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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窗
片羽

一念离红尘，寂然在空林。本来无内外，分别由此心。 老树诗画

玉兰
一瓣

医院
物语

穿衣记续篇
□苏枕书

他胆子小
□文彦

在京都读书多年，虽经历过
若干次入学、毕业典礼，却因不喜
欢集体活动，大多没去，更不用说
盛装华服合影留念了。最近韩语
教室的同窗关心起不久之后的毕
业典礼：“你准备穿什么衣服呢？
是袴装，还是旗袍，又或者汉服？”
我感叹她们已知道汉服，毕竟此
前很多讲到中国传统服饰的书籍
里，都会说“中国传统服饰之不
在”。而如今在京都街头或景点，
频繁可见着汉服的青年男女，虽远
不及大雪后故宫红墙下的盛况，服
饰形制亦不及北京汉服界如今流
行的明代衣冠那般整然有序，但毕
竟以各种形式对外表明，“旗袍”、
各类少数民族服装之外，中国尚
有其他类型的“传统服饰”。见我
迟疑，她们继续谈到最近日本学
校的风气，据说近年小学毕业式
也有不少穿袴装的女学生。

袴在古代日本原是宫中贵族
女性才会穿着的服装，更多情况
下被认为是男性的服装，特别是
江户时代武士们有各种类型的袴
装，而同时期宫中贵族之外的女
性则禁止穿袴。明治维新以后，
女子着袴的风习最初从开风气之
先的学校里蔓延开来，离乡进入
工厂的女性也选择穿袴，因为行
动便利，可以迈开大步。这在当
时被大加攻击，“我邦妇女昂然着
袴，毫无羞耻之意，甚哉奇异之风
体，实可谓辱国”云云。因而在明
治十六年（1883），文部省曾一度
禁止女学生着袴。这一年，也是
鹿鸣馆建成的年份，是日本欧化
主义的全盛期。1885年，萨摩藩
士出身的森有礼就任伊藤博文内
阁的文部大臣，展开了各种教育
改革，提倡“良妻贤母教育”，强调
为了国家的未来，有必要加强对
诞育未来国民的母亲们的教育。
这位有过留英经验的森有礼醉心
欧化，认为英语应该作为国家通
用语言，并要求东京女子师范学
校等女校学生穿洋装。但承担着

“良妻贤母”职能的女性的服装，
并没有像被视为近代化国民的男
性的服装那般干脆、顺利地西化，
女子穿袴装尚且被认为是辱国行
为，穿西式蓬蓬裙更难被社会普
遍接受。1889年2月11日，《大
日本帝国宪法》发布典礼之日，在
欧化道路上过分激进的森有礼被
同样激进的国粹主义者西野文太
郎暗杀，他的女学生洋服推广计
划也就此告终——只有男性才有
资格追求身体与服装近代化，作
为未来良妻贤母之储备的女学
生，还是穿保守的传统服饰为妥。

到19世纪末期，日本的女校
已基本确定以袴装作为校服。束
起前部长发、余发披肩、袴装的打
扮，是明治中后期以来女学生的
标准装束。正如夏目漱石小说
《我是猫》里写过的这段：“突然有
个奇怪的来客。是一位十七八岁
的女学生。穿一双歪跟的皮鞋，

紫色袴装擦过地面，头发如算盘珠
子一般鼓起来，招呼也不打，便从便
门走上来。这是主人的侄女。”当时
的女学生还喜欢穿袴装骑自行车，
这样的形象也成为版画的新题材。
从存世旧照片来看，清末赴日留学
的中国女学生，亦多着袴装。这在
当时是一种入乡随俗的新鲜尝试，
但民国之后，随着衫裙、旗袍等逐渐
成为中国女性的代表性服装，加上
民族主义、反日情绪的高涨，留学日
本的女性也很少在公开场合穿着日
本传统服饰，这当然与其时日本女
性服饰的西洋化也有关系。到中日
战争时期，许多中国留学生都离开
了日本，仍有少数人勉强在异国继
续学业。有关当时东京中国女性留
学生的着装，有这样一段记述：“至
于穿的问题，她们在家时常穿本国
的旗袍，外出时总是更换了西装，否
则会引起一般日本人的少见多怪。
因为旗袍在日本，尚不多见，尤其是
那些日本女子，对中国女学生的旗
袍，常会发生异样的感觉，在街上，
她们常常竟会停下步来对你当作模
特儿似的鉴赏着，这对被鉴赏者，实
在是最难受的事情。为了节省金钱
起见，她们在课余之暇，也入洋裁学
校，从事自己制作西装，既省钱，又
省布。”（骏霓《中国女留学生在东
京》，《侨声》第3卷第10期，1941
年）穿和服难以与自己的民族情感
相符；穿旗袍固然好，但走在战时敌
国街头，作为女性，有难以预料的风
险（被围观尚属小事）；唯有西装最
安全，因为这是“近代”“先进”“文
明”的象征，乍一看难分国界，只知
是受了教育的、不可轻慢的现代女
性。这也是为什么1920年代以后，
许多出入都市、受过教育的朝鲜女
性也选择洋服，而不愿穿传统赤古
里的缘由。

