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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上的记忆 
 

朱学勤 

 

我小时候听见火车凄厉的叫喊，就对它有向往。少年人常有离家出

走的梦，有时果然在外溜达一夜。最爱去的地方，是上海的老北站，还

有共和新路上的旱桥。我喜欢趴在栏杆上，看桥下那两条向远方伸展的

铁轨，让南来北往的火车喷出的蒸汽和煤屑扑上我的脸。但是第一次坐

火车的记忆却不愉快，甚至还有些恐怖。九岁时随母亲返乡，在老北站

的昏暗灯光下，几个犯人五花大绑，先是面壁而立，然后被吆喝着上了

我们这节车厢，就坐在我和妈妈的对面，闷闷地不发一语，瞪了我们一

路。“三年自然灾害”留给一个儿童的视觉底色，就是昏暗灯光下的五

花大绑，以及押解人员黑森森的枪口。成年后不幸染上“西方政治思想

史”恶业，七个字，除最后一个，字字犯忌。但是看同行注解“国家”

与“社会”，用英文、法文、德文下成百上千个“注”，中国学者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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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跌跌爬爬，捡拾不已，却也还是按捺不住。有一次在家给研究生上课，

聊起国家税收和黑社会勒索保护费有何差异，竟然发生思维短路，脱口

而出：“什么是国家？合法的黑社会；什么是黑社会？还没有合法化的

国家。”两个外省来的好孩子大吃一惊，赶紧低头，往本子上捣蒜般地

猛记；我自己也吓一跳，情知失言，一不小心把我火车上的童年创伤用

“学理语言”说破了。 

 

一 

 

1966年大串联，我还没有进中学。父亲为了让我“经风雨，见世

面，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毛泽东语），凑了 20块钱，安排我和

邻居一个高中生出去串联。我们是在那一年 11 月 16 日离开家门的。

“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我的革命第一天，是坐市内电车要

买票，到火车站乘火车反而不用买票。车站内人声鼎沸，人潮汹涌澎

湃，一浪接一浪地拍击着破旧的老北站。就像海潮冲击一段已经溃决

的小岸，哪有一个穿铁路制服的人上前阻拦！学生们冲上站台，黄军

装，红袖章，指点着横卧在他们脚下的条条长龙，想上哪一列，就上

哪一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确实比 1949年这个城市的小市民挤在

外滩大楼前轧黄金好看。那时我童心尚未褪尽，小男孩对充满军事色

彩的“八一”圣地比北京还要向往，于是先挤上一列去南昌的客车。

结果发现人太挤，无法立足，只得怏怏下车。此时正好一列长长的闷

罐车在站台另一侧拉着汽笛开进，于是便转身随众人涌入，一屁股坐

了下来，管它向北向南、苏州杭州。车停处，还真是杭州，这就是我

的串联第一站了。 

杭州七日，开始还很自觉，总是在浙大、杭大围着大字报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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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到底熬不住，最后还是去西湖、六和塔探头探脑，参与了“游山

