

那么，我们不妨在有趣被超越之前，用它

来游离于现实之外，穿梭于精神所构筑的世界，

在那里攫取罕有的体验。而《红拂夜奔》正是

一本有趣的书。

文 / CC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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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根据史籍记载，虬髯公很爱红沸，但是红拂不爱他。失恋以后他就出国去，当了扶桑的国王。这件事说明想

出国就得赶早，早了可以当国王或者发大财，迟了只能当数学或物理学博士。现在再去，就只能在餐馆里打工了。

不过当扶桑国王对虬髯公可不是件好事，因为他最不喜欢吃鱼，而扶桑的御厨天天给他做生鱼片吃。假如有一顿

他对生鱼的胃口不好，那些御厨马上就很冲动地跑到大殿上来切腹自杀，所以血淋淋的场面总是不能避免，不是

眼前血淋淋，就是嘴里血淋淋。这时候他已经老了，长出了一个鲇鱼嘴，这和他松宽的两颊倒是很相配。我们说

过吧，他是脸上毛孔很粗的黑胖子，很容易出汗。在杨素家里住着时，除了要打小报告之外，他对红拂倒是很好，

很喜欢和她聊天，告诉她有关李靖的事——虬髯公的消息相当灵通，知道李靖闹事的始末，知道他是个数学天才，

甚至知道李靖在酒坊街有一个相好，这说明头头们很信任虬髯公，虬髯公前途无量。本来红拂逃跑了他应该受到

连累，但是头头们很信任他，就不一样了。红拂逃跑以后，杨府只是宣布注销她的乐籍，以后回来永不接纳，仿

佛现在红拂已经后悔了，跪在杨府门前似的。而李靖跑掉以后，衙门里却派了二百五十六个公差到处去抓他，并

且悬赏缉拿。结果总是拿不到，因为洛阳城大着呐。

——节选自《红拂夜奔》

原本的红拂夜奔这则故事中，红

拂乃姓张，江南人氏。因南朝战乱，

随父母流落长安。迫于生计，卖入司

空杨素府中成为歌妓，因喜手执红色

拂尘，被称作红拂女。李靖是一位才子，

文武兼通，生得是风调开爽，器彩韶澈。

后隋朝稳定，他辞乡赴长安，以图施

展抱负，为国效命。李靖至长安后，

拜访司空府。与杨素侃侃而谈之间，

红拂识他英爽之气溢于眉宇之间，又

谈议风生，见解出众，心中大为倾慕。

后红拂夜奔，随李靖往太原前去投奔

李渊父子。

这一风流逸事到了王小波先生笔

下，则被重建和复归。此书序言中有言：

“我写的是内心而不是外形，是神似

而不是形似。”王小波先生以现代人

的眼光去观照历史，用现代化的口吻

来叙述，这使得《红拂夜奔》变得更

加鲜活生动有趣。

在我看来，它区别于其他小说的

固定形态和略微僵化的结构，也没有

注重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故事性。

它更像是王小波先生随意抽着大卷香

烟，倚马千言。他可以上一段还在讲

用小孩子粪便做成的洛阳城墙长满了

常春藤，下一段便谈论流氓用蜜泡过

的老牛皮来替代阿拉伯树胶做的口香

糖，接着又谈在大隋朝坐 taxi 得摸一

摸车夫的脸，看他是真黑人还是鞋油

染的。这便是带有蒙太奇式的画面切

换，试图给我们读者一种“视觉”上

的奇观。就像高中课文里郁达夫那篇

《故都的秋》，我们也很容易联想到

另一位后现代解构主义大师——周星

驰。王小波先生的叙述看似无厘头，

但他其实在那堆“杂乱无章”的文字

中交代了红拂与李靖私奔的前因后果。

我们仍会在愉悦的阅读体验中惊

讶地发现：这本书从不离“有趣”，

小说中的情节无时无刻不在把我们逗

笑，如李靖证明了费马定理之后因为

政府不让发表，就把证明写在画春宫

图的小人书里。他发明了开平方的机

器却被皇上命名为“卫公神机车”，

装备了部队，打死了好多人。有的人

死在根号二下，有的人死在根号三下。

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她（指红拂）

私奔的理由只是追求有趣。”红拂在

司空府无聊到养头发，道听途说李靖

是个有趣的人，便连夜逃出追随李靖，

不顾杨素派出剑客虬髯公的追杀。“追

求有趣”这一理念贯穿始终。

有人读《红拂夜奔》说到：“王

小波先生想表达的是：人类最终追求

的是幸福，而不是那种愁容满面的生

活。发现了世界的无理性和绝对的真

理的并不存在之后，我们所面临的问

题是，作为个体生命该选择一种什么

样的态度来面对这令人绝望的处境？”

我想，正是在这个向度上，王小

波以天马行空般的《红拂夜奔》给出

了他的回答：既然上帝喜欢跟人类开

玩笑，那我们也像费马一样跟这世界

开开玩笑吧，让满面愁容的真理转为

有趣的幽默。



我们生来便是为了攀越
面前有山便爬山
身前是海便渡海

向前走 向前看
远方足够

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如果足够嘹亮才能听见
那不妨鼓且呼让全世界喝彩

无论如何
我拒绝加入沉默的大多数

没有低谷
哪来蓄势待发
没有跌落

从何砥砺前行

Fina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