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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得一以清 人闻多而慧——2016 广州多友行纪实

23期多友王鑫

一书一影一校一园一海一泉一风一雨 天得一以清

多学多思多才多姿多趣多得多遇多驻 人闻多而慧

——题记

人在万米的高空之上，有些东西就变得不重要了，心思和情感也会朝向那些

珍贵且美好的方面。在万米的高空之上，写下了多友相聚的草稿，我相信这段情

感的草稿会在时间中被修改的更加的耐读和饶有滋味，这段难忘的广州之行也会

在深镌在记忆中，留待未来念念不忘。

1.一书一影 多学多思

之前李老师讲起多友聚会让我们心向往之，就决定无论有多少困难，都要风

雨无阻。当收到日程的那一刻，就明白了这是一次注定用心相互交换思想和情感

的聚会——谈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一本学术书，看一场李岗导演的纪录片，完成

一次学术交流和对谈。还有什么比这种形式更能够让多友在貌似毫无压力的状态

下，要静下心里好好的思考和整理一下自己的学术谱系，好好的自省一下学术研

究从哪里开始，朝哪个方向，遇到哪些问题，如何突破这些困境等。在等待去广

州的日子里，但凡有闲的时间都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也问自己是否有一本书之于

自己，就像《社会学的想象力》之于李老师一样。摆在我的案前，有本尼迪克特·安

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尼尔·波兹曼的《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

还有黑格尔的《美学》以及杜威的《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

最后，我选择了曾经写下两万字读书报告的《确定性的寻求》，这是我读博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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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影响颇大的一本书，迄今影响还在。分组讨论期间，多友何志武老师、徐玉

兰老师、乐媛老师、周如南老师、卢家银老师谈的书都是博士读书期间对自己影

响很大的一本书，这说明博士研究阶段成为我们进入学术研究的一个起点。通过

每位多友分享对自己影响深刻的一本书，沿着这个细细的精神理路，一点点溯源，

更清楚彼此间的学术志趣和

旨趣，也更能互通有无，为

自己今后的读书打开一扇

窗。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多友

聚会，在每个多友分享自己

的读书心得的过程中，也更

加的熟悉每一位多友，他们

的气质、表情、风格也一一

的呈现出来，让我更加觉得

每一位多友个体的卓异，以

及整个学术群体的能量和影

响。每位多友讲述影响自己

的一本书，何志武老师深沉

中尽显儒雅、周逵老师敏锐

中透着犀利、路鹏程老师斯

文中不乏幽默、刘兢老师以

小见大四两拨千斤、李莉老师温婉中透着内省的深刻、周如南老师率性且真诚、

卢家银老师严谨中不乏思想的灵动、乐媛老师表述严谨逻辑清晰、刘鹏老师思想

劲道语言从容、徐玉兰老师娓娓道来优雅大方、陈敏见地不凡视角独特、李喜根

老师学养深刻语重心长、邓绍根老师既有魄力之心又有破立之才（以发言为序）。

两个小时的交流，印象深刻，又意犹未尽。其他两位小组组长的总结，又让我们

虽未到场，也能感受到各组成员之间的思想风云。一上午的时间，既有思想之光

芒，又有情感之香气，好似美酒小酌，又如彩虹之初现。这令下午的观影时光更

加充满期待。

李岗导演的《阿罩雾风云》，之前有了解过。这是导演的沥血之作，历时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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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之前李金铨老师也是倾心推荐。近 100 分钟的观影时光，入目入心。台湾之

于我，是教科书中的宝岛，是影视剧中的文艺清新，是新闻报道中的蓝绿熙攘，

也是中华文化中的独特保存。但是，台湾之于我，仍旧是陌生的，她在波云诡绝

的历史中怎样的被政

治和军事所左右，被不

同的政权主导者牺牲

和利用，那里的人们又

是怎样的在大时代的

风云变幻中搁置自己?