玩水”。大串联岁月，“游山玩水”是个很不好的字眼。后来听我爱

人说，她们当时就比我们革命，在杭州一个多星期，居然不知西湖在

何方，始终守在大学的大字报区，拼着命抄。为此，我很长时间觉得

矮她三分。文革中通常是中学生比大学生“革命”，而女生又比男生

“革命”。几十年后我读到卢森堡名言：“当大街上只剩下最后一个

革命者，这个革命者必定是女性”，女人的虔信与偏执，验之文革，

确实如此。 

一星期后，我们又去挤南下广州的火车。那时从上海方向过来的

49次特快是中午 12点半进站，列车一停，所有的车门、车窗统统关闭。

里面的小将们大概是挤苦了，视外面的小将如虎狼，坚拒不纳，成冷战

状态。双方僵持了好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卧铺车窗开了一条缝，却只伸

出来一个茶缸，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就涌向那条缝，争着给那个茶缸注

水。水一满，茶缸一缩，窗户又要落下，说时迟，那时快，一个北京小

将将一根扁担伸了进去，众人齐声发喊，如撬杠般将窗户缝越撬越大。

但是到一定高度，支点与力点拉开距离，扁担就使不上劲了，双方又成

僵局。塞扁担的红卫兵一看我这个小不点儿，立刻把我高高抱起，像塞

一件小行李一样，将我往那条缝里活活塞了进去。我进去后，立刻返身

抱住那个正在关窗户的人，使出吃奶的劲将他往后拖。如此里应外合，

这节卧铺车厢终于挤进了二、三十个人。火车因此在杭州站晚发一个多

小时。但待列车长鸣，车厢一晃动，大家前仰后合一番，很快又成了红

卫兵战友。刚才恨不得大打出手的“车下派”与“车上派”相互挤插，

逐渐安顿下来。我记得有两个细节很感人。当时坐在下铺座位的是一群

女生 — 上海光明中学的高中生，站在一边的男生就不好意思去挤。她

们见我还是个孩子，站得时间太长，拍拍腿说，“你就轮流坐我们的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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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吧。”那样的单纯爽朗，在今天的中学生中大概只能引起一阵暧昧的

哄笑，但在当时却很平常，谁也没有往其它方面想。头顶上还有两个上

铺，拥挤着一个工人家庭，是内迁支援广州建设去的，拖儿带女，还有

一个老人。底下的红卫兵就相互约定，人家是花钱买卧铺票的，我们没

花钱，再挤，也不能占上面那一家人的铺位。就这样，底下的人站着，

上面的人睡着，两天两夜到广州，大家成了好朋友。文革是万万应该否

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近

年来新左派思想回潮，即可视作报应一端。比如当时的秩序，是失序中

有序，有序中失序，打一口井耐心研究，能养活一大群政治学家、社会

学家、甚至人类学家。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

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

上面一层是唾沫，唾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

“浅”不忍睹。 

广州给我的印象很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前朝建筑？真是一个前

朝的背影，在一片红海洋中很不协调。我们住沙河，到市区必经过一条

“先烈路”，而“先烈路”纪念的并不是江姐、刘胡兰，而是国民党，

如黄花岗 72烈士、19路军将士公墓等。那些建筑的风格也很独特，既

有南国风味，还有明显的西洋风格，两者糅合，不协调，却也不难看。

我对广州的这一早年记忆，后来在美国南方游历时得到印证。那里也是

与北方不一样，到处是纪念南北战争的建筑，而且总与北方说得相反。

从此我对南方这一简单的地理名词有了一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凡地

处南者，有“它者”意蕴，被遮蔽着，却因此而有神秘感，奇奇怪怪的

东西在底下蠕动，温暖暧昧，使人不敢遽断。 

两年一过，老毛变脸，“现在是小将们犯错误的时候了”，一挥手，

把青年学生往乡下撵。那时坐火车就是另一番滋味了。上海有几百万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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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下乡，几乎是哭喊着从母城分娩出一座子城。破旧的老北站，就是这

一喧闹的硕大产房。谁也受不了这样的分娩，何况三、五天就要来一次。

老北站不堪忍受，就把这一光荣任务转移到远在北郊的彭浦货车场。彭

浦货车场空旷，潦草挂几条红色横幅，就算给孩子们送行。送的人多了，

“热烈欢送”这四个字就不用改，只改它下面的地名：今天蒙一块“黑

龙江”，明天蒙一块“云南”，后天再蒙一块“内蒙古”，下个星期如

果又是“黑龙江”，把蒙在它上面的前几个地名拿掉就是了。弄堂里有

一些更小的男孩，肯走路，每次都步行两三个小时去看热闹，回来说：

“先是锣鼓喧天，口号震天，送的人喊，走的人不喊。汽笛一响，火车

一晃，哭声马上响起来，压住了口号。一万个人一起哭，吓死人！”我

那时虽然左，决心到一个当局没有动员的地方去插队，所谓“越是艰险

越向前”，但是听这些孩子说多了，心里也是黯然。等到自己走的那天，

不流泪，却与车站工作人员为细故而大吵一场。我下乡的那个地方离铁

路远，以后每到县城办事，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到火车站去站一会儿，向

着上海方向回望。这种对火车、铁轨的眷恋，我自己也知道不好，说明

扎根农村的决心还不牢靠，回生产队后就不敢对集体户里的革命大姐

说。但是每年到秋后，就会萌动思绪：今年回不回？头一年秋后算账，

共得余粮款 13 元整，不多不少，等于一张从兰考到上海的座铺票。买

了这张票，等于后一年不吃不喝，这就绝了坐火车回去的念想。我后来

听说，1979 年知青刮起回城风，上面的政策之所以让步，一是云南知

青集体请愿搞大了，二是上海知青在北站附近集体卧轨，惊动了国际观

瞻。冥冥之中，似有一报还一报？知青们是敲锣打鼓坐着火车离开生身

城市的，最后争取回城，居然也是排着队，一个一个从容卧倒于火车铁

轨而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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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就是在知青时代，我学会了爬火车、钻火车、跳火车这些荒唐勾当。

