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燃灯者 
 

 

向芬 

（2016 年第 2 期多友 4 月 5 日至 5 月 4 日） 

 

 

你是多友吗？ 

2014 年 11 月，新闻史学会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川流不息间看到张红军老

师和陈先红老师亲切交谈，我在旁停驻片刻，陈老师突然问我：“你是多友吗？”

我一脸茫然，他们相视一笑，辨识了我的“身份”。 

我回头问绍根，他简单介绍，我才算略知一二。年会上，李金铨老师在台上

主旨发言，我坐在台下“高山仰止”。自此以后，便留意到身边处处是多友，小

兵、彦武、吴麟……当然还有同事姜飞、雷霞。 

2015 年 9月，我邀请小兵参加新闻史青年学术论坛，他从上海给我带了牛津

版《燃灯者》，我将其与大陆版对比着看，并和他讨论赵越胜与辅成先生的忘年

之交，我说：“我也要找到自己的燃灯者。”小兵回道：“李老师或许就是哦。” 

待到新一届“召唤多友”，我迅速发出申请，静候佳音。2015 年 10 月 27 日

收到李老师给我的入选好消息。顿时，“多友”名号加持于我，2015 年 12 月 5

日、2016 年 4 月 2 日两次以“准多友”的身份参加多友们主办的学术会议，融

入到心仪已久的“学术共同体”中，心无芥蒂、畅意直言、互相砥砺精进学术，

同时感受多友间温暖切近、亲密无间的情谊。后来每每回想暖男张红军老师和教

母陈先红老师的“一问”“一笑”，我也俨然心领神会。 

 

一树一树的花开 

在港一月，日程满满，于是时常抽空做些记录，承载人间四月天…… 

2016 年 4月 5 日(星期二)  

从北京出发一路都很顺利，不过从过安检到登机口足足走了一个小时。抵达

香港等了很久的行李，我在机场吃完午餐都近一点了，刚放下碗筷，机场广播发

出警报，嘈杂声中一遍粤语一遍英语再到国语才恍惚听清是火警，让人们尽快找

出口疏散，机场略微有些紧张气氛，我刚好坐在出口不远处，拉上行李就往外走，

坐上出租车时看见消防车呼啸而过。 

香港的车开得风驰电掣，似乎没有限速一说，效率优先吧，就像过马路时那

急促的铛铛声。出租车到九龙塘附近，我首先看到了城市大学的大楼，接着是邵



逸夫媒体创意中心，心下记住大致方位。 

   
（抵达日和离开日，从房间看出去——近处的豪宅和远处的邵逸夫创意媒体中心） 

 

住处在城市大学附近的海棠路海棠轩，是一个基督教青年会的旅店。旁边还

有牡丹路、紫藤路、玫瑰路，都是花名，我喜欢。周围大都是五六层高的房子，

看样子是中产以上的人居住的，闹中取静，典雅安逸的社区。走一程就是和基督

教、新教等相关的学校、机构或是教堂，宗教处处渗透到世俗生活中。 

旅店白天时常在装修，有些噪音，下午和同期多友王蔚、刘斌、张杰一起出

去探探路。很奇怪，这样集中居住的社区，却鲜见餐厅、水果店、便利店等，倒

是有很多公共的运动场，还有一个花墟公园，我笑说：“都没有吃的喝的，运动

完是得发虚（粤语的发虚与花墟同音）”。（补记：后来发现四个探路者第一天就

完全走错了方向。） 

2016 年 4月 6 日(星期三)  

今天主要是参观媒体与传播系，他们演播室、制作间的硬件设施相当精良，

同时聘用了好些来自内地的老师。香港昼夜温差大，感觉时间过得好慢，忙了一

上午一看表才 11点。早上 6点过些就醒来了，不爱犯困。 

 

下午走到了城大后面的南山邨，公屋社区充满尘世的烟火气，从阳台晾晒的

衣服、楼下各种弱势群体的宗教互助会、地面湿漉漉的陈旧菜市场，底层民众的

局促与清苦一览无余，而这些和那典雅安逸的中高档社区仅一街之隔。 



 
（南山村捡木棉花的老太太和跑步的年轻人） 

 

城大校园主楼的确就那么几栋，不过彼此相连倒也便捷。一天到晚就是走啊

走，从住处走到系里将近半小时。还好空气湿润，阳光明媚，温度适宜，嗓子的

毛病好像缓解很多。 

  慢慢融入到一座城市，去感受他的脉搏和心跳…… 

2016 年 4月 9 日(星期六)  