尘埃落定，一切归于宁

静，人们该怎样去溯源

那段历史，又怎样去安

放现在的身份?李岗导

演从一个小的切口，以

阿罩雾林家五代人的

选择以及着落，为观众

呈现了生命个体和家

族命运在历史的漩涡

中如何被裹挟，用一个

横切面折射出台湾人

在满清、日据、民国不

同时期的生存和选择。

纪录片中的两个人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林祖密和林献堂两个人，一个是在积极的选择中最后被杀害，

一个是在退藏中行进，最后客死异国。他们都是台湾人中的佼佼者，他们都在努

力让着国家和民族更好，为了保存生生不息家国而努力并牺牲。观影的过程时而

压抑、时而痛心、时而无奈，人在历史和时间中总显得那么的弱小和无力，可是

深处其中，又是充满着力量，或者这如黑格尔说的吧，对手越是强大越能显现自

我的力量。这不仅是一部艺术作品，也是一个台湾导演送给台湾最好的礼物，送



4

给观众的诚意之作。灯亮时分，我们的心中有如许被压抑的东西，做纪录片和做

学术研究一样，都是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如果学术研究缺乏价值维度和

人文关怀，恐怕这样的研究的生命力也是微弱的；我记得导演在自述拍摄历程的

时候，讲到了“真诚比真相更重要”。这句话深深的印在我的心里，这就是导演

的价值观。对于真相的探究是新闻记者也是历史学家要做的事情，但是不同的人

对于一个事件的看法不同，这就使真相成为一个被解释的事实，既然是被解释的

事实，就有可能存在不同的立场，因此真相变得难以企及，也难以言说到底何为

真相。但是，真诚很重要，真诚是实现“有效性沟通”条件，因此，导演的真诚

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对观众的尊重，也是对纪录片本身的尊重。观影的过程也是

建立“理想化沟通情境”的过程，按照哈贝马斯的想法，真诚、合宜与可理解是

非常重要的，这是观众能否接受一部影片的重要条件，如果由此说开去，也可对

当下诸多电影制作和生产做一次很好的反思。

2.一校一园，多才多姿

与李老师和多友的交流，从来都不拘泥于什么形式，行山可以交流、走路可

以交流，哪怕是喧闹的校园走廊，也能坐下来交流，因此，多友的聚会，经常会

在走访历史中思考现实。此行的第一站，就是陆军军官学校，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期间创办的的陆军军官学校，不仅为国民党培养了很多

高级将领，也为共产党培养了很多优秀的指挥人才。黄埔军校中的优秀的中国青

年人，在信仰和道路面前，选择的前提都是为建立理想的国家而努力，虽然道路

不同，但同样值得尊重。很多同学在毕业多年之后，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却仍旧

是同学情深。在历史面前，个体的心情总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当年的校长和教导

主任在各自的党派和政治选择中都有着大批的追随者，胜败自有后人评说。世乱

辈出才俊士，许身家国无悔初，当年的历史已经无法重现，那些年轻人的笑容宛

在，不知道他们当年的信仰和理想是否已然实现？于右任的一副对联虽然代表了

蒋先生的心情，“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但仍是其一生无法兑现心愿，一

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与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如出一辙。看了《阿罩雾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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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之后，再看黄埔军校，历史总比我们想的要复杂和深刻的多。“多二代”中