先说爬货车。 

河南太穷，兰考更穷。焦裕禄去世后，兰考还是有出门讨饭的习

惯。尤其是到每年的五月，青黄不接，出门要饭是天经地义，相当于

现在所说的“生存权”，联合国也挡不住。我那时还很崇拜毛泽东以

乞丐身份走遍湘江两岸作社会调查，就想随老乡去要一回饭，闯一回

江湖。我联系的那户人家，成份绝对纯正，贫农。他们同意我以家庭

长子的身份一起随行。不料大队支书知道，说什么也不让我走，怕上

面怪罪下来，他承担不起。那户人家走了，但他们留下的要饭经验鼓

励了我：只要有一块脏手巾包住头，穿对襟衫、圆口布鞋，肩上挂个

布褡，作贫下中农状，陇海线、京广线上的货车随你坐，谁也不会拦。

我和集体户另一个成员下决心化装成那个效果，像个偷地雷的模样，

鬼鬼祟祟地出了村。 

从兰考到郑州，确实没有人管，风驰电掣，如入无人之境。但是火

车一停，问题来了。眼看它呜呜叫着到郑州车站，却不停，而是通过，

一直开向郑州大北郊，停靠它自己的到达场，才歇脚。从到达场下车，

往回走，经过编组场，走到出发场，至少有四、五里铁路线，全靠步行。

就在这段步行距离中，我鼻梁上的眼镜出卖了我，哪有戴眼镜的贫下中

农出来要饭的呢？三问两问，铁路职工就问出了我的底细。没有想到的

是，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知青，反而更加同情，带我们去铁路职工食堂

吃饭，白面馒头糊辣汤，在农村两年没有吃过一顿这么好的饭，当然是

狼吞虎咽。饭后摸到出发场，又犯了难。那是全国铁路系统最大的出发

场，有几十股道岔，几十辆火车头升火待发，全停向一个方向，场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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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观，也很迷人，谁知道它们是奔南，还是向北呢？我们俩就在火车肚

子下钻来钻去，张皇失措，就更像偷地雷的样子了。 

这时，一个摇着号子灯像李玉和那样的铁路工人走过来了。他看出

我们的窘境，居然教我们读那些信号灯：原来每一股道岔上都竖着六个

信号灯，两列三行，六盏灯亮出不同的排列，就指示出灯下待命的火车

头出发后，究竟奔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全亏那个“李玉和”说出了“密

电码”，我们终于得救。夜幕下的郑州出发场，铁轨密如蛛网，蓝色信

号灯闪烁不停。我们按图索骥，很快找到了一列马上南下的火车。火车

折向京广线后，要比陇海线上更加生猛，咣咣咣一鼓作气，新郑、长葛、

许昌，一路不停，全是通过，比特快客车还威风。直到天亮，才在漯河

站慢慢停靠下来，大口地喘气，加煤添水。我们正得意，突然听到天桥

上有人惊恐地叫喊：“你们不要命啦？快换地方，换地方！”原来不是

来抓我们的警察，而是一个铁路女职工路过天桥，偶然发现停在天桥下

的这列敞篷车上有两个“乘客”，坐的位置极其危险，才大呼小叫起来。

她在桥上，我们在车上，一时听不清，双方又喊又比划，就像聋子的对

话，半天才弄明白危险所在：这节车满载原木，前头空出一公尺左右的

空挡，我们就坐在那个空挡里，如果火车遇到意外紧急刹车，身后的一

车皮原木控制不住惯性，挣脱捆绑的铁丝冲上来，非把我们撞成两张薄

薄的肉饼不可！真要感谢这个善良的女职工，她首先想到的不是把这两

个“盲流”抓起来，而是指点“盲流”离开险地，另找一节安全地方。

这一来，我们就不是偷地雷的鬼子了，而是相反，像铁道游击队那样，

掂着布包袱，在车厢顶上跨着走，而那个铁路女工，就像芳林嫂那样，

站在天桥上远远指点着我们。每跨一节车皮，我们就回头看一次“芳林

嫂”的手势，张嘴作询问状。终于找到一节装机器的敞篷车，而且是在

机器的后面而不是前面坐好，穿制服的“芳林嫂”才停止手势，放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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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接下来就是豫南信阳地区了。路边逐渐出现了水田，还有骑在水牛

