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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洪波 湖 北 仙 桃
人。长江日报评论
员，高级记者。

·无限杂思·

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关于时间的争论，直接体现了哲学

与科学在 20世纪的易位

冠冕的转移
文/刘洪波

·吾观世事· 读一首诗、一篇小说像买一瓶酱油那样容易，如此举重若轻更让人心动

触手可及的“小微”人文空间 文/李御

李御 中国作家协
会 会 员 ，高 级 记
者 ，出 版 多 部 散
文、短篇小说、传
记文学作品。

·门外弹琴· 某种意义上，汪培华是随其称谓向“汪奶奶”转变而声名日盛的

爱的致意 文/梅明蕾

·口述汉口· 春日痢疾流行，陈淦川将熬药铁锅置于药店门口，熬好便免费送给患者，由此在武汉市民中树立起了口碑

民族路名号“陈天保” 文/张垠

梅明蕾 媒体人，
爱 乐 者 ，读 写 驳
杂。

20世纪思想家中，若论声誉起伏最大，非柏格森莫属。
当 20世纪来到之时，时年 41岁的柏格森已出版了《论意识的及时

性》和《物质与记忆》两部哲学著作。关于时间的新论述，使他完成了从
中学教师到法兰西学院教授的职业转变。接下来的20多年，他的哲学
声誉将达到顶点：1909年，他将出版《创造进化论》；1914年，他将当选
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22 年，他将成为国际联盟国际文化协作委员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身）主席；1927 年，他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
巴黎，他的课堂窗户上都挂着听众；在纽约，他1913年的一场演讲到场
学生有2千多人。

而当他1941年在沦陷中的巴黎逝世时，整个世界似乎已习惯于认
为他早已去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他还将被定义为一个根本不懂科
学的思想家，一个失败的形而上学家，甚至一个反智主义者。

柏格森的声誉起伏，与他跟爱因斯坦之间关于时间的交锋有关。
哲学家与物理学家关于时间的争论，直接体现了哲学与科学在20世纪
的易位。今天，在清点20世纪哲学时，柏格森及其生命哲学即使不是被
完全忽略掉，也极少被作为重要的内容。在20世纪早期，柏格森却被视
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尔、康德才配比肩的最伟大思想家之一。

柏格森的思想，针对着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的盲区。他认为，理智以
整个世界为对象，强调概念分析和量化表达，但刚好无法观照它自身，
忽略了对心灵内在和本质的把握。科学关注实用的知识，但难以关注
生命之流。生命是连续的绵延，是不可分割的时间，本质的时间与被测
量的所谓时间不是一回事。时间是内心纯粹意识的绵延，总是每刻综
合着回忆、直观和期待，使我们把昨天的“我”和当下的“我”统合在一
起。这个本质的时间，无法用理性去分析，只能用类似“我思故我在”之
类的直觉去把握。

应当说，柏格森敏锐地捕捉到了理性主义带来的问题，他对生命和
时间的理解也颇具洞见，但与整体上正在上升并显示出力量的科学迎
面相遇，将会在所谓“铁的事实”面前遭到碾压，又是势所必然。

1922 年 4 月，爱因斯坦访问巴黎。此时，柏格森生存哲学如日中
天，相对论则因多项预测在1919年日食观测中得到证实引发的全球热
潮余响不绝。在爱因斯坦的巴黎演讲上，相对论预言的时间膨胀引起
争议，争议在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之间展开，但争议不在于运动的时钟
是否真的比静止的时钟更慢，而在于运动的时钟更慢意味着什么。

哲学家们认为，相对论运动的时钟变慢只是钟变慢，计时器的计数
变慢，而不是时间变慢，“时间”包含着宇宙的某些永远不可能用工具或
公式把握的特性。他们强调哲学家讨论的时间与科学家讨论的时间不
是同一种事物，钟表或纸面记录下来的时间并不是时间本身。宇宙航
行中的钟比地球上的钟慢，不见得意味着宇航员归来时将比地球上的
同龄人年轻好多岁，因为“生命时间”的绵延与时钟走动的快慢不是一
回事。柏格森说，就算宇航员保罗看到地面上的皮埃尔的钟走得快，皮
埃尔看到保罗的钟走得慢又怎样，谁的时间是真实的，仍是一个哲学问
题，而不是一个数学或物理学问题。