一些年纪尚小的孩子，还无法理解这个地方对于这个国家曾经意味着什么，甚至

还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做什么的，但是大人们都清楚这所学校里的走出的年轻人，

无论他们的信仰和选择如何，都曾经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奠基。

走出黄埔军校，来到岭南印象园。岭南印象园虽然人工痕迹明显，但是也浓

缩了岭南文化的精髓，皮影戏里还是中国传统的神韵，宗祠文化是乡绅社会的缩

影，高高的门槛无论是想迈出的人还是向迈进的人都是不容易的，走出家庭和进

入一个家族想必都是难的，个体的意志是无法实现的。宗祠两侧的椅子，仿佛坐

着当年一个个德高望重的族人，裁定着家族的大事，守持者家族的规则和纲常。

这种宗祠在北方已经很少见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和江南文化存在着的共通，

那些被贬抑到蛮荒之南的文人官吏，也将文化带入了岭南。苏轼有诗云，日啖荔

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些被流放的大文豪也将中原和江南的文化播种在

了岭南。历史上的一些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原人不断南迁，这也为岭南送去了

文化的福祉，在交汇与融合中，这里保存了较为原汁原味的中原文化，据说粤语

中有很多唐宋时期的古音。这

里的人们也深受海洋环境的影

响，更有探索精神，因此，广

州在中国历史上的有重要位

置，有历史的机缘也是历史的

必然。

坐在岭南印象园临街的一

个咖啡馆，与玉兰姐、陈敏小

坐，手持一把轻扇，饮一杯清

茶，看着街上熙来攘往的人群，

突然间觉得好安静，好像世界

就此停靠。师母和李夫人也在

这里就坐，我们拍照，以留念

这样的一种相遇和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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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海一泉 多趣多得

继承了在城大的课堂学习与行山游学的精髓，多友的会议和讨论从来都是开

放的，这种开放性就体现在多友在日常化的生活和旅途中不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

和交流的契机。旅行的意义并不在于看到多少风景，以看风景作为开始的初衷最

终都会看到自己和他人。一路同行，我们卸掉了人生其他的角色和身份，只有一

个角色，就是多友。作为第一次多友会议和游学的参加者，竟然丝毫没有生疏之

感，仿佛就是一个家庭的兄弟姐妹，之前我们散落在各个地方，如今一一开始回

归，多友成了重要的身份识别系统，一旦被确认，就是如家人和亲人一样的的感

觉。那些在多闻雅集群中的熟悉的名字一个一个鲜活起来，比如优雅美丽的朱丽

丽老师，沉稳大气的佘绍敏老师，爽朗热情的翁玉莲老师，温婉秀气的庄曦老师，

甜美亲切的陈侠老师，漂亮多才的李艳红老师。在下川岛的沙滩上，我们回归了

人与自然最惬意和自由的关系。漫步在夜晚的海滩之上，俗务之事纷纷落下，焰

火、海风、涛声，赤脚，裸心，

在自由自在中生命的姿势得到

了最美的舒展。

李老师对这次 19 位“多二

代”随行，尤其欢喜。每次见到

小朋友，都会清晰准确的叫出出

孩子的名字，除了感动，还在老

师的举止言谈之间感受到那份

平易和尊重，李老师给我们的不

只是学术的给养，还有在最日常

的交流中让我们懂得如何更好

的完善自己。下川岛之行，一路

不乏辛苦，老师和师母始终微

笑，即使遇到了复杂的情况，也

始终保持着从容和优雅，就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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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旅行中，我们见识到了老师和师母那份在岁月中积累的平静的力量。我们可