背上的牧童，山也青了，水也绿了。离开南方两年，终于又看到小桥流

水了，我们站立起来，兴奋地向着那些牧童大叫大喊，那些牛背上的孩

子其实听不见，但也挥舞着手臂向我们致意。可惜乐极生悲，火车停靠

湖北第一站 — 广水，我们就被逮住了。 

因为此前碰到的铁路工人都那么善良，祖国山河处处好，贫下中农

个个亲，想当然以为到了湖北也是如此，就大模大样地下车找水龙头洗

脸。不料，广水站的湖北警察正等着我们这些叫花子模样的人，我摇着

毛巾走过去，一下撞个正着。他们是为稍微富庶一些的湖北人民看家护

院的，不让河南的要饭花子进来窜扰，来一个抓一个，来两个抓一双。

地方保护主义其实在文革中就有，相邻两省经济上有差异，自然会生出

些歧视。湖北警察把我们这两个奇形怪状的河南盲流押下来，十分得意，

一个劲地盘问，而且语多不屑。我因为有郑州出发场的经验，也知道一

点湖北人鄙视河南人贫穷的故事，一开始就说明自己身份，不是到湖北

来要饭的难民，而是上海到河南插队的知青，争取坦白从宽。不料他们

怎么也不相信，说国家没有向河南派过上海知青（这也是实情）。于是

双方因上海问题而陷于胶着。说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听不懂也就无从证

明我们的上海原籍；反过来他们又提出很多有关上海的问题，考考我们

是否知道。我今天还记得一个深刻的问题是：崇明岛在上海的哪个方

向？那当然是对答如流，问不出破绽。这些人只得悻悻作罢，但是结尾

留有一个报复：不许我们乘原来的那列货车离境，非要我们掏钱买票坐

下一趟客车到武汉。这一报复的含义不仅仅是逼着我们花去全部盘缠，

上车以后才知道其狠毒用意：两个学生模样的贫下中农，蓬首垢面脏兮

兮，其中一个还戴着眼镜，在客车乘客的奇怪眼神中，真是受够了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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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一辈子对湖北佬没有好印象，就是那次经历造成的。我的一次毛泽

东式浪漫行乞，就是这样流产的。我恨湖北，因为它歧视穷人，是一个

不讨人喜欢的“南方”。民谚：“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诚哉斯

言，信然！ 

后来阅世稍深，才知道中国版图上省籍、甚至县籍歧视的现象还很

多。如有好事者依据白眼之走向，在这块版图上着以不同的歧视色，彩

版一出，必定五彩缤纷。如上海人歧视苏北人，已经闻名海外，却还有

一省之内，如广州人歧视中山县人，则不一定出名。但所有歧视邻省、

邻县的内地高贵者，到了香港，则一律被称为“大陆表叔”，又显得干

净、彻底、利落，一网收尽。而包括香港人在内，中国人一到美国，又

惊呼美国存在种族歧视。所有的中国人据说都被罩在一个无色透明的

“玻璃罩”里，难以升级、提职。“玻璃罩”内，那些在国内歧视同胞

的高等华人，踢腾得最为厉害，民族自尊心最为敏感，反歧视呼声也最

为强烈。似乎只有走到最远处，歧视性荷尔蒙才能在正负两极得以配

平？但也只是两头发泄而已。天尽头，歧视者被歧视，传来一阵阵爱国

主义的悲愤呼喊。我的一个历史学同行，复旦教历史地理的葛健雄教授

听到了，于是戏言：中国人中最爱国的一群，要到国外去寻找，而不是

在国内。这也是诚哉斯言，信然，信然。我想说的是，在这张歧视图上，

我所生活过的河南大概属于负海拔地区。我没有听说他们能歧视谁，却

知道他们不仅被南面的湖北佬歧视，也被东面的山东人、西面的陕西人、

甚至远在边陲的新疆人歧视。他们几乎一屁股坐到底，蹲坐在一个低洼

的盆地里，周围高地山民，不管隶属哪一部落，都能对他们投以白眼。

这当然是因为他们穷，穷困中产生愚昧，以及与愚昧相伴相生的忍耐。 

我们离开兰考到三百里外的巩县当工人，村里的五保户大娘实在想

念，居然发狠心出远门来看望。兰考农民多半没有看到过火车，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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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里开三级干部会，一群生产队小队长看到火车会动，居然在车头手舞