4 月 7 日，欢迎晚宴来了三位以前曾供职央视的人，梁励敏老师、李宇宏老

师在城大教书，还有一位年轻有为的纪录片青年导演范立新。晚宴上总结了几个

关键词——新闻史、北师大、湖北人。李金铨老师总是能让在坐的每一位都感觉

舒服自在，这也是一种修炼，不急不躁、不偏不倚、不傲慢、不逢迎。 

城大周围都熟稔起来，在一个角落看见六四女神的雕塑，雕塑下胡乱堆着一

些布，旁边放着取阅架，遮住了雕塑下方的部分字样，看样子平时女神都是靠边

站的，需要的时候才会被抬出来放到舞台中央。 

周南教授的讲座说自己是精神上的中国人、黄河是我们的根、月是故乡明，

所以他的研究道路历经了美国式、验证式、比较式到中国式。他是西化的市场营

销专业，现在却以老子的道德经来作为阐释的基础，虽然这方面我觉得有些玄，

但他破除美国神话、回归自我的一面倒是令人印象深刻，用他的话说是从仰望明

月到面对镜子。他还哼唱了《故乡的云》，或许类似这样的漂泊者总有丝丝故国

情怀的，正如李零在一次访谈中谈及八九十年代时所说的那些内容。 



 
昨天下午是与李金铨老师启发式的对谈，他谈到：由经验到理论犹如从牛顿

的苹果到地心引力；阅读绕不过去、历久弥新的经典，寻找自己的“宗师”；经

历从实证研究到现象学的转变，关注因果关系和意义的足够性；传播学领域的开

山学者彼时各占山头，如同崇山峻岭，后继学者渐渐化约为丘陵起伏；方法论很

重要，举例式论述一定有问题…… 

2016 年 4月 11 日(星期一) 

昨天一大早出门遇到暴雨如注，但是约定好了时间不便更改，走在雨里，裤

脚、鞋面都湿透了，进到室内和地铁又是浸入骨髓的冷气。 

本来打算爬山，下雨的缘故改去尖东喝早茶，与师母、城大前校长张信钢教

授及太太（以前是图书馆馆长，桐城大家族的后代，伯父是周至柔将军）、张隆

溪教授的太太唐老师一起品茶赋诗。张校长别出心裁，对照着甘肃地图给大家导

读李白的《关山月》，张校长曾以“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为标题撰文，想

来这首古乐府是他的最爱之一。念到“戍客望边色，思归多苦颜”，校长相应提

到了“春日凝妆上翠楼”“悔教夫婿觅封侯”，边塞客与思妇心，唯有诗歌吟诵

才别有意蕴。 

 

香港近日阵雨，如诗般“苍茫云海间”，时而山清水秀，时而云山雾罩，烟

雨空濛。 



傍晚去旺角逛书店，在夸张的喧闹俗世中，隐匿着数家有品质的小书店，序

言、田园、乐文这几家都不错，刚进楼找“序言”时，被走道花花绿绿的广告张

贴给吓到，小电梯上都贴满了，电梯上行到达楼层时会突然一震，走出门又是满

眼杂陈的广告和宣传册，但一走进书店这世界就突然安静下来，看完书到楼下又

会被旺角街头的过度喧嚣硬生生拉入另一个世界。就这样隔一段走几步，上几层

楼换一家书店。直到筋疲力尽，不堪重负。 

 

（书斋的寂静与尘世的喧嚣） 

 

傍晚，经过又一村的社区，楼门大厅透出温暖的光亮，在绿树的影映下，在

这个雨后有些微凉的夜晚，让人特别有家的感觉和想象。一树繁花，白花粉蕊，

飘洒一地。 

 
2016 年 4月 12 日(星期二)  

渠敬东老师谈方法的文章近日热议，今天李老师课上，也谈到同样的问题和

观点，传播学研究变成变项分析的技术活，方法求精，视野偏狭，缺乏共同的目



的和关怀，学术“巴尔干半岛化“。学术研究成为学院内部的嬉戏，丧失公共性。

他提出联系个人经验和社会结构，以历史与全球视野为坐标，并一再推崇米尔斯

的《社会学的想象力》，他说学术新人最好找到一位自己欣赏、认同的学者去研

读和模仿，我心里一闪而过王汎森、萨义德的名字。 

2016 年 4月 16 日(星期六)  

昨天去了香港《大公报》，参观报史馆、资料中心和旗下的国际传媒学院，

大公文汇也合并成传媒集团了。言谈间纸媒生存不易时有流露，对于港人人心的

涣散也不无担忧。报社下设的传媒学院做了一些政府、企业和媒体的培训，希望

打开另一番局面。 

 