能因为遇到一些可能出现的状况，表现出了焦虑、急切和不安，可是老师和师母

却从未受到任何影响，随遇而安、自得其乐，李老师和师母给予我们的是心向往

之的人生范本，就在下川岛之行中，这是老师给我们额外上的课。

下川岛的晚宴上，座位与李导夫妇相邻，这让我非常荣幸的能够与李导夫

妇近距离沟通。李导因为在岭南印象园不慎遗失手机，想来里面应该有非常重要

的信息和资料，焦急之心不言而喻。但是，李导夫妇根本没有因此影响他们后续

与我们之间的旅行，席间与我们谈笑风生，令人感动。相比而言，要达到这样的

境界，我们可能还需要走更长的路。李夫人与小女交流甚欢，还把手机里的可爱

的小猫图片和视频与女儿分享。得知与李导夫妇是辽宁老乡，彼此之间更加亲近。

同席之缘，还得李导赠与的记录片和电影的资料，荣幸之至。也在感慨，有些人

注定是要仰视的，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成就，而是与成就相匹配的个人的魅力。

下川岛的海边嬉戏，趣

味丛生，妙不可言。在与自然

的相亲相爱中，孩子还是孩

子，大人也成了孩子。同期多

友玉兰姐姐，与女儿朵朵在水

中嬉戏玩耍，完全是自然率真

的状态，真性情一览无余。同

期的多友刘鹏兄，也对小女非

常喜欢，领着孩子一起戏水捉

蟹，快意十足。人生乐趣的某

一刻或许就在我们与大海的

嬉戏之间，我们抬头仰望星空

的瞬间，我们赤足走在沙滩上

的时刻，我们在黑夜里聆听海

浪声音的空当儿，我们挽着双

臂走在夕阳西下的时分。我想多友相聚的妙处不仅在于多闻相学，还在于我们用

心去结交那份与自然、与人之间的深情，给予我们被日常琐屑生活透支的心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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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足的补充，攒足继续前行的力量。

原本行程中并未安排开平的温泉之旅，但是遇到了据说是“五十年一遇”

的台风，自然不敢怠慢，一路如“避难”一般迅速“逃离”下川岛，去了开平的

一家温泉酒店，这是意想不到的“多得”。多友们纷纷表示，如果不是因为匆忙，

真应该在这里住几天。让生活慢下来，是人们的向往，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从事

学术研究的，忙叨叨的奔跑着前进，没有适当歇脚和沉思，总感觉自己的研究仿

佛是缺了点儿什么？那个“点儿”，或许就是我们对于自己所研究对象的关怀和

情意吧，也或许是对其的价值维度的呈现？有了这样的一个处所，我们就可以停

驻下来，不疾不徐的，慢悠悠的行进。旅行的意义不是从此地到彼地的目的性的

行进，而是在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预料中的不可能，任何临时更改的路线，都会

让行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中往往可以见出刹那而生的美好。温泉

酒店的那一晚，竟然也是颇多变数，就在台风即来的暗夜，暴雨居然有了短暂的

停歇，多友中竟有雅趣者，伴着丝丝细雨泡温泉喝啤酒，这让我想起了东晋名士

王子猷，乘兴而来兴尽而返，只要兴致在，哪怕台风即来。同期多友刘鹏兄，是

颇有雅趣之人，香港之行，自带茶具，空闲之时，煮茶小叙。这次被“困”温泉

酒店，刘鹏兄温茶待多友，窗外风急雨大天地相接，室内杯茶清谈话语有乾坤，

甚是快哉！

“多二代”也因此享受到了停驻的乐趣，孩子们在温泉中一起疯玩儿。有

多友在群里说，再过十年，这些“多二代”会变成什么样子呢？有多友回答：大

学生或者少男少女。看着“多二代”中的甜甜同学、邓子豫同学和呼延同学，让

我想起台湾青春电影《蓝色大门》中有这样的一段台词“我在想，一年后，三年

后，五年后，我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由于你善良、开朗又自在，你应该会更帅

吧。于是我似乎看到多年以后，你站在一扇蓝色的大门前，下午三点的阳光，你

仍有几颗青春痘，你笑着，我跑向你问你好不好，你点点头。”一想到这么美的

少年时，也让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复苏。在这样的“多友行”群体中，有李老师

这种看过世间风云变幻的长者，有举重若轻已成中流砥柱的 F40，也有刚刚而立

之后立家立业的青年骨干，还有十几岁的少年，垂髫的儿童以及怀抱中的不足两

岁的幼儿。大人是朋友，“二代”是朋友，这种生生不息的传承力量，也让“多

友”这个群体更加的紧密和结实。多友之间的情意或许也如海之澎湃辽阔，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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汩汩不息。