足蹈地大嚷：“噫！这玩意停下来像长虫，不吃不喝，咋会跑咧？”（要

用中原土音念，才能念出效果）。火车被迫停下，酿成一次哭笑不得的

陇海线停车事故。前面说到的那个大队支书，是个“革命先锋”，人民

日报发他的长篇通讯，整版配照片，用的就是这个题目。他和我们集体

户户长去北京参加国庆 20 周年观礼，到了人民大会堂，闹出一次比小

说里陈焕生进城更真实的笑话。河南人的习惯，到哪儿都是蹲着而不是

坐着，到了人民大会堂也是那样，老支书双手抱膝，屁股一撅，就蹲上

了那个神圣的位置。谁知道那个座位是活络可翻的，他还未蹲结实，底

板就翻了过来，把我们的“革命先锋”在人民大会堂夹了个双脚朝天！

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主席台上不知看到这一出喜剧小品没有？多半会很

慈祥地莞尔一笑。我们那个大娘更加孤陋寡闻，一辈子没有离开过土地，

又是小脚，提着一篮鸡蛋还有粉条之类，一拐一拐地怎么坐上火车，不

迷路，居然还能找到我们这个厂，真是一个奇迹。她坐火车是否闹笑话

不得而知，但是到我爱人宿舍头一天，就吓了我一跳。当时我们两个人

在外面给她擀面条，她坐在屋里突然传出惊恐的叫喊：“噫！这屋里咋

还有一个老娘咧？咋也是黑裤子、红袄？！”（也要用中原土音念）。

兰考民俗，老人过 70 要穿红布袄，以辟邪。我闻声奔进屋里，哪里有

第二个老娘，只有她一个人好端端坐在衣橱前！原来衣橱镜子映出她的

身影，可怜她一辈子没有见过能照见全身的镜子，因此也一辈子没有见

过自己的全身，猛一见到，就被自己吓坏了，大呼小叫，惊动了一座楼！

还有年青一代的兰考人，如本地知青，也多半和他们的父母辈一样淳朴，

富于同情。我后来爬火车发展到爬卡车。从县城回来，多半爬一辆卡车

带脚。司机大多会默许，因为这些劳动者的家里多半也会有个把知青在

苦水里扑腾。但也有刻薄者，有一次我爬上一辆运煤车，就碰上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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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司机从反光镜里看到我上车，非停下车来撵我，车一开，我又爬上去，

如此者三，那个司机开始破口大骂。此时车上几个兰考本地的女知青看

不下去，齐声痛哭，骂曰：“人家从上海来俺兰考，离家那么远，父母

又不在，你就欺负人家？你不是人，你是驴，是龟孙，你不得好死！”

除了说不出那唯一的脏字，该骂到的都骂到了，确实很难听。兰考民间

的规矩，其实不是封建，而是很早就有自发的后现代女权主义：男人不

能和女人骂，尤其不能和未出嫁的闺女骂，如果对方开骂，男人只能干

听不回嘴。那个司机被这群小闺女骂得不敢吭声，只能恨恨地爬上驾驶

楼，把车门一摔，开车了事。我还很想念我们本村本庄的回乡知青。他

们有些是兰考县一中、二中的学习尖子，很不容易考上去，要带着红薯

干去上学，学习刻苦，一点不比我们集体户的复旦附中等人差。其中有

一个被老乡叫做“假妞”者，腼腆斯文如大姑娘一样，正好与我们集体

户的革命女生外号“假小子”或什么“铁姑娘”的相反。“假妞”们在

农村的出路，通常是靠每年的招工、招干、参军，那是天边露出的一丝

希望。但是自从来了一个上海集体户，“越是艰险越向前”，而且毛主

席也接见，天边的那一丝希望就堵住了。“9·13”事件后，这个集体

户的扎根思想相继动摇，开始谋取各种回城之道。上面也有意照顾这个

先进集体，有类似的名额下来，总是先让我们走。 

三两年一过，待我们十个人走完，他们的年龄也被耽误了。平日里

我们玩得很好，总有一些小知识分子的共同语言，但是一到集体户有人

上调，他们就怀着复杂的心情，躲得远远的，从不参加送行的行列。那

种幽怨的眼神远远扫来，没人能忍心对视。我后来读到很多老三届忆苦

思甜的文章，还有一些小说、诗歌之类，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他们曾经

堵住过那些农家子弟的出路，似乎知青走得天经地义，农家子弟被堵在

乡村也是天经地义。这种不平等意识，已经潜入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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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没有受到过正视，大概是深入骨髓了。 