物理学家们对哲学家们的看法不以为然。爱因斯坦直截了当地回
答，“在物理学家的时间之外，最多只有心理学意义上的时间”“哲学家
的时间并不存在”。这相当于说，哲学家在时间问题上没有发言权。物
理学家主张，“什么是时间”应当可操作地转换为“怎样测量时间”。郞
之万表示，从相对性原理来看，无论机械的、电子的、光学的、化学的生
物学的计时工具，结果相同，而“我们自己也不过是时钟”。在此之后，
哲学家卡西尔还表示，“科学是人类精神发展的最后阶段”，颇有“精神
的终结”意味。科学哲学家赖欣巴哈宣布，“没有一种面向哲学家的单
独的真理入口，哲学家的道路已经被科学家的道路标示出来了”。

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成了柏格森的反对者。庞加莱认为“科学
家们的时间来自柏格森的绵延”，多位量子力学的科学家反对柏格森对
相对论的理解，但强调他的哲学对量子力学的重要性，柏格森哲学有反
决定论倾向，也反对在时间上对过去与未来不加区分，量子力学揭示在
微观层面事物“来者不可知”，概率论取代了确定性，“没有任何两个时
刻是相同的”。控制论创始人维纳认为，现代自动机械因为自反馈机制
的加入，具有了“生命”的性质，它存在于柏格森式的时间之中。爱因斯
坦作为物理学家所持的时间观念，即认为时间只是片断，过去、现在、未
来的序列只是幻觉，从来没有被生物学、心理学所接受。

在哲学界，除了分析哲学、科学哲学，还有强大的现象学哲学、生存
论哲学。胡塞尔、海德德尔与柏格森的时间观念各呈意见，但时间不可
以还原为一种测量和时钟量度，而应作为生命的特性、内在的意识或存
在的本质。柏格森敏锐指出空间和时间的区别，反对用理解空间的方
式理解时间，具有特别的思想价值。

柏格森与爱因斯坦在时间观上的交锋，折射出哲学与科学的角色
变换，思想的冠冕从哲学转手到科学。相比于哲学和哲学家的名号，科
学和科学家都是相当晚近才出现，但在 20世纪，科学已被认为比哲学
更加接近真理。科学是与显见的力量结伴而行的确定性知识，科学之
外就是蒙昧或迷信，不科学就是不正确，不正确就应当不存在，这是相
当一些人的认识。哲学与人文是否仍有独立的价值，科学是否智慧的
全部盘面和知识的全部构成，科学所至是否就要全体“肃静回避”？“哲
学家能做的全部工作就是分析科学的成果、构建它们的意义并表明它
们的正确性”，我们能相信赖欣巴哈的这个论断吗？

从清乾隆元年开始，汉口沿汉江修筑码头，沈
家庙码头成为其中著名的药材码头。来自河南、
江西等地的大量中药材在此起坡，并由此在沈家
庙河街和沈家庙正街一带形成中药材大市场。据
1926 年刊印的《汉口商业一览》记载，有大昌、天
祥和杨万盛等共计62家药材行汇聚于此。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陈淦川来到汉口，颇具经
营头脑的他找到沈家庙河街药材行，以打工形式
考察。1922 年，时年 28 岁的陈淦川觉得时机成
熟，便在汉口沈家庙河街租了一门面，取名“淦
记”，做起药材生意。不久，将店号更名“复昌祥参
燕药材号”。

