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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张謇是光绪二十年渊1894年冤的状元遥 我们多半

记不住这具体年份袁但却不会忘记野甲午海战冶遥也就
在这一年袁老大的中国和小小的日本打了一场恶仗袁
打得国人的脑子既空虚又清醒遥乃至时过一个世纪袁
痛定思痛的人们袁也包括我袁还实地去丹东大鹿岛一
带凭吊遥 张謇大魁天下不久袁就遇上了野唤起中国四
千年之大梦冶的甲午血战袁他的脑袋袁也应该是既空
虚又清醒遥

自隋唐开办科举考试以来袁 中华大地总共出了
多少状元钥 文武加在一起袁也就七百多吧遥 人间一个
状元袁就是天上一颗星哩遥 按照科举游戏的规则袁当
一位士子荣登榜首袁独占鳌头袁他的命运就发生了质
变遥虽然每一块皮肤袁每一根毛发袁每一节骨骼袁都是
原封未动袁但当皇帝的朱笔在他试卷上轻轻一点袁世
人的眼球就全都变了颜色袁状元周身上下袁望上去就
有了一道又一道的紫气缭绕遥

张謇的名字马上就要挤入文曲星的行列了遥 这
一天袁确切地说袁是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遥 五更
时分袁张謇和殿试的士子一起袁恭候在乾清门外袁等
待最后的揭榜遥 这是一个感觉分分秒秒比一年四季
还长的时刻遥 这是一种期待大地激烈簸动万丈云梯
凌空出世的体验遥嗵嗵跳的袁是悬着的心遥汩汩响的袁
是奔流的血遥 而终于天光迸现天门大开要要要随着丹
墀上传来宣野一甲一名张謇上殿冶的纶音袁这位来自
江北通州的幸运儿袁激动得连打了几个寒战袁接着又
绊了一个踉跄遥人们到此才会明白袁范进中举后为什
么会发疯要要要巨大的喜悦袁 像山洪一般冲垮了他心
灵的堤坝袁 使他彻底失去了承受力要要要所幸张謇还
不至于如此袁他迅速定下心神袁调整好脚步袁低着头袁
躬着腰袁上殿陛见光绪皇帝遥

好了浴 好了浴 活了四十一岁袁苦读了三十多个寒
暑袁足下终于踏了青云袁腋下终于生了双翅遥 离天为
近袁离帝为近袁去偃蹇困顿日远袁与飞黄腾达厮守遥张
謇啊你就等着好好儿侍候皇上他陛下袁 好好儿升官
发财吧遥这一天实在来之不易遥这一地步绝对要万分
珍惜遥 就好像披星戴月尧胼手胝足尧精疲力竭地爬上
华山峰巅袁回望来路袁禁不住眼花欲坠袁小腿直打哆
嗦遥 全国有多少怀笔如刀的士子啊袁 而机会只有一
线浴 天下有多少龙骧虎视的对手啊袁 而状元只有一
人浴野学成文武艺袁货于帝王家遥冶此事说来容易袁做起
来难啊袁难上难浴 野一将成功万骨枯冶袁一士成功也是
万骨朽啊浴 噎噎不谈了袁不谈了袁大喜头上袁大捷头
上袁讲这些干啥钥 张謇啊你是福大命大浴 你是十世所
修袁祖坟冒烟浴

但张謇本人却不这么想遥 他的脑袋瓜一定在哪
儿出了毛病袁 光绪皇帝亲赐的翰林院修撰要要要从状
元阶梯上能捕捉到的最高职位袁 拢共才对付了三个
来月袁屁股还没把椅子焐热袁拍拍身子就想走人遥 说
什么野謇天与野性袁本无宦情冶钥 说什么野愿成一分一
毫有用之事袁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冶钥 都是哪码
对哪码呀浴 不想当官你还拼命考它干啥钥 哦袁莫不是
验证了一种既得心理院世人面对欲望中的高峰袁未攀
之前袁常常是心向往之袁寤寐求之袁及至登高凌绝袁一
切都踩在脚底下了袁待最初的惊喜消退袁便会觉得实
际的乐趣也不过尔尔钥或者是刚刚在宦海扬帆袁就遇
到了黑风恶浪袁如不及时转舵袁难免有灭顶之灾钥 或
者噎噎