一场知青革命，1600 万人下乡，一年 360 日，天天在稀释当地农

家的工分，最后一天临走，还要拿走这家人长子手里的最后一粒“红豆”。

我刚才说中国的版图可以涂上相互歧视的五彩颜色，这时就有点像在这

块版图上再玩一场多米诺骨牌游戏了：先是老毛一挥手，骨牌哗哗地倒

下去，城里的知青先倒；农家子弟本来在原地，可以不倒，竟也被前面

的人挤了倒下去，而且被压在这一圈骨牌的最下一层；沉静片刻，有汽

笛声响起，知青打个骨碌一翻身，几乎所有的骨牌又哗哗地竖立起来；

其间不断出作家、出诗人、出学者，还出各种“话语”，齐声控诉刚刚

倒下去的那段无声岁月；唯独那最后几张骨牌，却沉默着，再也爬不起

来了。老毛爱引李贺诗云，“天若有情天亦老”，天怎么会老呢？只有

人会老。以我之拙笨，始终弄不懂这个伟人的悲天情怀。从李贺到老毛，

天看见过多少人间不公？谁能看见它老了一寸？我至少怀疑，天是看不

见历史运动中的暗层夹缝的，更看不到那些辗转倒卧在暗层夹缝里的阴

魂。1997年，我和爱人、孩子回兰考，庄上的人大多数已经不认识了。

那是在唐寨，却也应了李贺那个时代的唐诗：“乡音未改鬓毛衰，儿童

相逢不相识”。不经意间，已经换了一代人，确实未见天老一分，只是

原来担心的那种逢人都要打招呼的尴尬，或者如贺敬之“几回回梦里回

延安”的矫情，都没有出现，可以松一口气。我们就像三个平平淡淡的

过路人，只是偶尔路过这一叫做唐寨的北方农村，悄悄地东张西望。远

远看到一个人的背影像“假妞”，才敢轻轻走上去试着拍他的肩膀 — 猛

回头，一张胡子拉茬的老脸，几乎贴着我的眼镜喊出一声：“噫，这不

是学勤吗！”将近 30 年过去了，他就跟昨天才分手一样，刹那间就叫

出了我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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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按老乡说法，客车不叫客车，叫票车。因此，混客车就有一个很干

脆的名字：混票。我插队的那个庄子，一个男劳力通常只有两套衣服，

夏天的布衫冬天的袄，脱了布衫就穿袄。天热下河洗澡，把布衫搓洗后

晾在树杈上，人就泡在水里等衣服干，才能上岸。就这么个穷地方，因

为出了焦裕禄，却能接触从上面下来的人，甚至还有国家性质的外事活

动。我生平第一次与外国人坐下来谈，不是在小时候的上海，也不是在

后来的哈佛，而是在兰考，在唐寨：集体户按县委宣传部安排，接待从

开封军用机场过来的老挝飞行员，宣传农村包围城市的毛泽东战略思

想，谈得还很热切，双方都被对方感动。这些飞行员当时被安排在开封

那样的内地机场受训，大概是为了在国际上保密？诸如此类的活动，村

里的老乡也有机会参与，哪怕是站在旁边看，耳濡目染，语言就有变化，

能学会一些与他们自己的乡土生活很不协调的官方词汇。那些一年到头

要吞食几千斤红薯以充饥的穷人嘴，时常会有一些很书面的“话语”，

夹着发黑的薯干飞进飞出。比如，队长吆喝下地干活，偏不叫下地，而

叫“上班”；老乡们认为我们拿一年的余粮款买一张回家的车票太亏，

就向我们传授出门要饭混票车的各种经验，那些歪门邪道还有一句正面

总结，是他们在地头听我们读《人民日报》学来的，就叫：“人民铁路

人民修，人民铁路人民坐！”这就有点穷人生富嘴的黑色幽默了，而且

确实“酷”。 

全中国当时的铁路，大概只有上海的老北站是个死胡同，火车开进

去再倒出来，旅客只能从剪票口进出，混不得。其他地方的车站，都是

两边敞开，在铁路一侧建个候车室，只要有足够耐心，总能避开候车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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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剪票口，从两头的铁轨走到站台上去。因此，进站这一关并不难。难

