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来时的路？
■ ⽔水利利系 ⽔水机 8 | 张翼

公历 2013 年 1 月中旬，大雾，

黄彤军也穿着朴素，一脸忠厚，很

里？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大学原来

全国许多城市笼罩在雾霾中，城市

有祖上创业时的风范。我们就这样

是这样，你更多要靠自己和同学。

天气状况第一次上了《新闻联播》

躲在北京的繁华背后，每天在教室、

第一学期结束，期中考试时“高数”

头条。网友说：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食堂、操场三点一线间开始经营比

仍然是最难的一科，考完试的那个

是站在天安门广场却看不见毛主席。

高中三年更加辛苦的大学生活。

中午我和方铁一起去十食堂吃午饭，

楼下有人评论：别说是你，其实毛

第一门让我崩溃的课程是高等

方铁说他考试从没有如此差过，说

数学，第一堂课在一教的一间阶梯

的时候竟满脸忧伤掉下眼泪。24 年

那个死去的诗人海子说：从明

教室里，我坐在后排，俯视着由于

后的一天，在班级 qq 群上聊天时，

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关心粮食

距离太远而显得渺小的老师。当老

方铁还后悔地对王庆喜说：“我那

和蔬菜。我不知道你是否幸福？但

师在黑板上刷刷地写了几个英文的

时干嘛要玩命读书呢？我应该像你

你却不得不关心奶粉、鸡肉、白酒，

单词时，我一下子懵了，这到底是

一样看球、喝酒、吹牛逼啊。”如

甚至是呼吸的空气。

数学课还是英语课啊？一堂课下来

果 能 回 到 过 去， 回 到 那 个 纯 朴 的

生活如同臃肿的体型，来了就

听不懂的倒占了大半。下课铃响起

1988，我的同学，你会怎样规划自

挥之不去。理想却如远嫁的初恋，

我像高中时那样冲到黑板前想找老

己的生活呢？

怀念也渐行渐远。

师请教，却发现老师已经走了。到

主席坐起来也看不见自己。

20 年了，我们天各一方。也许

哪里去找老师呢？他的办公室在哪

遗憾的是，人生永远无法重启，
不能非线性编辑，所以我们只能在

在某一个失眠的夜晚，你会想起 24
年前那段奔波于清华和广场之间的
日子。那时候的你我，真的是只关
心理想。
那 是 1988 年 9 月 5 日， 北 京
夏去秋来，菊花即将盛开。那时我
们还不相识，我还不知道后来我们
会在一个叫“水机八”的名字下共
同生活五年。
还记得吗？第一次班会时我们
挤在 13 号楼 422 和 421 两个宿舍里，
26 个青涩的男孩子和 3 个女生。班
主任告诉我们，班号是“水机八”。
29 个同学来自 24 个省份，几
乎都是农村的孩子，所谓的京津沪
也基本上来自郊区。唯一的官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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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忆似水年华

天胡涛说，在她从水力业叛逃几年

迷局中而不得自拔。多年后，肖东

后，她当时的导师——杜邦化学的

升再次深陷爱情困局的时候，我真

全球技术负责人在一次邂逅时跟她

的理解了他的痛苦，那是一种抽筋

说，如果你当年不离开，你就会成

洗髓藕断丝连的痛苦。这与他在企

为我未来的接班人。我问胡涛你听

业中雷厉风行，不苟言笑的形象完

到这话时，你后悔自己的离开么？

全不同，也许这就是我们过去学过

胡涛说：“不后悔，因为我不喜欢。”

