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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我们背着行囊走出黄凤翎堂

大门的时候，头顶并没有刺眼的阳

光，这是香港稀松平常的一日，也

是城大恬静淡然的一日。稀稀拉拉

的车辆，三三两两的行人，正在

掀开喧嚣和繁华面孔的又一城，

就如我们在这里度过的每一天，

张弛有序、不紧不慢。 

       我们就这样来了，又这样走

了，在城大最温润、最舒漫的季

节。别离总是牵涉一番淡淡的惆

怅，因为所有的相逢终将化作记忆，

而这记忆很可能在时间的碾压和切

割中不断缩减、变形、褪色，甚至

逃亡……于是，我是多么迫切的想

用文字来保存这段“记忆”、延展

这份“情缘”，以便多年以后仍能

够清晰、真切地重返城大之旅、重

返三月党、重返这既长亦短的一月

时光。 

     然而，越是努力越是徒劳，好

几次提笔，又好几次弃笔，写了删，

删了写，此刻的文字显得虚弱、苍

白又无力，全然无法描摹城大一月

的充实与精彩！能做的仅是用只言

片语回顾些许瞬间，定格那些留在

城大不愿带走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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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友情结与身份焦虑 

与“多友”的缘分始于2015年

的春天。偶然在志安师兄朋友圈看

到“多闻论坛”的征稿令，

贸然投稿，竟得以“唯二”

的“多友之友”身份参与

论坛。 

南京、扬州之行，遂

成为一次既幸运又焦虑的

经历。 

幸运的是，不仅得见

《超越西方霸权》的著者

本尊——金铨老师，领略

他的温文尔雅、谈笑风生

和深刻洞见；亦得见多友

的热情、豁达和开朗，感

受多友对学术的真诚、执

着和坚守。在有关“靶子”

论文的讨论中，无论是犀

利机敏、语速惊人的许静老师，还

是睿智理性、侃侃而谈的顺铭老师，

抑或满腹经纶的“文献帝”红义老

师都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还有亲

切的洪忠老师、温婉的丽丽老师，

当然少不了“暖男”家银…… 

焦虑的是，“多友之友”的身

份 总 让 我 感 觉 自 己 是 个 “ 闯 入

者”“外来者”，游荡在这个热闹、

亲密的“共同体”边缘，饱尝了“身

份”不合法的孤独和煎熬。 

“多友”情结从此埋下，且不

断滋长、疯狂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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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大，我们来了 

 2017年3月13日，搭乘早班飞

机离开乍暖还寒的重庆，飞抵阳光

明媚的香港，时间还很早。此时的

香港，正是和风煦日、草长莺飞、

木棉花开。城大则在这繁华喧嚣的

摩登都市中心，独守了一份宁静和

致远。 

时隔两年，“多友梦”终如愿

以偿。我是最早到达黄凤翎堂的，

办好入住手续，早起的疲累、路途

的颠簸，外加一点莫名的紧张竟全

然化作浓浓的困倦袭来，我就这样

沉沉地睡去，直至贵大的张媛敲开

我的房门。 

“三月党”陆续来了，大家也

渐渐熟络起来，微信群中的名字和

眼前这帮生龙活虎的兄弟姐妹一一

对上号：云大的静静是我的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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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的岩岩、贵大的媛媛住隔

壁，楼上是重大的小安、暨大的

刘涛、中大的如南和社科院的伟

山。 

沈菲老师说，我们是唯一“同

居”于一栋楼，并共享豪华大客

厅和厨房的“多友”，因而才有

了这一月的“亲密无间”和许多

故事：大海与长江的典故，张保

仔洞的探险、吃瓜群众的符号抗

争、杀人无间道、双扣巅峰对决、

西贡赶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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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与李老师的甜蜜约会 

年前便得知李老师尚在化疗，

身体虚弱，恐无缘得见，心中甚是

遗憾。 

未曾料想，一月之中，老师竟

两度携夫人来访，一次是我们初

到，一

次是安

徽大学

的姜红

老师到

访。 

虽

比南京

一见清

瘦了许

多，但

老师精

神尚好，仍是谈笑风生，仍是目光

如炬。老师和夫人询问了我们每个

人的情况，尔后天南海北、古今中

外地闲聊起来，既关乎学术，也关

乎理想，更关乎生活……午后的时

光便裹挟着爽朗的笑声匆匆溜走。 

两次“约会”，短暂而甜蜜。

老师的博学、乐观与豁达让我们折

服；老师对“多友”的支持、爱护

和热望更让我们感动——200多位

“多友”在老师那里绝不只是学生，

也不只是“学术共同体”；更像是

孩子，更像是大家庭，孩子的点滴、

家庭的琐屑都牵动着老师的心，甚

至像我这个长期圈在西部，偶尔出

来活动的“唯二”“多友之友”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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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都还清晰记得。 

言谈之间，老师和夫人十分默

契，时而执手相望，

时而顾盼一笑，这种

肫挚情意让我顿然领

悟了老师文字中那种

古朴典雅和温柔敦厚。

老 师 早 日 康 复 ，

是我的心愿，也是所

有“多友”的心愿。期待再见时已

是神采奕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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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心无旁骛的城大时光 

