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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茂

30年前，每逢寒暑假，我就会
乘绿皮火车在老家与学校之间
穿梭往返。1500公里旅程，夏天车
厢里酷热难耐，犹如蒸笼；冬天
空气不流通，列车里散发着烧
鸡、火腿肠、方便面、卤猪蹄的强
烈味道。虽然倍尝艰辛，但也颇
有所得，因为每次都能与不同职
业的人交流，结识新的朋友。长
途乘车既是观察人间百态、体验
苦乐人生的最佳窗口，也是难得
的学习机会。

邻座的乘客有公务员、知识分
子、记者、军人、商人、艺人、农民工
等，也有小偷、乞丐、江湖骗子……
有一次返校，车到宝鸡附近，已是
半夜，我靠在椅子上睡了，突然感
觉有人捅了我一下。我一激灵，隐
约觉得有人在翻我西服内侧的口
袋，猛地睁开眼，发现有人躬身在
我面前，讪讪地缩回手。我实在困
得不行，侧身又睡过去了。同样的
情况又发生了一次，终于意识到遇
到小偷了，我睁开眼厉声呵斥：干
什么！一名长相猥琐的男人慌忙跑
开了。我彻底清醒了，与邻座一交
流，原来他们都是农民工，担心报
复，不敢得罪小偷，于是暗地里把
我捅醒。他们知道我是大学生，身
上带着父母的血汗钱，叮嘱我深夜
必须保持清醒，看好财物。从此以
后，凡是乘夜班车，我再也不会睡
着了。

有一次在洛阳附近，我发现一
名看似柔弱的年轻女子在门口与
一位长相油滑的中年男子交流，突
然，女孩抽了男人一巴掌，愤愤不
平地回到我对面的位置坐下来。等
女孩情绪稍平复后，我问她发生了
什么事。女孩不愿意多说，只说她
发现那个男人是人贩子，想借找工
作的名义卖掉她，她气不过，教训
了那个人渣。周围人都为她叫好。
这件事使我明白，邪不压正并不只
是教科书里的信条，它就在现实生
活中，关键就在于你敢不敢出头。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
民收入逐年增加，基础设施建设加
速推进，出行越来越方便了。太远
的旅程就选择飞机，两三百公里以
内的就自驾，介于两者之间的首选
高铁。曾经在国人生活中扮演重要
角色的普通火车逐渐淡出视野，似
乎只能到博物馆中去安享晚年了。

2018年盛夏，我到鸡西参加学
术会议，去时乘飞机，返程经哈尔
滨，决定去探望同学。我想乘火车
横向穿越黑龙江，饱览黑土地上的
壮丽美景，两地没有高铁，只能乘
坐普通列车。鸡西的朋友告诫我，
普通列车是没有空调的绿皮车，很
遭罪。我还是想试一试，重温二十
多年前乘绿皮火车的记忆。

这列绿皮火车与二十年前没
有两样，喧嚣纷扰，诸味杂陈。没有
空调，没有餐车，没有笑脸相迎的
漂亮乘务员。因为气候炎热，虽然
车顶的电风扇呼呼地转个不停，两
面过风，还是酷热难耐，浑身湿透，
在卧铺上根本睡不着觉。对面是一
家三口，女儿上车不久就吃东西，
然后倒头大睡。中午睡醒起来，由
妈妈提问背诵高中阶段的古文及
诗词，有《琵琶行》《蜀道难》《离骚》

《赤壁赋》等，女孩很专注，一气儿
背了二十多篇(首)，大部分篇目都
很熟练，少部分在妈妈的提示下也
能背出来。在如此炎热嘈杂的车厢
里背书，没点定力真不行。女孩妈
妈是初中化学教师，同行好说话，
于是一路交流。女孩初中毕业，成
绩优异，考上了县城最好的高中，
父母决定利用暑假带孩子去北京
学英语。他们在哈尔滨不停留，晚
上转普通火车赴京。我问，县城没
有英语辅导机构吗？为什么舍近求
远去北京？母亲告诉我，县里的英
语水平赶不上北京，去那里学习更
放心。为了孩子，如此不辞辛苦，我
很感慨，也为女孩的健康担心。中
国的基础教育把孩子改造成超人
了，把家长都逼成“虎爸虎妈”了。

返回徐州时，我选择乘高铁，
约10小时车程，几乎纵贯整个东北
三省。窗外是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平
原，正是庄稼疯长的季节，玉米还
没有结穗，水稻还没有扬花灌浆，
大豆才开始结荚，间或看到一片蓬
勃簇生的花生秧子，犹如铺在地上
的片片绿毯。东北农村多红色屋
顶，眺望万里平畴，村舍犹如安放
在其间的红宝石，钢筋混凝土的灰
色城市反倒大煞风景。