都不是袁都不是遥 张謇一百八十度地大转向袁比
这些猜测统统要更深一层袁更进一层遥这是一个躁动
于主体意识迅速觉醒中的时代精英袁 我相信他一定
是听到了天籁袁听到了历史车轮越来越快尧越来越快
的铿锵撞击声遥 那响遏行云的长啸袁 常令他一夕数
惊遥那钢与铁的交奏袁总叫他坐卧不安遥有朝一日袁人
类如果发明一种望远镜袁不袁望时镜要要要能像探测星
空一样袁一截一截地深入逝去的时间袁那么袁我们就
会准确无误地把它定格在一八九四年夏秋之交的某
日某时袁地点为京城南通会馆袁于是袁我们就会像闲
常观看录像袁看张謇张翰林如何皱眉蹙额袁绕着狭小
的天井徘徊袁一会儿走到一株老态龙钟尧筋骨毕露的
国槐前袁拿拳狠命擂它的干袁用双手使劲撼它的根袁
一会儿又仰起脸袁 透过枯黄稀疏的叶片袁 怅望灰蒙
蒙尧虚幻幻的苍天噎噎

三
张謇很快就溜回了南通老家要要要多亏这一溜袁 否则袁我

眼前这个南来北往尧东行西去的交叉道口袁不会耸起他的铜
塑袁而我袁此刻亦不会在他的光与影内徘徊要要要为什么说溜
呢钥因为袁他要是直接辞官袁皇上肯定不准袁上司也不能接受遥
这时袁恰逢老父病危袁他便以探亲为名袁急急离开京城遥 到家
后袁才知道老父已经过世遥 按惯例袁他又请了三年长假袁一边
守着丁忧袁一边干自己真正想干的事遥

三年期满袁张謇又找理由续假遥续假期满袁不得已返回京
城遥 正式复职后的第二天袁他又请假遥 这是一八九八年的盛
夏袁野维新派冶闹得轰轰烈烈而又危机四伏的当口遥 作为一个
血性文人袁他为康梁们的变法欢欣袁奔走袁但很快就归于失
望遥真的袁与其向顽石中苦苦寻觅微弱的生命袁不如把目光投
向外部生动的世界遥

张謇南归袁用今天的话说袁就是下海遥冲出京城浮荣虚誉
的包围袁立刻就感到外面的世界广阔而精彩要要要飞船脱离地
心引力的刹那难免失重袁赢得的却是令上帝也额手称庆的进
步遥那么袁张謇下海后究竟都折腾了一些什么呢钥在老家南通
和海门袁他建成了包括农尧工尧商尧运输尧银行袁兼及教育的宏
大体系遥 其中袁轰动当时而又泽被后世的袁大体有三个方面院
创立大生纱厂曰组建垦牧公司曰兴办师范学校和中小学堂遥创
办纱厂旨在振兴民族实业袁组建垦牧公司既是为了开辟纱厂
的原料基地袁也是为了解决濒海地区无地农民的生计袁兴教
办学则是为了从根本上培养富国强民的人才遥 归总一句话袁
就是要野实业救国冶尧野教育救国冶遥张謇袒言院以上作为袁野不敢
惊天动地袁但求经天纬地冶曰不敢指望它立竿见影袁疗救古国
千年沉疴袁但求野播种九幽之下袁策效百岁之遥冶遥

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袁张謇确实有思想遥 思想不是祭台
上的供果袁不是星级饭店大厅里的盆景袁不是长街通衢抛着
媚眼的霓虹袁思想是青梅煮酒纵论英雄之际冷不丁自天外炸
响的一声惊雷袁是深埋千年一经掘出依然寒光闪闪尧吹毛可
断的宝剑袁是茫茫太空无影无形尧无踪无迹而又无远弗届尧无
处不在的电波遥 最深刻的思想总带有最彻底的爆炸性尧进攻
性尧扩散性遥 张謇拿他的思想在通州乃至苏北大地搅出了一
派新局面袁在历代文曲星的方阵间别树起一面光帜遥 他或许
还不完善遥他肯定还不完善遥既然有资料说袁本世纪初叶人们
的宇宙观袁比今天要小一百万倍袁那么袁我们就应该体认张謇
的局限遥他的思想袁毕竟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母体的污血遥但
它红光灼灼袁高悬天际遥他让从唐太宗起就精心策划的袁让天

下读书人尽入彀中的野金钟罩冶袁有了明显的豁口遥 他让一个
僵化了的状元躯壳袁有了异质的活泼泼的生命遥 文学史中有
一种人物袁生平尧著述皆淹没无闻袁仅仅留下了一首诗袁或一
句诗袁便尽情享受不朽遥张謇留下的是他叛逆的个性袁和个性
化了的实业袁百载后依然砥砺社会袁雕镂人心遥