 

（已经掉渣的《大公报》旧报纸） 

 

看见报史馆中有黄永玉的介绍，他 1948 年在《大公报》做美术编辑，因为



刚好之前在看老人家的自传体小说《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加上他也是土家族，

心里自然贴近。自传小说中可爱的“狗狗”长大成了大人物、大师，所以他傲视

群雄地叼着烟斗的照片俨然成了报社的金字招牌。这次报社接待活动的名牌是用

他的荷花画设计的，因为喜欢，保留下来。活动结束都三点多了，之后和伙伴们

去铜锣湾附近逛了很久，铜锣湾书店的门仍上着锁。 

（我们都是土家人） 

 

今天上午和港大一位朋友约着见面，她带我们参观港大，港大历史悠久，校

园里总能看到时光的痕迹。港大朋友谈到大陆和香港研究生比例对半，平时都是

截然分开地学习和交往，鲜有交集，即使相互交谈也是用英文。雨伞运动期间有

来自大陆的学生表态理解和支持港生的言行，却反遭港生质疑和排斥。港大依山

而建，回廊连接，蒙蒙细雨，游兴盎然。 

   

下午去了香港历史博物馆，走走停停看看，从小渔村到通商口岸直至沦为殖

民地再到回归祖国，方寸之地浓缩历史变迁，特别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经历了那

么多悲欢离合、苦难艰辛。最后的一段影片是回顾香港故事，落脚到回归后明天

会更好的主题。参观过程中有好几拨小学生参观，我在想这对他们的身份认同和

国家想象是有一定影响的，虽然他们看起来那么懵懂天真。离开祖国他们是谁？

从哪里来呢？ 



（两队人马在博物馆大厅相逢） 

 

短短几日，觉得香港市民化的餐饮业从业人员往往较为冷漠慵懒，没有服务

意识和职业素养，因此给人传递出生活无望的灰暗感。但是想到一衣带水、血浓

于水的骨肉亲情，却又不忍无视和斥责。或许，他们的生活本就如此，多年来工

资水平停滞不前，内地发展却日新月异，他们看不到也得不到喜悦和希望，享受

不到回归的红利。 

晚上有葛兆光教授来港举行的教师内部小型研讨会，形式和言谈都很随意。

活动最后有一个签到环节，我看见上面居然有李欧梵先生的签名，经人一指认都

难以对上号了，昔日英才垂垂老矣。电梯口，我们和他说话，下楼一起照了合影，

他一个人准备坐小巴回家，我和宪阁、王蔚、李莉雀跃地陪他走去车站。他说以

后仍然准备长住香港，但言谈间我总觉得他有些孤清寂寞，或许总以为名家似乎

时刻是被前呼后拥的。与老先生告别，我们几个欢喜地往回走，心想说不定这几

个“追星族”也是老先生今晚心里的一丝温暖。 

 

2016 年 4月 17 日(星期天)  

今天去了长州，坐船从中环出发快一个小时才到，上岸时码头人潮汹涌，商

家林立，不免有些失望。码头的海鲜大餐也乏善可陈，午后天晴，气温骤升，晒

得我晕头转向。在一家甜品店喝了柠檬茶才算缓过神来，悻悻地继续往山上爬，

向海盗张保仔的洞穴进发。翻过山，看见了清澈蔚蓝的大海，顿时神清气爽、精



神百倍，一路不停的喊：“李莉不来太可惜了。” 

沿着海岸徐行，脱了鞋踩水，还有幸遇到鱼儿在浮光跃金的海面五连跳。一

碧万顷，鱼翔浅底，沙鸥翔集，江山如此多娇。 

（“李莉不来太可惜了！”） 

 

近七点回到市内去了一家据说远近闻名的牛腩面晚餐，慕名而来的食客在街

面排了好长的队，期望过高，反觉一般。 

晚上去香港大会堂听了一场“中乐会”（香港的说法），曲目我不是很喜欢，

有点龙凤呈祥、欢庆锣鼓的风格。我欣赏那种激发情感共鸣和画面想象的音乐，

猛然一下锣鼓喧天，我一激灵就出戏了，情绪总是被撕裂开去。主持串场更是出

现极度怪异，中英粤交叉着说（并不是三语互译，而是顺延着往下说），本地人

可能觉得自然不过，我却觉得满场飞花，常常不知所云。 

2016 年 4月 22 日(星期五)  