长距离乘车的好处是身边总
是换坐不同的人，给我一个近距离
观察的机会。最早坐在我身边的是
位打扮时髦的年轻女子，二十多岁
的年纪，化着浓妆，穿着轻薄的纱
衣。坐下来就打开手机追剧，我瞟
了一眼，好像是偶像剧，长时间出
现美女主演的特写镜头，表演做作
僵硬。女主角我是认识的，因为经
常出现在广告中。我尝试沟通，想
了解年轻人的生活，但女孩一直沉
浸在剧情里，我只能眺望窗外的青
纱帐。

过了山海关不久，上来一对夫
妻，年纪三十岁出头。丈夫携带两
个大箱子，满头大汗，放好行李，就
重重地坐在我身边，捎带着椅子也
晃了两下。妻子背靠背坐在后边，
一脸不悦。丈夫安顿下来，就开始
高声数落，吐槽心中的怨气。因为
缺乏语境关联，我不知道他要表达
什么，只觉得他对处境很不满意，
酒气熏人，对妻子也没有好声色，
妻子毫不示弱，一概怒怼回去。高
铁是公共场所，不是发泄情绪的吐
槽大会，大家都小心地保持着社交
上的体面，夫妻俩的表现实在跟公
共场合的气氛格格不入。

最后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面
容黝黑的中年男子，50岁上下，一
上火车就开始旁若无人地打电话，
似乎是生意上的事情，使用的是不
容置疑的口吻，语气强硬坚决。男
子浑身散发着浓重的烟味，在封闭
的空间里，这历年积存的烟味很突
兀、很霸道，执拗地钻进我的鼻孔
中，挥之不去。我实在受不了，请中
年油腻大叔换坐窗口位置，我靠过
道坐。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阅人无
数，旅行带给人的是书本以外的知
识与体验，是社会教育的重要内
容，火车无疑给了人们观察人生世
相的绝佳窗口。

□冯磊

猴儿酒，顾名思义，是
猴子酿造的酒。

明代学者李日华(也是
个热衷八卦的家伙)在《蓬栊
夜话》里说：“黄山多猿猱，春
夏采杂花果于石洼中，酝酿
成酒，香气溢发，闻数百步。
野樵深入者或得偷饮之，不
可多，多即减酒痕。觉之，众
猱伺得人，必嬲死之。”李学
者说，黄山里的猴子不知什
么时候学会了酿酒。它们把
采来的野果、鲜花混放在石
穴中，果物发酵，久而久之成
为佳酿，酒的香气远播。这美
酒，在今天是典型的绿色饮
品。当时，樵夫、农人走进深
山老林，有时会偷喝猴子们
酿的酒。但是，不可贪多。而
一旦被发现，下场往往不妙。

教科书上说，人类酿酒
是在整个社会出现剩余财富
以后。粮食生产有了富余，多
余的物资最后被转化为奢侈
品，比如酒。猿猴是人类的近
亲。它们酿酒，似乎与教科书
上的光辉论断无关——— 欲望
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催化
剂。人类社会的很多新发明
和新发现，往往先被应用到
奢侈品领域，供大家享乐。野
花野果(而不是粮食。采集果
实生活，是人类早期的主要
生产活动)可以成就佳酿，为
什么酿酒活动必须要等到粮
食富余以后才出现呢？这似
乎是一个中学生都应该想明
白的问题。

猴子酿酒多利用石洼、
石穴。袁枚在《子不语》(“猢
狲酒”一条)里说，康熙年间
有曹某携友人共游黄山，遇
一隐居老者。老人带着他们
到某处悬崖峭壁上，掀开一
块石板，下面是个小凹槽，内
有绿色而香气扑鼻的液体。
老人说，“此猢狲酒也。”

不仅黄山的猴子会酿
酒。清人陆祚在《粤西偶记》里
说，广西的猴子也精于此道，

“平乐等府深山中，猿猴极多，
善采百花酿酒。”与黄山的猴
子相比，广西的猴子工作能
力强，生产的酒数量多，“樵子
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
数石，饮之香美异常。”