的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句话的真实

我当时听到这话时很感动，我感动

写照吧。

于这个外表谦和的女子内心的坚定。

王庆喜是黑龙江人，能喝酒，

那种坚定其实是清楚地知道自己需

豪爽仗义，爱足球，只看不踢。个

要什么。今天胡涛回到了北京，在

子虽然不高，但是在同学心目中却

一家美国公司打工，在外人眼里她

很伟岸，清华五年，历任班长好几个，

在事业上的成就可能远远不如杜邦

但是 20 多年后胡涛却只喊王庆喜

化学技术负责人的风光。但是我看

班长，可见他在大家心目中的形象

得出胡涛很幸福，她在网上写博客，

这里回忆，试图把所有的遗憾甚至

之高大。我一直嫉妒王庆喜是班主

晒女儿的成长，晒她在女儿身上得

悔恨都当成故事。

任周雪漪老师最喜爱的学生，那时

到的快乐，她开始陶醉于摄影，买

她总说，王班长乐于助人，敢于担当，

了单反相机，在家里开辟了一个人

各方面都好，只是希望他的学习成

像摄影区，只为记录女儿的一笑一

那时班里几乎所有的同学都是

绩也能名列前茅。我们都知道那时

颦，一天一年。这种幸福温婉祥和，

每天晚上上自习，吃完晚饭匆匆地

候每逢赶上足球世界杯或者欧洲杯

绵远流长。其实那一天，我突然决

背起书包，去教室、图书馆抢座位。

比赛，王班长转天准会在考场上睡

定写下这篇所谓的“班志”并把题

当然女生的待遇会好得多，因为总

着。20 多年后当周老师面对摄像机

目定为“我们是不是还记得来时的

会有献殷勤的男生提前把座占好。

镜头谈起王庆喜时，已经忘记了他

路”就是有感于我看到的今天的胡

得奖学金的总是那几位，黄世

考试不及格的经历，而是说：王班

涛，她的坚定，她的淡定以及她浑

谨、张建峰、高秀杰、胡涛、田晓

长乐于助人，让同学们先睡，等足

身洋溢的幸福。

东、陈英杰还有方铁、张晖。那时

球开始了他再叫醒大家一起看球，

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但什么

一 等 奖 学 金 是 一 学 期 500 块， 鱼

考试成绩还很好。哈哈，时间总是

是幸福？我们为什么而来，我们又

香肉丝 8 毛一份，得了一等奖学金

能过滤掉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东西而

向何处去？年过不惑，我会经常思

意味着你在十食堂可以连续吃 600

只留下美好。

考 这 个 问 题。20 岁 时， 你 眼 中 的

还 是 回 到 1988 吧， 回 到 我 们
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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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很痛苦，他总是深陷不同的爱情