资料表明，当年武汉中药材行业中，分为行、
号、店3类：所谓行，即代客买卖药材，从中赚取佣
金，一般无自有资金。有的行，只代客卖货，称作
山货药材行，土垱街（今统一街土垱巷一带）居
多。中药材行，以“荣昌”“正昌”信誉较好，其散布
于沈家庙河街里巷和三皇殿一带。所谓号，即药
材号，本身有资金经营，可出庄采购地道药材，南
货北运，北货南调，起到沟通渠道、调剂市场的作
用。其中范围较大的有川帮“何德记”，陕帮“协盛
全”、赣帮“永康”等。资本较为充裕的经营出口，
远及港澳等地。所谓店，即专门经营生药材的批
发店，趸货拆零，通过整理，区别等级而后销售。
资金大小不一，独资多，合伙少。其中如本帮“张
万顺”“永泰祥”“复昌祥”等，属于大型。次如“德

顺恒”“钱永兴”“钱大有”等属于中型。
复昌祥的经营初见起色，陈淦川即筹措 1000

元大洋，买下位于长胜街（今民族路）的“天葆
堂”药铺，改名“陈天保”，这便是“陈天保”店号
的来历。

复昌祥赚取的第一桶金，颇具故事性：1924
年，江西都昌药商运来一批蔓京子、菌陈等中药材
到汉，一时难以脱手，便要求在复昌祥寄售。陈淦
川收下了这批药材，第二年，恰遇武汉疾病流行，
这批药材转瞬成了畅销货。

于是，陈索性将“复昌祥”改为药材行，专门代
客买卖，经营批发，雇工30余人，生意在沈家庙河
街一带做得颇有名气。“陈天保”则作为药店，专门
出售自己所聘药工精心炮制的膏、丹、丸、散，店员
多达40余人。并在民族路设立分号。

据了解，1908 年后，武汉三镇大、中、小药店
多数无坐堂医生，只有知名药店叶开泰、保滋堂和
万鹤龄等 20 余家中药店设有坐堂医生。至民国
时期，三镇知名的坐堂医生当推陈天保药店的徐
济安、初开堂药店的胡济武、仁寿堂药店的王玉田
等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陈淦川在民族路 194 号
开设陈天保分号。该分号位于孙中山铜像背后，
左侧为志诚布店，右邻聚益兴酒铺，地理位置优
越，门前人流如织。一经开张，生意奇好。

1948 年 4 月，陈淦川聘请的民族路分号经理

徐海珊离职。为减轻离职负面影响，陈淦川亲自
主持民族路分号店务。他制订了一套严格完整的
经营管理制度，使制药、销售、账务和现金管理既
运营合理，又具监督机制。柜台销售分头柜、二
柜、三柜和帮柜；药工分头刀、二刀、三刀及大办
做、二办做等，各司其职，循章而作。在店务管理
方面，他对店员一视同仁，不因亲友而徇情。

据说，他在炮制室检查药品质量时，发现大黄
办制的虎骨酒内有沉淀物，立即将其开除。当时店
里售药，钱银入箱。钱箱的入口为凹形，有次店员
将钱款扔进箱时，有两枚镍币弹落地上，被店堂清
洁工拾去。店员将此事报知陈淦川，陈老板却并未
处罚清洁工，而是要求店员当场指出，让其退款。

冷面佛心。春日痢疾流行，陈淦川将熬药铁
锅置于药店门口，熬好便免费送给患者，由此在武
汉市民中树立起了口碑。1934年大旱，家乡农民
无米下锅，陈及时运来米、面、蚕豆等粮食30余木
船，约 100 多吨。一部分免费发给本村和附近贫
民，一部分则按平价在当地出售。他还捐款为村
里修建了一口既大且深的水井，让乡人感恩至今。

抗战期间，陈淦川经营有方，不仅没有放弃
生意，还把生意做得越来越大，药号四处开花，在
武汉商界的影响力逐步提高，1946 年 6 月还当选
为汉口市参议员。1953年，“陈天保”药号同其他
两家同行大户联合，加入了新成立的武汉健民制
药厂。