状元的诗文也相当出色遥 这里仅举其一篇叶季直论雅曳袁
是他在上海卖字袁为人题写在三把折扇上的遥首把扇写的是院
野财风送雅气袁爽身也遥身有纨绔袁雅在衣曰居有华堂袁雅在室曰
出有车马袁雅在途遥此为外雅袁而非真雅也遥季直论雅之一遥 冶
次把扇写的是院野才气送雅风袁静思也遥 口出诗文袁此谓口雅曰
心有经纶袁此谓心雅曰手有技艺袁此谓手雅遥口心手雅袁是谓内
雅袁乃为真雅也遥 季直论雅之二遥 冶第三把扇写的是院野气动为
风袁无风而雅袁神至也遥 夫子闻韶袁三月不知肉味袁神与韶相
随袁此为神雅也遥雅有三境袁此境最高遥季直论雅之三遥 冶虽说
是逢场做戏袁率尔为之袁毕竟含蕴着他的锦绣文采和坚挺人
格遥 人格的光辉往往显露于细节遥 张謇为解决纱厂的周转资
金袁跑到上海告贷袁结果袁不但钱没借到袁连回南通的路费也
没了着落遥 此时此地袁他能放下架子袁公开设摊卖字遥 这是什
么钥 形雅也遥 张謇办实业多年袁日常大进大出袁经手的款项成
千累万袁自己却坚持不在厂里开支一分一厘遥这是什么钥内雅
也遥张謇逝世七十多年了袁他的操守还在为后学谈论袁他的形
象还在供世人敬仰遥这是什么钥魂雅也遥不要小看了这三雅袁
百年后的中国文人袁包括官员袁也包括商人袁终久又有几个能
赶得他上钥 其生也袁磊磊落落袁直往直来曰其逝也袁清风朗月袁
润及千秋遥 大雅之质袁美矣茂矣遥

四
吾生也晚袁张謇等不及我眼底的流云袁我也抓不着他飘

然远去的衣袂遥 然而袁毕竟有缘袁还在依偎在大人膝下袁听解
学士尧唐伯虎一类故事的稚年袁我就熟晓南通张状元了遥把张
謇引入我的视野的袁是我那位乡村知识分子的祖父遥

这里袁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祖上的籍贯遥 按我手头保存的
一份宗谱袁我的远祖袁原本生活在江南苏州遥 明朝初年袁遭逢
洪武帝的野阊门赶散冶渊十五世纪的野上山下乡冶冤袁迁徙到盐城
南乡遥而后就在当地蕃衍生息遥明清两朝袁族内出过不少读书
人遥最显达的袁是进士遥到我曾祖的前几辈袁又移居到阜宁东
沟尧陈良遥书香虽然未断袁进学出仕的却无遥曾祖本人袁据说是
野乡董冶袁家道还算殷实袁倘若按照五十年代的阶级成分划线袁
应该圈为地主遥不幸的是渊对我们后世子孙袁也许是万幸冤袁大
约在二十年代中期袁曾祖家里挨了土匪一次野扒冶渊即抢劫冤袁
不久袁又遭了一把大火袁这就穷下来了遥

接下来谈我的祖父遥 他老人家生于一八八六年袁在兄弟
姐妹中排行老大遥 早年读书袁青壮务农遥 起先家境宽裕的时
候袁日子就这般熙熙和和尧从容不迫地流去遥 生计转为窘迫袁
那感觉就不一样了遥 作为长子袁他自然要肩起重振家业的重
担遥理想是一种能量袁贫穷也是一种能量袁并且是比理想更为
急迫的能量遥 苏北地区的人袁尤其是盐城尧阜宁尧淮安一带的
人袁从前为贫穷的鞭子抽赶袁一个最大胆的腾挪袁就是远跑上
海要要要就像现今的川人尧湘人远跑广州尧深圳要要要跑去上海
后干什么钥多半是在码头充任杠棒苦力遥我父我母袁也曾被卷
进南下的民工潮袁在野十里洋场冶谋生遥 然而袁我的祖父袁却掉
头向东袁闯荡正在垦荒中的野东海冶渊阜宁人把濒临黄海的滩
涂地区叫做东海冤遥 与其去繁华中淘金袁不如去荒凉中掘金遥
青年时代的祖父袁也作了一次大气磅礴的抉择遥

那时地图上还没有我现在的故乡射阳要要要射阳县是一
九四二年才从盐城尧阜宁两县析置的要要要早先这里基本上是

荒滩一片遥大海年年向东边退让袁滩涂年年跟着推进遥南北一
望无垠袁东西纵深百里遥盐碱遍地袁芦苇称王遥野兽出没袁杂草
疯长遥我祖父来了袁是因张謇的召唤而来的遥他从没见过这位
状元袁但见到了状元的实绩遥 由于张謇领导下的盐垦公司的
运作袁大批大批世居长江北岸的海门人袁被集体招募到这片
百年荒滩遥他们按面积划分场区袁按场区分配住户袁大规模地
种植棉花遥 这情景有点像五十年代遍布全国的农场袁又仿佛
我八十年代初在新疆见到的建设兵团遥