的是在车上碰上查票，很不好办。到了这种时候，我通常是硬闯，硬着

头皮向着查票员走过去，做餐车回来路过状，这时我鼻梁上的眼镜能帮

一点忙，查票者见是个戴眼镜的，多半不盘问，有时露馅，则补票认罚，

可见贫下中农只教会我勇气，没有教会我智慧。当然，也是我自己智商

不够。以智取胜者，兰考另一个集体户某朋友为最。他有一次要从陇海

线转北京，再转京哈线，去万里之外的黑龙江边陲，看望他在那边插队

的妹妹。当时口袋里只有五块钱，仅够买馒头填肚皮。他的绝招是：穿

上一件军大衣，领子扣好，底下一条绿军裤，遇有险情发生，即端起茶

缸，用一口标准的官话一路说过去：“让一让，让一让”，那查票者见

他的装束，只以为他是一位够级别的部队干部去打开水，怎么会想到军

大衣里面没有军装，更没有红色领章？当然是必恭必敬地“让一让”。

五块钱行万里路，利用的是人民群众爱戴亲人解放军的鱼水之情，真是

万恶之极！他现在已经是某省文艺批评界著名理论家了，笔下文章多半

是先锋符码、边缘写作、私人话语之类，引车卖浆混票者流包括我在内，

只能是瞠目其后，读天书一般。 

河南实在太穷了，混票人越来越多。铁路上也无奈，有时就派人戴

着红袖章在车下堵，抓住后集体罚苦工处理。我到工厂以后，经常要去

郑州借书还书，实在买不起这么多票，于是就把插队时的混车陋习延续

了几年。这个厂所在的巩县离郑州 60 公里，但是家在郑州的知识青年

多，于是通常在周末结伙，借群胆而混车。星期天晚上从市区分散向车

站聚拢回来，不容易召集，但上车后前后招呼，一下子认出几十个弟兄，

同样也成一伙。查票者后来摸出这一区段逃票多，于是总在巩县站未到

之前开始搜索。逃票者也摸索出对付办法，一旦个别查出，就移动脚步

往同行者那儿蹭，最后越蹭越多，挤成一疙瘩，几十个人聚在一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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峙一、两个查票者，双方就能僵持得住。查票者无奈，只能冀望于站台

上的执法人员能在门下堵住他们。看看巩县到了，几十个人发一声喊，

同时发力，打开十几扇窗户，就跟下饺子一样，噼里啪啦往站台上跳，

等到站台上的查票者发现，这些腿脚灵便的小青工早已如鸟兽散，而且

事先说好是往四面八方分散逃窜，查票者追那个是好？几乎每个星期天

的晚上，这个车站都会发生几次“下饺子”事件，事后想来也真壮观。

小青工后来还发明出一种有“高科技”含量的专用工具。他们很快发现，

火车车门钥匙是全国通用的，几乎只有一把：外三角，中心空洞，插进

锁眼，拧住里面的实心三角，向右一扳，全中国的火车车门都能在这时

打开。截一段九毫米直径的钢管，放在车床上，摇动车把，三面夹住往

里一挤，就能夹成一把上好的列车钥匙，就这么简单。以后解决下车出

站的问题，就利索多了：火车停稳后，只要打开背向站台的那一扇车门，

下车抬腿，那才是真正的无人之境！我也有一把这样的“高科技”产品，

陪我度过了好几年插队后的生涯。在我成了所谓“绅士”，有了所谓“身

份感”，再也不好意思混车之后，它还在我的钥匙圈上晃了好几年。好

像还带回了上海？按照老乡们的说法，“参加国家干部”了，当了一段

劳什子部队院校的教官，才慢慢地“解甲归田”，不知把它淡忘在那个

犄角旮旯里了。 

我和那位五块钱行万里路的文学仁兄，是考研究生考出河南的。他

考文学，我考历史，因为没有大学学历，以自学资格参考，就要多受一

点歧视。连考三年，每次都有不公平事发生。到第四年，我只能说“年

年难考年年考”，垂头丧气。他的牢骚则能翻出新词，引赵朴初哭三尼

的名句自况：“我为你勤傍妆台，再把风流卖”。可见学文学者之灵气，

屡战屡败，却照样潇洒飘逸。那一年是我发毒誓最后一次“傍妆台，卖

风流”，果然就有一段小故事发生：我们住在巩县，考场设开封，相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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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百里，正应了豫剧戏文里的那句俗词：汴京赶考。只是没有驿站，也