这两天听课、闲逛、聚餐。19日，我们一起请李老师和师母到小八郑雯的豪

宅一聚，我主厨，荣获“厨神”封号。“小工”齐辉相当给力，但明显对大厨自

吹自擂的自信将信将疑，不停地问东问西，我只好野蛮地与他约定“不该问的不

问，让做啥做啥”！但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忍不住问这问那，我大厨权威消失殆

尽，唯有泪千行，悲叹同是操心的命啊。 

我准备好主菜、水果沙拉，王蔚烤了香甜的红薯，师母带来惊艳的蛋糕，餐

后还有哈根达斯冰淇淋甜点。席间我们用一次性杯子喝红酒被远在上海的“资产

阶级”刘鹏所耻笑，大主编就是火眼金睛！ 



  

 
 

李老师给我们谈起曾与之过从甚密的美国传播学前辈，一些日常生活行止的

闲话几乎让我顿时产生拉近与那些“奠基人”距离的错觉。 

 

抽时间去了九龙寨城公园，只有野蛮生长、底层抗争、鱼龙混杂的零星印迹。

我们晚餐连吃了两家李老师介绍的毗邻的餐厅——泰餐和开封包子，也是创纪录

了。返程的路上在一栋旧楼上赫然发现三层窗台下“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旧迹，

红底金字，九龙寨城曾是底层人民的聚居区，标语的出现似乎宣示着存在的合理。 

今晚月亮很圆，香港的天空窄窄的、低低的，让我突然想念已然夏日的北方

和空阔天空。 



2016 年 4月 23日(星期六)  

昨天上午去中大，“天人合一”设计精妙，一池清水，两树环抱，海天清远。

但据说合一亭的设计者因考核没过，非升即走，离开中大，不过其妙心景致却永

远静静驻留山顶。 

 
韬文老师接待我们一行，还有一位是 07 年我在政大访学时任院长的罗文辉

老师，以及黄懿慧老师。时光荏苒，这些前辈总能“人未老，青山在”。喜欢新

亚书院院歌中的“山严严，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 

 

顺道参观了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一位来自东北的副主任高崎博士介绍了中心

情况，他 1988年即来香港，言辞间充满对中心工作的热情和爱好，1963年中心

建立之时主要功能就是文化冷战的堡垒，所以他叙述之间我时时联想到文化冷战。

随着情势的变化和技术的发展，中心的地位和作用发生根本性改变，但如做当代

中国研究此处的确是便利之所，也是一方清幽之地。 



 

 

2016 年 4月 25 日(星期一)  

昨天的爬山计划又泡汤了，我们只好都怪罪“雨神”宪阁，禁止他再对天气

评头论足。连续三周行山未能成行，李老师说我们要活捉气象员。 

坐双层巴士去西贡码头吃海鲜，途径狮子山，巴士司机开车速度飞快，道路

狭窄，突降暴雨，雨雾升腾，有坐云霄飞车的感觉，还好安然无恙。李老师和师

母健步如飞，走在他们后面感受满满的正能量。 

师母悉心安排，照顾大家。西贡海鲜赏心悦目、物美价廉，“大名鼎鼎”的

张经理服务热情，一改我们在长洲对香港海鲜的恶劣观感。坐在海边大排档看着

游船、汽艇、帆船，一会儿在水帘洞里面就餐，雨雾笼罩；一会儿又出太阳，远

山如黛，倒也别有一番风情。 

之后随大家去了黄大仙庙，后面的庭院别有洞天，绿砖红柱、闲坐竹林。不

过满院子插满了共建和谐的旗帜标语，破坏了古朴的园林情致，有些煞风景。 

小长江，你看什么看？非礼勿视 O(∩_∩)O 

 

2016 年 4月 27 日(星期三) 

下午参观郎世宁的画展，清柔雅致、交光互影，是我中意的风格，特别是花



鸟山水，糅合中西画法、透视的层次感、光线阴影的引入、色彩晕染的层叠……

这次画展是台北故宫博物院主办，用了新媒体手段使得花鸟跃然屏上，骏马奔腾。

圆明园西洋楼也是郎世宁设计，纪录片中还原的园林，亭台楼阁美轮美奂，回京

再去圆明园逛逛，虽然断壁残垣，但感受或许会有不同。 

（画展上超有喜感的萌狮子） 

 

2016 年 4月 29 日(星期五) 