1 月 30 日晚间，我所在的几个与音乐有关的
微信群里，几乎同时发布了一个消息：我市著名钢
琴演奏家、音乐教育家汪培华老师逝世了。我眼
前立马浮现出她永远都温婉雅致的微笑。那应该
是她二十多年前的模样。那时我五岁的女儿正跟
她学习钢琴。

武汉市音乐界及爱乐的人们，有几人不知道
汪培华的名字呢。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她与
作曲家丈夫冯仲华从上海应聘来到武汉中南文工
团，夫妻俩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她所认作的第二故
乡。由中南文工团而武汉歌舞剧院而武汉人艺而
武汉乐团而武汉爱乐乐团，单位名称与时变换，不
变的是汪培华对借以安身立命的音乐的挚爱。

那个年代，她是真正的“哪里需要就到哪里
去”。她业务能力强，在单位里不是独奏就是伴
奏，不是演出就是教学。她为当年红极一时的武
汉歌舞剧院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吴雁泽弹伴奏，这
一“伴”便是四五年，直到因病住进医院。当年歌
舞剧院排演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
军》时，乐队无人演奏竖琴，有人便提议让汪培华

“试一试”。单位派人辗转将乐器偷偷运到她家，

汪培华就当真格儿地自学苦练了。几天时间，她
双手便打满血泡，缠上胶带后继续练。直到一个
多月后，乐队指挥易培坚对她的表现“大为吃
惊”。

作为演奏家，汪培华不光在单位里忙活，也时
常去到外地、下到厂矿，为基层听众弹奏一些喜闻
乐见的作品。她甚至还曾前往朝鲜，慰问抗美援
朝的将士，她记得在硝烟散去的战场上，难得找到
一块放置钢琴的平面，是战士们拿石块填平弹坑，
勉强搁稳那乐器之王，她就在那样的场境下弹奏
肖邦的钢琴曲《革命》和一些中国乐曲，受到前线
官兵的喜爱。

我认识汪老师，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时
她已远离钢琴演奏舞台。她的四周围绕着一众从
四五岁到十多岁年龄段学琴的孩子，她退休后的
时光被密密实实地分割成一个个细小的单元。从
演奏家转而成为教育家，汪培华其实出于偶然。
有家长慕名而来，希望她能出面教孩子学习钢
琴。作为一个音乐家，汪老师的本心，自然希望在
自己行将离开舞台之际，将音乐和美的种子播撒
到下一代人的心田。

某种意义上，汪培华是随其称谓向“汪奶奶”
转变而声名日盛的。多少开初被家长所“逼”走上
学习钢琴道路的琴童，最后却独服汪奶奶。究其
缘由，除了钢琴技艺“门径”的引导，不得不说是她
老人家的“爱”字当头。同为从业钢琴教育的汪培
华的女儿冯晓华就坦言，母亲爱自己的学生胜过
爱自己。我听过汪奶奶与其学生的无数故事，无
论是想出百般花样提高学生学习钢琴的兴趣，还
是减免困难家庭学生的学费；无论是开办“培华幼
儿钢琴学校”，还是促成学生走上舞台而呕心沥
血。就我浅陋的体察和认识，汪奶奶对学生的爱，
最终不过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让他们真正爱上
钢琴，爱上音乐，爱上美，从而有一个美好的人
生。所以，当汪老师逝世的消息传开来，反应最迅
速，心情最沉痛的，还是她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
当然，也包括我的女儿。

汪老师的家人告诉我，她遗嘱强调后事从简，
她尤其不愿让人见到她晚年的病容，因为她一生
爱美。我喜欢英国作曲家艾尔加的那首著名的小
品《爱的致意》。我想在这个时刻，让这乐曲陪伴
汪老师那充满爱与美的灵魂，该是何等恰切。

文学离人的生活不遥远。当一首诗好或不好
会被众口评说时，当我们被一本小说一首诗深刻
打动时，当我们会因为一个故事被搬上荧幕而激
动时，正说明我们的物质生活再丰富，也会自动给
人文留出空间。