大正末年至昭和初年（1920年
代中期），水手服式的制服逐渐成为
各类学校的通用女学生制服，其主要
目的在于提倡节俭、方便运动。除了
战时物资统制令时期的所谓国民服
之外，水手服式的女学生制服一直通
行至今（当然有不少变化）。而昔日
女学生的代名词——袴装，逐渐成为
大学毕业式之际的特定装束。每至
三月下旬，各处大学纷纷举行毕业典
礼，街中可以频频见到着袴装、手执
花束或毕业证书的女生。她们的袴
装大多是租借，价格不能说十分便
宜，因此更显出纪念的意义。

但这种风气影响到小学生的毕
业典礼，自然会引起“奢侈”的批判，
因而有不少小学明令禁止。有家长
抗议，认为自己有打扮女儿的权利，
女儿也有着装的自由。也有家长表
示，自己家境普通，并无余钱为女儿
租借袴装，但若其他学生都穿，要是
不给女儿租，又很对不起女儿，也担
心女儿遭遇别人的冷眼。“校服才是
最平等的服装。”

在留学以前，也曾憧憬过袴装，
想效仿清末留学的女生，穿袴装行
走街头，只差一把佩刀。有意思的

是，昔日被认为只有男性才可穿着、
女性穿着便败坏风气、涉嫌辱国的
袴装，今日早已成为“凛然端庄”的
女性传统服装。那时处于对日本文
化的恋爱期，对诸事都有一层朦胧
的温情与善意。但在此地生活日
久，益发觉出日本社会对着装的苛
刻，其中又以对女性装束行止的要
求格外繁杂。职场要求穿正装、化
妆自不必说，甚至有些工作不允许
女性戴眼镜，因为“显得冷漠”“不符
合卫生要求”（后者显然牵强）。在
任何正常国家，这都是匪夷所思的
角度。也许眼镜意味着读书多，不
够“良妻贤母”、不够“可爱”——如
今简直对“可爱”一词到了反感的地
步。既然对日本的服饰文化不太认
同，当然也没有必要特地穿袴。

至于汉服，曾也很感兴趣，但眼
看其与民族主义日益紧密地结合在
一起（并非早期最被诟病的所谓皇
汉派），便也敬而远之。再比如十多
年前很喜欢的一部文辞典雅的小
说，近来影视化，服饰、陈设无不精
美考究，却因其在宣传时总提些“君
臣父子、家国天下”“衣冠故国”，顿
觉索然无味。无论哪国的传统文
化，看来都容易成为点缀这类口号
的装饰，虽然“与现代结合”也是常
见的模式，但若这“现代”也开始追
慕往昔呢？服饰是生活，是文化，也
是身份认同、国族认同、价值认同，
特别是女性的服饰，往往成为关注
或攻击的焦点。念及此处，便不能
不重新整理自己对于穿衣的看法，
对传统服饰的态度也更谨慎。回到
本文开篇的问题，毕业式我大约还
是选择穿现代服装。

最后想分享一段有关传统服饰
的体验。去年岁末在釜山旅行，不
少从北方逃到南方的主妇在釜山以
缝制韩服补贴家用，遂形成韩服一
条街。我起意寻访一番，还动了购
买一套的心思。寒风萧瑟的街头，
避开许多配色、裁剪不合我意的“改
良韩服”，终于找到一家看起来十分
传统的店铺，店内婆媳二人席地对
坐，正做针黹。听说我要买韩服，店
主模样的阿姨很讶异，问我是不是
朝鲜族，答曰不是。问是不是嫁给
了韩国人或韩裔，仍答不是。这才
问我想要什么配色，脑海中浮现出
红蓝、绿蓝等端庄雅静的好颜色。
店主自有立场，认为我宜穿鹅黄赤
古里与翠绿裙，穿上后确如少女般，
依稀记得《阳光先生》里高小姐也有
这样的一身配色，新鲜得令我不好意
思。一旁从周幽幽道：“可是有什么
场合能穿呢？”的确，作为嫁给中国
汉族人的中国汉族女性，无论在哪
里都没有必要和理由穿韩服，这实
在是太令人费解的行为（若是欧美
人，或许还可作为某种东方趣
味）。尽管很觉抱歉，我还是及时停
止了自己的探索，只当是无知外国
游客的冒失举动，小心告退。我行
为当中微妙的尴尬、冲撞、失礼及越
界，恰也说明传统服饰所包蕴的民
族特征及性别意涵。