于我而言，城大之旅是一段心

无旁骛的时光，可以暂且抛却日常

的烦扰，逃离冗杂的事务，从容地

读读书、听听课、论论道、参参观、

看看海、爬爬山。喜欢这种纯粹，

喜欢这种放浪。 

日程表早已填满了精彩的行程，

媒体与传播系的老师们慷慨地与我

们分享研究和体悟，沈菲老师、李

喜根老师、李宇宏老师、梁励敏老

师 、 林 芬 老 师 、 周 南 老 师 、

K O B A Y A S H I  T e t s u r o 、

SKORIC Marko等都带来最新的

研究成果和治学经验，还有亲切可

人的红姐，许多有趣的问题、方法、

思想、观点和实践让我们应接不暇，

大开脑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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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建华老师的“学术午餐”则

让我们遍尝AC3的各种披萨，吃饱

后还打包带走，也是醉了！CMC

的实验设备着实亮瞎了我们的双

眼，平时有点端着的“学者们”也

忍不住在虚拟演播室各种搔首弄姿

和摆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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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舟老师安排的

凤凰卫视之行让我们

意犹未尽，原来高大

上的凤凰卫视也是从

小作坊起步的，虽然

未能和吴小莉合影，

但终究是在吴小姐工

作室前和她的照片留

下了历史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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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洲、大澳、石澳、南丫岛，

还有李老师和夫人推荐的龙脊山，

沈菲老师带我们去的西贡，以及中

环、尖沙咀、油麻地……都留下了

我们欢乐酣畅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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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三月党”人物谱系 

人物一：云南大学陈静静 

我亲爱的室友，娴静温婉，若

用一诗句来形容，那便是“腹有诗

书气自华”。大家熟知的《移民报

刊及其控制》便是她研一的译作。

一月同居，无话不谈，共同感慨既

要负责学术出彩，又要负责貌美如

花的不易。纵有学术小分歧，仍感

人生观、价值观的高度一致，相见

恨晚！ 

 

人物二：贵州大学张媛 

一起High，一起shopping的

战友。开朗、活泼、爽直，天才导

游，拥有极佳的识路能力，跟着她

吃喝玩乐总是很顺畅，很安心。在

与刘大海、郭长江的双扣对决中，

我们默契配合、绝地反击，成功加

冕，赢得午餐一顿（目前仍属拖欠

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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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三：武汉大学闫岩 

85后的“学术咖”，聪慧机敏、

勤奋执着、个性分明，让我等之辈

倍感压力。对爱情、对学术一样的

笃定，7年的恋情仍炙热浓烈，让

人艳羡。在杀人游戏中展现出非凡

的“直觉”能力，总是成功锁定犯

罪分子。在西贡，我被赋予的一项

神圣使命，便是为她拍一张美丽而

孤独的背影…… 

 

人物四：重庆大学郭小安 

人称郭长江。既不如他的长相

那么成熟，亦不如他的学术那么严

苛，“三月党”的班委常委，其实

是开心果一枚。负责召集学术沙龙，

更重要的是学术沙龙之后的杀人、

双扣和夜宵。在杀人中表现出超常

的“负”智商，善于以平民身份对

抗平民和警察，做杀手的帮凶（难

道是长期研究抗争的邪症？）曾抱

着足球成功闯入TVB的新闻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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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五：暨南大学刘涛 

人称大海，学术直男，著名人

肉自拍杆。心系学术，胸怀天下。

擅以小例子引发宏篇巨论，针砭时

弊、慷慨激昂。曾于晚11点邀我们

共享夜宵，借以发表2小时的符号

政治学演说。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

因全国青年教师讲课比赛（荣获一

等奖）而遭遇广州房价暴涨，损失

百万以上。 

父爱满溢，离港前在又一城童

装店疯狂扫货…… 

人物六：中山大学周如南 

年轻的人类学家，阳光大男孩，

自带表情包，人气爆棚。曾于大凉

山艾滋病村蹲点一年有余，其学术

精神和学术勇气实是可嘉，在沙龙

中的分享引发广泛兴趣和热议。只

是在杀人游戏中始终咬着我不放，

致我自乱阵脚、丧失斗志……（此

处省略几百字，详参闫小岩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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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七：社科院苗伟山 

看似少年老成，实则烂漫、率

真，富于探险精神。这股子老成不

知是否与他丰富的阅历、知识社会

学的学术旨趣，以及天生的男低音

相关联。在穿越张保仔洞，抓海参、

捡海胆，拥抱厦门湾的时候还是不

经意流露出他的本性。继刘海龙老

师尔后，第二位勇敢下海的“多

友”。 

人物八：西南大学刘丹凌 

      我自己。 

注：“长江”和“大海”的典

故是我们不得说的故事。“大海”

是刘涛童鞋在长洲行中自选的学者

符号，从此“大海学者”便成为他

的头衔，简称“大海”。“长江”

是小安童鞋无意间拾取的学者符号，

在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大澳，他

迎着海风高喊：“我是大海的儿

子！”“长江学者”的称号便非他

莫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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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友直、友谅、友多闻 

 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

辟，友柔善，有便佞，损矣。这大

抵是李老师创设“多闻雅集”的来

由。 

 感谢李老师和城大让我们相遇！

感谢城大老师们耐

心、细心、贴心！

相信正直、真诚和

博识将夯实我们友

谊的小船，使它永

不倾覆。 

                                                             2017年5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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