前几天看到一则消息，令我眼前一亮。封面
新闻记者发文称：著名的《星星》诗刊社将自家的
发行部改成“纯文学期刊杂志铺”，特别的是，这个

“杂志铺”所在的地段，是成都市红星路二段的临
街门面，可谓寸土寸金。

有人谓之一股“清流”，对于文学爱好者来说，更
是一股暖流，能消融心中块垒。这家杂志铺除了售
卖《星星》外，还有许多国家级的和省一级的文学刊
物，从图片中我还意外看到了武汉的《芳草》杂志。
在当代，不是文学廉价，而是文学似乎无法直接创造
出高昂价值。于是乎，想随时买到一本杂志，似乎不
是那么容易的事，要买也得先劳神费力订购。但在
这里，随手可以捞起一本心仪的文学期刊。

《星星》主编龚学敏说，他曾率领部下“摆摊”
卖刊物，反响与收获居然都还不错。他觉得，并不
是人们不爱诗歌不爱纯文学，而是很多因素让人
们没法直接接触文学，特别突出的一点是生存压

力与生活节奏，让人与文学轻易错过。即使闲下
来想吟哦一番，也不知文本在何方。这一“纯文学
杂志铺”还兼具交流功能。倘若听说你手头有得
意诗作，楼上办公室的编辑便会下楼与你交流，好
的作品便有了发表的机会。著名作家阿来对此大
加赞赏。他恍然觉得，人文空间又回来了，又一个
文化地标正在冉冉升起。

看到远方的好消息，再环顾我所居住的环境，
不禁独自黯然。我居住的小区，是全市三大居民
住宅区之一。十几万人的小区，原来还有一家大
学旁边的小卖部，除了售卖文具、饮料与日用品之
外，还可买到二三十种文学刊物，我几乎每个星期
至少要光顾一次，挑选我中意的刊物。坦言，我的
有些小说作品，也是在读过许多刊物后产生联想，
继而爆燃原有的积淀欣然成篇的。

多年前的一天，我路过小店时，已是闭门落
锁。再经过时，已成了快递仓库。我不禁感到气
馁：仅存的文学之光被浇灭了，快速迈进的时代难
道容不下一个售卖文学刊物的小店吗。欲说无
言，欲说还休，我却不知该向谁发问。

小区买不到，只好寻找邮政大厅，想来应该会
有海量杂志供我挑选，但铺天盖地的流行刊物让

我愕然。我为这类善于捕捉市场的刊物庆幸，也
为文学刊物悲哀。工作人员告诉我，原来整个市
区售卖文学刊物的店铺大概有近百家，逐年萎缩，
现在已所剩无几。

没辙，我只好开车去了汉口的图书批发中心，
它离我居住的小区来回大概有20多公里。还好，
这里的文学杂志还算得上琳琅满目，任意挑选。
我每月必开车去一趟，选上几本中意的刊物。有
的是固定的，如《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小说
月报》，有的则是随意挑选。每晚坐在床上翻阅，
当读到好文章时，那种快意与愉悦，便是所谓的精
神慰藉、灵魂滋养吧。

我们可以从源头至末端作一些梳理：其一，无
论风起何处，市场如何变幻，总有一些文学刊物的
订阅数、销量一直稳定甚至上升，这说明真正接地
气、入人心的好作品自然有识货人。文学刊物要
办得更贴近读者，少些关系稿，少些浮皮潦草、不
知所云、离地十万八千里的悬空之作。其二，守护
我们的人文空间，表面看是“蚀本”的生意，但实则
在“强本”“固本”。城市的“小微”人文空间其实可
以并不刻意。读一首诗、一篇小说像买一瓶酱油
那样容易，如此举重若轻更让人心动。

张垠 公务员，业
余 研 究 汉 口 历 史
和纪实摄影，曾出
版相关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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