先锋书店做过一则活动，由读
者票选出十本最喜欢的书，排名第
一的是木心的《云雀叫了一整天》。
有一则读者评论是这么写的：“从
P169-243，都想摘抄下来，秒杀现
在任何一个段子手。”

金句纷披。我读木心的书时，
也屡屡有此同感。木心的思维极其
活泼，字如其人，文字里可以读出他
的俏皮、智慧、品位……

昨晚，看了一部关于木心先生
的纪录片，名为《木心物语》，再次感
受到金句王的魅力。

纪录片分三集：《上海倒影》《纽
约散步》《遵彼乌镇》，每集不超过
20分钟，短小精致，浓缩了木心先
生的一生。

木心出生在桐乡乌镇，少时家
境不错，后去上海和杭州学画。读
书时代的木心，因参加学生运动，被
学校勒令退学后，就做起了去巴黎留
学的梦。彼时，世界时局不稳，巴黎
梦碎，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木心感
到平日里什么乐子也没有，除非在街
上吃碗馄饨。于是发出如此感慨：

“有时人生真不如一行波德莱尔，有
时波德莱尔真不如一碗馄饨。”

木心的母亲，来上海投奔儿子，
和木心居住在一起。母亲总是叫木
心早点休息，年轻的木心经常在家
约见朋友，怕太晚让母亲知道，于是
想出花招，在门铰上涂上点油，这样
关门时就不会发生声响。“摸着门铰
链涂了点油，夜寂寂，母亲睡在隔
壁”，他当时写下这个幽默的俳句。

木心一生中入狱三次。1977
年，出狱不久，他拿了自己的50幅转

印小画，偷偷让上海同行观看。大
家没发言，因为不知好在哪里。当
天木心一个人喝酒喝醉了，慨叹“明
月清风易共适，高山流水固难求。”

1982年 8月，木心前往纽约。
初到纽约，人生地不熟，吃尽坎
坷。他写了一篇散文《明天不散步
了》。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哀愁是
什么呢，要是知道哀愁是什么，就
不哀愁了——生活是什么呢，生活
是这样的，有些事情还没有做，一
定要做的……另有些事做了，没有
做好。明天不散步了。”后来，有人
问木心：“你是流亡作家吗？”木心斩
钉截铁地回答：“No。我是散步，散
步散得远了，就到了纽约。”

纽约汇集了一批华人艺术家。
应陈丹青提议，木心为他们开设了
文学课，讲述“世界文学史”。纪录
片里播放了最后一课的片段。木心
提到三点：“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
好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79岁那年，木心束装回国，定
居在乌镇故居“晚晴小筑”。他的八本
著作先后出版。木心很开心，戏说：

“我有两个孩子，文学是弟弟，绘画是
姐姐。在纽约，姐姐养着弟弟，回到中
国，弟弟的风头盖过了姐姐。”

一生颠簸不堪的木心，终于在
晚年时光拥有了一段安稳岁月。栖
息在故乡小镇的木心，得知政府会
给他建造一座美术馆，开心得像个
孩子似的笑了。2011 年 11月 21
日，木心去世。他最后的手稿是：

“功成名就乎，壮志未酬也。”
明天不散步了。然而先生的文字

不朽，还在读者心中散步，生生不息。

木心物语
□尹画

“我先生对自己的病不知
情，也麻烦你们不要告诉他，他
胆子小，要知道了，可能马上就
崩溃。”她说。这是一位四十来
岁的女子，眉宇间萦绕着淡淡
愁云。我们表示理解，她退出
去，轻轻合上门。

半小时后她先生坐在我面
前，身材魁梧，眉目俊朗。男人四
十正是意气风发时节，小巧的妻
子站在他身旁，把高头马大的男人
搂在怀里，“不要看，没事，不疼

的。”男人的头埋在她胸前，仿佛是
雏鸟躲在母亲怀抱。“看看你，这么大
一个人了，还怕打针。”她笑着数落。

男人跟着我们进到检查室，她
在身后。“不用的，他一个人就行，里
面有放射线。”我说。

“没事，他胆小，我陪陪他。”她
毫不犹豫地。

“就是一点小息肉，非得让我
手术，这个那个的。”男人检查完埋
怨着。

“放在里面你放心呐，万一恶变

了咋办？还是要听医生的。”她推着
他出门。

没多久她又来了，“我先生的检
查怎么样？医生说可能转移了。”

我们看着她，不情愿地点点
头。泪水瞬间蓄满她的眼。“怎么会
这样？一直身体好好的。”

没有人能回答她，大家只是默
默看着。

“谢谢你们，麻烦你们了。”她擦
了擦眼，嘴角勾出一个笑弧，退出
去，轻轻带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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