多份鱼香肉丝了。程毅峰低沉的时

2012 年年末，一次聚会之后，

未来曾是怎样？ 40 岁时，你是否

期，每天躺在床上让贾斌帮忙买三

胡涛欣喜地给我打电话：“你说周

无愧于 20 年前的向往？你今天的

个油饼，每顿一个就着咸菜。而更

老师真的不再恨我了么？”听到我

渴望，又会不会成为 60 岁时的浮

穷的朱长江则是把油饼咸菜当成了

肯定的答复，胡涛如释重负，十几

云呢？人生就是不断地提出问题，

经常性的伙食。当时每天啃鸡腿喝

年了，她的心里一直有对周老师的

然后寻找答案，当所有的问题都有

啤酒的宋益群可能无法体会饿肚子

愧疚，因为当年周老师把她推荐到

了答案，我们将告别这个世界。而

的感觉，他那时的痛苦是因为一个

加拿大读水力学，结果她半途而废

在此之前，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用

姑娘。爱情和粮食哪个更重要？吃

改学了计算机专业。此事让周老师

来回忆。

饱的人和饿着的人不会给出同样的

很是难堪，为此断送了多年经营的

所以，我们就来谈谈艺术吧。

答案。整天沉浸在爱情中的肖东升

与赞助商杜邦化学的良好关系。那

毕业时，422 室 5 位大侠，手捧纸

卷，头戴博士帽，在大礼堂前庄严

开一家连锁的养老院，为中国解决

要大张旗鼓地搞这次毕业 20 年的

地照下了合影。那张照片的下面写

将要面临的养老难题。

聚会，曾经我以为这只是一次成功

着“凹凸艺术中心合影留念”。清

2012 年 8 月，在天津电视台担

者的展示会，老朋友的酒会。现在

华毕业生常被文科生讥讽为不懂艺

任一档社会时评节目制片人的我，

我知道，这是回家，补充给养后继

术，但是在流行音乐界清华却出了

终于因为在微博上斥责拒载的出租

续上路。

高晓松，水木年华和传奇李健。清

车而被电视台停职了，总编辑的理

2012 年初，薄丹青离开了中国

华就是这样，每方面的人才都会出

由是“为了维护十八大前的安定团

浦发机械总公司副总裁的位子，投

现，当官，办企业，唱歌，搞科研，

结”。可能是因为做这档节目的原

资创建了民营钢铁公司，他压上了

几乎每一行都有顶尖人物。而 422

因，多年来我一直充满了社会责任

自己全部的家底，甚至卖掉了正居

室心中一直有一个艺术梦，虽然 20

感，热血沸腾的时候，总是希望这

住的房子。之前同学们一致认为薄

年后，大家离艺术已经越来越远了。

个社会能更加公平正义，但是一次

丹青是班里同学中生活最舒适安逸

好 在 水 机 八 出 了 一 个“Hunter 乐

次地失望之后，我觉得我应该重新

的。但下海后，薄丹青开始了人生

队”，这个乐队取名猎手，估计当

定位自己的理想了。20 年后的今天，

中压力最大的一段日子。那天在北

时的动因是要在周末舞会上猎艳。

班里好几个同学信仰了基督教，我

京聚会时，看得出薄丹青好像一下

那时，魏罡，肖东升，薄丹青，宋

能理解人在无助的时候是多么需要

子老了许多，笑容背后是难以掩饰

益群 4 人每天傍晚在 13 号楼 4 楼

精神支柱。每个人都在走自己的路，

的疲惫。如今，他的钢材厂还在建

的 会 议 室 排 练， 之 后“Hunter 乐

我只是希望当某一天我们停下脚步

设中，未来对于他还有很多不确定。

队”开始游历于清华甚至于北大和

回头凝望的时候，我们还能记得来

同样在这一年离开原工作岗位

北师大的各种周末舞会，那几年他

时的路，还能记得当年我们曾走过

的还有肖东升，他离开了供职十几

们在北京高校圈已是小有名气，每

的南门林荫道，还能记得我们在十

年的德国 NKT 线缆公司，加入了

场 100 元的演出费也让他们四个成

食堂的那次毕业大醉。

一家全新的德国企业。他说人生就

了班里的富人。1993 年毕业时他们

回来吧，我的同学们，暂停你

像抛物线，他要在上一个抛物线的

把破旧的乐器卖给了后来闻名全国

匆忙的脚步，回到清华园。20 年一

最高点离开，然后开始下一段抛物

的“水木年华”，开始了远离艺术

驻足，回望我们来时的路。

线。肖说这段话时，意气风发，信

的新生活。

写到这里本已是结尾了，但是

心满满。

最后再说说理想吧。我们是从

一件事情让我改变了主意，此时此

人最恐惧的其实是对未来的

小就被教育为必须有理想的一代，

刻，我在深夜披衣起床，无法抑制

不确定性。告别过去的一段工作经

“四有”里理想排在第一位，所以

要写下如下这段文字的冲动。2 月 5

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尤其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理想会被认为是

日我从哈尔滨回到天津，刚刚结束

是当放弃成为一种主动的选择。人

很可耻的。我的理想曾经无数次地

了哈尔滨的同学聚会，醉酒的疲惫

生四十而不惑，好在我们还有最后

变化。小时候，我们的理想是要当

和喜悦的回忆充盈全身。晚上老婆

一次拼搏的机会。再过 20 年，就

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今天我知道

跟我说：“你知道么，薄丹青的太

算我们还有拼搏的冲动恐怕也已是

了，那其实就是一种职业向往。我

太说，那些日子薄丹青常常两眼放

力不从心了。所以善待现在吧，遵

记得莫沛全那时候每天都在读《国

空，回到家里坐在门口的鞋柜上，

从心的方向，做自己想做的事无论

富论》、《卡耐基》，他说他的理

常常是一坐就一两个小时。我问他

成败。唯有如此，20 年后，当我们

想是生下 6 个儿子。我们当时曾无

想什么？他说，什么也没想。我知

须发皆白，身材佝偻，走在南门的

数次地耻笑他的农民想法。而后来，

道这段日子他很不快乐，于是我鼓

林荫道，望着清华园里那些跃动的

他从工商局辞职下海。再后来，他

励他离开国企，因为他的快乐对我

年轻的生命，我们才会满怀深情地

在东莞经历了创业的成功、失败然

最重要。”听到这段话，我鼻子酸

说：那一年，我就是从这里走进清

后东山再起。他现在的理想是将来

酸的。我一下子意识到为什么我们

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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