晚上回请城大老师，最近本期多友嗜酒本性开始显露，我似乎也能喝些红酒

了，可能是南方潮湿，需要活血通络，虽然还是一脸绯红，但至少没有头昏目眩

心跳了。不过，李老师明察秋毫，定位我喝酒是不行的，本届“酒神”也当推宪

阁了。 

和李老师分开的时候，他牵起师母的手徐徐而去，昏黄路灯下，弯弯山路上，

那对背影欢欣、甜蜜、恩爱、默契。 

 



2016 年 5月 1 日(星期天) 

昨天去了大屿山观大佛、大澳渔村逛传说中的东方威尼斯，东逛西逛一整天，

回到房间精疲力竭，这也是一月来的常态。 

在中环坐天星小轮去离岛前，在一家茶餐厅吃饭，不一会儿安排了一位老爷

爷在我们对面，他看我和王蔚来自内地，便开始找我们聊天，他介绍自己是孔教

学院院长，同行王蔚很有好奇心地问他问题，过去从商经历啊、怎么捐钱传播孔

教啊、都在哪里讲授啊、和孔子学院又没啥关系啊等等。我礼貌性的回应，因为

老人的国语实在很难懂，组织语言回答问题于他而言似乎也是竭尽全力了。同时

我也不免心想他去全国那么多地方布道如何顺畅交流？会不会是沽名钓誉之人

或是以此牟利之人？总之也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之类的警戒心理。八十三岁老爷

爷很热情，不一会儿他太太和女儿来接他。老爷爷起身买单，执意要帮我们结账，

素昧平生实在不好意思，于是一再言谢，留下老爷爷的联系方式。回来一查，还

真是各种机构的负责人，名头和荣誉一大堆。人生际遇，多有意思，同桌共餐，

萍水相逢，擦肩而过。 

今天买了很多红酒，聚完餐在楼下露天咖啡厅和多友们喝酒闲聊，细雨微风，

难得一次畅聊。我们在楼下等候两拨陪家属出去暴走的李莉和齐辉，晚十点多善

解人意的齐太太背着大背包，领着“大男孩”齐辉幸福抵达；十一点李莉夫妇姗

姗来迟，人困马乏。明天，我们的“老大”刘斌就要先行回京，离情别绪飘散开

来。但同时，因为难以抑制的欢声笑语，不得不一再互相提醒声音小些，以免扰

邻。 

 

2016 年 5月 2 日(星期一) 

大家欢蹦乱跳去了石澳行山，在龙脊山里走了三个小时，李师和师母仍然斗

志昂扬、意气风发，我有些蔫蔫的了，不如师就是不如师。路上和李师聊到了余

也鲁先生和李瞻先生，很多意外的发现。知人论世，纷繁复杂。想起之前李老师

所说的甘老、余纪忠先生，均提供了另一个面向的叙述。 



龙脊山路整体较为平缓，雨后地面有些湿滑，行至山顶云雾缭绕，仿如云中

漫步，海风迎面吹来拨开云雾又带来云雾，想起诗中所言“云中的神啊，雾中的

仙”“是梦境，是仙境？”下山时有些雨点落在脸上，身旁偶尔会有一簇簇竹叶，

伴着穿林打叶声，吟啸且徐行。 

 

中午在石澳街边吃泰餐，体力恢复，随后和王蔚、张杰、宪阁去了海滩，听

惊涛拍岸、看海水明澈，爬上龟山小岛，凭海临风，眺望南海，关山万千重。 

 
 

异代可同调 

临行前一天，我和宪阁作为李老师本期的“亲炙弟子”，赴约聆听教诲。原

以为就是简单餐叙，结果我们进行了长达五个多小时的畅谈。李老师不厌其烦地

回答了我自始至终一遍遍追问的关涉“左右”的问题。对于我请教的未来计划着

手的冷战时期两岸文宣的研究，李老师并没有过多言及细节，而是从书包里拿出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中国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这让我想起李老师课上所



说寻找自己的学术“宗师”，沉下心去阅读、领会、模仿，直至开悟。接过书的

瞬间，感受到老师殷殷的默默的期许（我在心底是这么理解的）。翻开书页，随

处可见老师的读书笔记，纵笔所至、恣意挥洒，我斗胆借书回京复印，籍此留下

老师灵光一闪的妙思，也把点点滴滴的学术墨宝收入囊中。 

 

燃灯者是片语可开悟人的觉者，李老师无疑就是这样身体力行的燃灯者，他

垂范青年，帮我们拂去蒙昧晦暗、驱散虚骄盲目。当我们各自离师自立，即使踯

躅暗夜也能看见一缕光亮总在为我们守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