没有公车，非得在头一天半夜起早，去赶现代化三等火车。那车厢里空

气恶浊，每一口都是别人呼吸过的，熏得人头昏脑涨，一下车，就已失

去考前最佳状态。那一天，我是在开封车站广场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坐

下后，头朝外，口中念念有词背外语，神智已经不太清醒。车开不久，

突听一句开封口音：“老哥，看看丢啥不丢？”不看犹罢，一看大惊失

色：我那时穿的是蓝色涤卡中山装，上衣口袋已经解开；口袋里放着的

一个信封，也已拆开；里面装的不是钱，却是比钱更重要的准考证；那

准考证露出半截，显然是被人拉出来看过，再插还进去，居然就扔在了

我的膝盖上！再抬头看去，有三个小伙子大概是随我一起下火车，再上

公共汽车的，此时围着我，也穿着那种军大衣，大衣撑开，以挡住周围

人的视线；为首者朝我得意地笑着，以目示意，正在催我看看信封里“丢

啥不丢”。这一下我完全清醒了过来！这是“贼”，在火车上就瞄上了

我，到汽车上才得手；得手后发现是一张准考证，本可以下车一揉再一

扔，回头一想，却不忍心坏了我书生前程，而是掷还失主；甚至不怕他

高喊“抓贼”，还要提醒这个失主看看，要当场“验明正身”！这一起

承转合，大概只有一分钟时间可供完成：他们是怎样得手的呢？得手后

又是怎样交换眼色达成默契，再来一场盗亦有道的古风小品呢？幸亏我

那时年青，虽然一时还来不及想明白，但毕竟不像现在那样容易失言。

如果我冒冒失失地喊一声“抓贼啊”，那可真是煞了风景，把我后几

十年的知识分子脸面都丢尽了。我终于憋住了那一声喊，抬头抱以同

样微笑：“没丢，啥都不缺！”。双方配合默契，共同完成了一出颇

有古风的现代小品。演出结束，窃贼体面下场，为首者打一个清脆的

响指，三人鱼贯下车，军大衣一飘，一会就没了踪影，那才是真正的

身姿飘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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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我有一段在美国旅行，也是偏爱火车，不爱坐长途“灰狗”。

当然不可能再爬车混票了，只是因为火车一动，能拉动往昔记忆。

Amtrack当然好，乘客少，座位大，空气洁净。尤其那盥洗室宽大无比，

就像从飞机上搬下来再放大一倍，可供轮椅转圈出入，里面香水、手纸、

还有坐便器上的垫圈纸，应有尽有，绝无可能闻到当年汴京道上厕所里

的中国味。最绝的是在窗口下座位边，都有一个交流电插口。绅士淑女

们上车坐定，插上手提电脑，飞快地敲起键盘，纤指翻飞，如弹钢琴一

样好看。我没出息，上了这样的火车，也还勾起在中国的记忆，而且挥

之不去。上面这些很不绅士的回忆，少年时代的种种荒唐，就是在美国

的火车上一点一点想起来，倚着窗口敲电脑零散记下的。我自然想念开

封车站上来的那个年青人，17 年前的那场考试，三天考五场，如有神

助，是他帮助我考出了河南，考出了底层生涯的曲折坎坷。他是我命运

转折线上的一个亮点，我能称他为“贼”吗？但在中国的字典里，却找

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字眼。 

 
 

电脑垫着我的膝盖，膝盖上还留着 20前在中国跳火车留下的伤疤。

那是一次在行进中的货车上，前面的火车司机说好，通过巩县车站时，

减速一分钟，好让我往巩县车站的站台上跳。扑通一声，我还是栽倒在

道轨旁的煤渣上，双膝跪倒，鲜血迸流，拔起腿来，还得往站台外飞跑。

这就在膝盖上留下三点小煤渣，镶嵌在那块皮肤里，呈透明状，绝好的

三点式前现代标志，也是一个纪念。它们总在提醒我：别装蒜啦，老伙

计。且忘了下一站是耶鲁，是普林斯顿，先写写你的中国底细吧；国家

是白的，另一块是黑的，而你只是从它们中间的灰色地带走出来的；就

写那五花大绑，就写那三寸钥匙，写你那打开信封、又掷还失主的开封

“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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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留在我皮肤下的文字。而在我开头所说的那个恶业里，以老

黑格尔说过的一句话最令人沮丧：人走遍天涯，也走不出人的皮肤。再

难想像还有比这句话更为狠毒的判决，一句话就是一个火烙印，而且还

看不到这一判决的尽头：你是无望走出自己的皮肤，也无望走出这三点

式褐色标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