于是又有他乡异地人持续不断的加盟遥于是南北两股生
命的热流就在这片处女地上激起了缤纷的浪花遥我生于斯长
于斯的县城合德袁在我祖父刚刚迁来的时候袁才有寥寥可数
的几户人家袁到了五尧六十年代袁就异军突起袁在盐阜地区赢
得了野小上海冶的美名袁可见她的繁荣发达之速遥而射阳县呢袁
八十年代以来袁屡屡亮相在国内各大报刊的新闻版面袁不光
是因为她拥有天然妙绝的丹顶鹤饲养基地袁也不光是因为射
阳河上新开张的龙舟闹猛袁而是由于她的棉花产量袁多次雄
踞全国榜首要要要这也是一种状元袁并且不折不扣是张謇张状
元的遗泽遥张謇没能看到这一天袁但预料到了遥他曾满怀希冀
地自期院野天之生人也袁与草木无异遥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袁与
草木同生袁即不与草木同腐噎噎冶张謇是一簇春苗遥张謇是一
蓬火焰遥张謇是一方风水遥他的精神袁注定是要在我家乡生根
发芽尧蔚为壮观的了遥不用去南通访他的实验遗迹袁在这五百
里外的海陬一样看得分明遥 张謇生前并没有到过射阳袁但他
参与创造了射阳的历史遥

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应是比生命更长袁它的辉煌不是毕
露在创始者的生前袁而是隐藏在他的身后遥 他只能依稀把握
到它的开端并且竭尽全力地做去遥 要要要难能可贵啊袁 张謇袁
你这从翰林院出逃的叛逆浴站在长江口观沧海袁是胆怯袁还是
激动钥这就好比站在外星球上看地球袁是依恋袁还是欢呼钥也
许两者都有袁但激动尧欢呼袁却为永恒遥

一
阳光从头顶白花花尧明晃晃地喷洒下来袁仿佛蓝天无穷

无尽的诉说遥它泼泻在田野袁溅落在房屋袁激射在河流遥它淋
浴着尧抚慰着大地全部敏感的神经遥 有一刹那袁它刺痛了我
的睫毛袁 连同睫毛森严拱卫下的瞳孔遥 因为你不得不仰起
头袁眯了眼袁打量矗立于大道中央的这位状元要要要张謇的铜
塑遥紫褐色的身姿挺拔在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座袁那起点就攒
足了气势遥 太阳的光芒聚焦在他的圆颅尧方肩袁飞弹出一派
银色的光辉遥 张謇一手拄了文明棍袁一手插在大氅的口袋袁
气定神闲袁 蔼然远视要要要如果乡人不说袁 我会当他是孙中
山袁或是陈嘉庚袁反正他们生活的背景相近袁衣着神态也八
九差不离遥凝视着眼前巍然昂然的景观我忽然证悟院人性惯
于狎小媚大遥 即拿张謇的这副造型来说吧袁倘若高不及尺袁
恐只宜置于案头清赏曰即使高与人齐袁搁在蓝天大野袁也是
寻常又寻常袁 甚至有点儿显得滑稽曰 而一旦耸出人本身一
头袁立时便令凡夫俗子肃然起敬曰如果再往高里耸出若干又
若干呢袁世人就会高山仰止袁低徊流连而不忍遽去遥

我在张謇的铜塑前沉思了个把时辰袁 想要离开挪不了
步要要要你无法从他的目光中逃遁遥这是因为袁他唤醒了我关
于野根冶的一连串记忆袁以及帮我重新扫描知识阶层在新一
轮世纪之交的多元光谱遥

按语：在上海出席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庆祝大会
后，习近平总书记赴江苏考察调研。

11月 12日下午，正在江苏考察调研的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南通博物苑，参观张謇生平展陈，了解张謇兴办
实业救国、发展教育、从事社会公益事业情况。

习近平指出，张謇在兴办实业的同时，积极兴办教育
和社会公益事业，造福乡梓，帮助群众，影响深远，是中国
民营企业家的先贤和楷模。张謇的事迹很有教育意义，
要把这里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让更多人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受到教育，坚定“四个自信”。

卞毓方，男， 年生于江苏，祖籍阜宁，后移居射阳。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日语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国际
新闻系专业。社会活动家，教授，作家。长期从事新闻工作，文学硕士。 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年以来致力于散文创
作。他的作品或如天马行空、大气游虹，或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其风格如黄钟大吕，熔神奇、瑰丽、嶙峋于一炉，长歌当啸，
独树一帜，颇受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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