据明末清初的屈大均
说，海南岛的猴子也会酿酒。
它们酿的酒被称为“猿酒”：

“尝于石岩深处得猿酒，盖猿
以稻米杂百花所造，一石穴
辄有五六升许，味最辣。”猿
猴从哪里搞来的稻米，屈大
均没说，后人自然不得而知。

除此之外，湘西的猴子
好像也会酿酒。在金庸的《笑
傲江湖》中，陆大有向众人讲
述令狐冲智骗“猴儿酒”的故
事：“大师哥忽然闻到街上酒
香扑鼻，一看之下，原来是个
叫化子手拿葫芦，一股劲儿
地口对葫芦喝酒。大师哥登
时酒瘾大发，上前和那化子
攀谈，赞他的酒好香，又问那
是什么酒？那化子道：‘这是
猴儿酒！’大师哥道：‘什么叫
猴儿酒？’那化子说道：湘西
山林中的猴儿会用果子酿
酒。猴儿采的果子最鲜最甜，
因此酿出来的酒也极好，这
化子在山中遇上了，刚好猴
群不在，便偷了三葫芦酒，还
捉了一头小猴儿……”令狐
冲豪爽善饮、嗜酒如命。在他
的软磨硬泡之下，叫化子最
终同意卖给他一口酒，价格
是一两白银。结果，葫芦里的
美酒被令狐冲一口吸了个精
光。金庸小说虽是虚构，但

“猴儿酒”的情节却与诸多史
书暗合。

这么多地方的猴子都会
酿酒，真令人感到震惊。不知
是否进化使然，猴子们后来
改进了酿酒工艺。百度百科
中说，所谓猴儿酒，传言是猴
子们采集百果后，藏到树洞
里准备过冬。时间久了，那些
没被开封的树洞里的百果开
始发酵，不久即为天然美酒。
有人说，“此类野酿，实属机
缘巧合，真正的猴儿酒千金
不换。”世间万般造化，多是
机缘巧合。“千金不换”，即便
买到又如何？“猿酒”也罢，

“猴儿酒”也罢，归根结底是
种传说，是野狐禅。而文化或
者说野史笔记的魅力即在于
此。毕竟，一万瓶路易十三或
者茅台，也未必换得回一个
神奇的故事。

这，是一个文化老饕的
肺腑之言。

猴子贪杯的传说也不
少。东汉学者高诱在《淮南
子》的《氾论篇》“猩猩知往而
不知来”句下注释道：“猩
猩……嗜酒，人以酒搏之，饮
而不耐息，不知当醉，以禽其
身。”

晋人常璩撰《南中志》，
讲过一个神奇的故事。“猩猩
在此谷中，行无常路，百数为
群 。土 人 以 酒 若 糟 ，设 于
路……织草为屩，数十量相
连结。猩猩在山谷，见酒及
屩，知其设张者，即知张者先
祖名字。乃呼其名而骂云：

‘奴欲张我！’舍之而去。去而
又还，相呼试共尝酒。初尝少
许，又取屩子着之。若进两三
升，便大醉。人出收之，屩子
相连不得去，执还内牢中。人
欲取者，到牢便语云：‘猩猩
汝可自相推肥者出之。’竟相
对而泣。”

猩猩贪杯，也喜欢穿草
鞋。因为这，没少吃人类的
亏。人类代代相传的生活经
验，在猩猩群体里也同样传
播着。一代代的猩猩们牢记
祖祖辈辈的惨痛经历，互相
提醒、劝诫而不曾止息。所
以，当猩猩看到土人摆设的
酒具和草鞋，马上就明白其
内在的凶险。猩猩们发怒
了，它们破口大骂。但骂归
骂，骂完之后酒还是要喝
的。终于有个家伙扛不住诱
惑，开口道：“不就是一杯酒
吗？我们早就看破了他们的
伎俩。我们稍微尝一点就是
了，千万别多喝。”说完，它
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继续
破口大骂卑鄙的人类。随
后，其它猩猩也开了窍。大
家边喝边骂、边骂边喝。久
而久之，所有的猩猩都醉
了，它们穿上人类所编织的
串在一起的草鞋玩耍。再后
来，呼哨声一响，它们集体
束手就擒。“眼里识得破，肚
里忍不过”，说的就是这个
故事。

但是，故事到这里并没
有结束。被关到笼子里的猩
猩成了下酒菜，每天人类会
来到笼子前吆喝道：“你们当
中谁最肥，大家可以把它推
出来受死！其他的暂且可以
保全自己！”于是，成为阶下
囚的猩猩们马上开始混乱一
通。它们相对而泣，然后主动
把身体臃肿的同胞推选出
来。某些猩猩，会为又能够苟
活一天而感到暗自庆幸。还
有的猩猩，内心深处会琢磨
减肥的方式和方法。这时候，
减肥药(如果有的话)真是万
金难买啊！

你说我在讲猴子的故
事，我觉得我们在讨论人性。
你看到的猴子身上的细节，
我觉得都似曾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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