4.一风一雨 多遇多驻

一书一影一校一园一海，都是会议日程安排之内的，但是台风和暴雨却是在

意料之外的，而常常是这些生活中的变数，会让我们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李老

师曾经讲起内蒙古的经历和

川西之行的经历，虽然当时

遭遇艰难，但是也为后来的

回忆增加了很多可圈可点的

地方。这次广州之行也是如

此，如果明年再聚，大家的

回忆里一定有“妮妲”的记

忆，因为这场台风，我们的

改了路线，改了行程，也延

误了归期，但是也因为这场

台风，我们有了温泉之旅，

有了在极端天气条件下的相

互鼓励，以及那份“随遇而

安，自得其乐”的心态。暴

雨拍打着玻璃窗，蓝色的闪

电仿佛就在近山之前，虽然

群里不断的直播着台风要来

的各种消息，以及关于行程

的最新动态，但是，大家还是在暴雨狂风中品茗畅谈，孩子们还是在酒店的走廊

和大厅里里玩耍嬉闹，这或许是最好的一种状态吧，无论是台风还是地震，或者

其他的不可抗力，人在自然面前的微笑和从容，才能够显现出人的力量。

这一风一雨，给了此次行程更多的遇见和经历，也让我们在广州有了更多

时间停驻的机会，多友们开玩笑说，想离开广州真的不容易，是广州舍不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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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多友。这场貌似来势汹汹的台风，走的时候竟然无声无息，我们是该庆幸呢，

还是稍显遗憾呢？其实是要感谢这一风一雨，多少年后，当我回想起第一次参加

多友聚会，一定会记得自己三十多年来第一次遇到的台风，虽然没有我想象中狂

风暴雨，以及分分钟要被吹上天的感觉的那种恐怖，但是从全城防范戒备的氛围，

已经体会到了台风的巨大威力。

5.天得一以清 人闻多而慧

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一”与“多”是辩

证的关系，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此次广州多友相聚，以一书一影益多思

多学，以一校一园显多才多姿，以一海一泉生多趣多得，以一风一雨成多遇多驻，

人闻多而慧。我们从事的是和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关的工作，人和社会是共生

的不能被割裂的组成部分，学术

生涯中伴生着我们对于世界的理

解、对社会的认知、对人的关怀

以及对自我的确认，而我们能够

在学术之路上走多远，不仅是作

文的过程，也是不断塑造自己的

过程。李老师和师母，以及李导

夫妇，都在向我们呈现一个长者

和前辈志业为人的范本，我们可

依循而行，走向哪里虽然未知，

但是一定是自我的丰赡和内心的

满盈。一路同行的多友们，每一

个人都展示了他们作为多友的气

质、风度、才学和思想，我想这

大概也是为什么多友之间彼此能

够相惜相赏的原因。一路上，我们谈历史、谈世界、谈人生、谈文化，在卓异的

多友身上，我们欣赏着、学习着。天得一以清，人多闻而慧，能够和多友一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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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上，是我们的缘分也是我们的运气，且行且珍惜。当我们在中大西门下车告别，

和李老师和师母以及各位多友拥别的一刻，泪眼模糊。跃然纸上的是行程中的思

绪，那些行程中的细节都在心里。

感谢李老师和师母一路同行。

感谢城大的 Kitty，沈菲夫妇一路同行。

感谢李导夫妇一路同行。

感谢诸位多友一路同行。

感谢中大“超人”院长张志安老师旗下的会务团队：卢家银老师，陈敏老

师，邓理峰老师，周如南老师，陈楚洁老师，袁梦倩老师以及美女主持李艳红老

师。

特别感谢 23 期多友如数前往，使香港之后第一次聚会得以圆满实现，我们

的发言，我们的茶叙，我们的杯酒，我们江边的欢呼，我们海滩的漫步，我们的

依依惜别，我们的恋恋不舍，都再次以“我们”的符号在多友群体中凸显出来，

李老师的点赞就是对我们最好的鼓励。我写出的和深藏于笔端的，都是你们的懂

得。

最后感谢薪朵小朋友的

爸爸，谢谢他带好女儿，让我

可以与多友团聚而无后顾之

忧。

附：《鹧鸪天·广州多友行》

多友相见几多欢，

亦书亦影情蹁跹。

碧海清泉涤尘事，

风雨来兮若素安。

道别离，几千般，

相逢一笑待明天。

纵使“妮妲”复又还，

自得其乐何惧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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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8.6 中国沈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