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捧一杯“啤酒”，站在“银杏”树下，吹“复旦风”
———犹记当年复旦校园油印刊物

■龚 静

2018 年春，静岚遇见新闻系

的学弟李君，说起上世纪 80 年代

复旦那本校园刊物《复旦风》。

李君道： 我那个时候踏着黄

鱼车到中央食堂门口帮着卖呢。

我们班主任当时是《复旦风》主编

嘛，阿拉卖伊面子，老卖力的，还

到华师大、财大去卖呢。你们作者

的稿费都是我们卖出来的哦。

呵呵呵，是吗是吗，你们厉害

的。创刊号上是有我一篇，不过稿

费多少倒是忘记了，也许五元？也

许十元？ 真是不记得了。

《复旦风》创刊号的样子静岚

是记得的：黑底，白色复旦英文字

母由 “F”到 “FU”到 “FUDAN”到

“FUDANWAVE”，由大而小竖行

排列 ，最后至 “FUDAN UNIVER鄄

SITY CHINA”， 右下侧则标识明

黄色繁体黑体字 “復旦風”。创刊

号的日期为“1985 年 5 月”。

表达的渴望好
比沙漠中的甘泉

静岚在创刊号发表的那篇文

章《女大学生闲话》用的是笔名。

那个笔名后来基本没怎么用过，

所以很多年以后，当静岚翻出《复

旦风》创刊号，一开始没发现自己

的文章， 但记忆里确实有这么一

篇文章啊。那年，学长约了去靠近

东校门的宿舍楼三楼一间宿舍开

会，讨论《复旦风》的一些稿子，静

岚会后回去写了这么一篇文章。

彼时的情景也还依稀记得， 除了

静岚， 还有四五位男生， 系别不

同，年级高低，大家七嘴八舌，讨

论热烈。热烈的讨论，很像青春无

处不在的热情， 热情又仿佛某种

热风。 期待着《复旦风》像风一样

吹遍校园。

党委书记林克题词 《复旦

风》：“《复旦风》是什么样的风？是

复旦的校风。 那就是———复旦传

统的爱国主义之风， 为社会主义

现代化勤奋学习之风，追求真理，

充满青春活力健美之风， 互学互

助团结友爱之风， 大家一起来创

建这样的复旦风。 愿《复旦风》吹

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 鼓舞每一

个青年同学， 去勇敢地创造美好

的未来。 ”

复旦前后两任校长苏步青和

谢希德分别为《复旦风》题词：“发

扬艰苦朴素新风貌， 培养坚强能

干大学生。《复旦风》创刊志庆。苏

步青 1985 年元月” 和 “百花齐

放，百家争鸣。 祝贺《复旦风》创

刊。 谢希德 1985 年”。

这样的 《复旦风》 是校一级

的，全校也就一本，正规印刷厂印

制。 创刊号上标明了由三家印刷

厂印制： 复旦印刷厂、 空政印刷

厂、市印一厂。定价：0.60 元。拿在

手里， 是一本蛮有分量的杂志的

感觉了。但偌大校园，一本杂志怎

么够呢？ 美学热，文化热，汉译名

著一本本出版， 外国文学名著系

列，现代派作品选本，现当代，文

史哲，书本中刮起大风，呼啸在现

实和身心之间， 表达的渴望好比

沙漠中的甘泉。

铅印是奢侈了， 那就自己动

手，刻版油印，抒发胸臆。好比“足

之舞之歌之咏之也”。

虽然系主任在迎新会上说

了，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是培

养研究者的。好像一盆冷水浇在刚

刚跨进复旦校门的风华学子头上，

九月头上的阳光还是有点热辣辣

的呢，这么一听，心头顿时落叶纷

纷。 静岚听了倒也没什么，想写还

是不想写，是自己的事，系主任不

过是方向性引导嘛。 不过，很多年

以后却听老同学爆料，说系主任这

一盆冷水让几位男生回宿舍后泪

水涟涟， 哭完擦擦眼泪， 仰天长

叹，似乎要将作家梦埋将起来。

但是油印刊物还是办了起

来，诗词文赋，一样不缺，哦，还有

漫画。 30 多年以后《啤酒》的主创

高兄回忆， 创刊号封三的四格漫

画“小啤外传”就是他的手笔，“本

想创造一个漫画人物， 无奈才疏

学浅，又习于懒惰，没坚持下来”。

画说小啤请女友喝汽水， 开瓶时

汽水喷了女友一身， 女友愤然离

去。“是在五角场看到的一个真实

场景”，如今回想起来，高兄还是

觉得蛮有趣。 《啤酒》还有主题曲

“啤酒之歌”，词曲学的是 1982 年

风靡的电影《少林寺》主题曲“少

林，少林”———少林，少林，有多少

英雄豪杰都来把你敬仰， 正是颇

为雄壮的。 那啤酒呢？ “啤酒，啤

酒，有多少英雄豪杰为你低头。 ”

“红高粱” 还没有问世，“茅台”是

遥远的想象，“啤酒” 在难得能喝

上一杯的年轻人那里也是排得上

的了。遗憾过去很多年，词曲作者

严兄只记得开头这一句。 尽管以

后喝了白的红的，中的洋的，这一

杯啤酒还是略可回味畅怀的。 只

可惜， 年轻人的热情也是容易转

移的，《啤酒》 做了五六期就不再

“续杯”了。 高兄记得一句王同学

的旧体诗“嫦娥泪洒千家冢”。 年

轻人当然不会泪洒云云， 不做了

就不做了，想做的事还有很多呢。

与《啤酒》几乎同时，另一拨同

学做起了《银杏》。同样是办刊，同样

刻版油印，粗糙的纸，容易湮晕的

油墨，捧在手里倒蛮有质感。 但也

只做了几期，《银杏》同样“枯萎”了，

大家的热望奔着其他地方去了。

静岚给一些同仁办的 《光华

报》写过一篇发刊词。是写在一张

粉红色的纸上， 张贴在中央食堂

门口的宣传栏， 提着热水瓶捧着

搪瓷碗的人流走来走去， 走过路

过看一眼。其实，这张粉红色的纸

几天后就会被另一张粉红或粉蓝

的纸覆盖， 中央食堂报栏几乎天

天更新着。 粉红色早就淡去，飘

散， 消失， 本子上倒是记录了下

来。 蓝黑墨水抄写的那些字回首

看来洋溢着风一般的热情， 热情

虽然容易消散， 但是涌现和转换

总归会留下一点什么。 本子上记

着 “1984 年 5 月 30 日上午匆匆

草就”， 简直有点挥洒的意思了，

最后一句写道 ：“让我们说一声

‘早安！ 太阳’，永远地，永远地沉

着，清新，充满希望。 ”

身心的挥洒酿就
一股一股的复旦风

油印刊物你方唱罢我登场，身

心的挥洒酿就一股一股的复旦风。

1985 年静岚还参与了 《大

家》的创刊。以“大家”命名的沙龙

设在两幢老宿舍楼之间， 一间搭

建出来的小平屋， 简单的木桌木

凳，时不时办个诗歌朗诵会。 没多

久， 大家沙龙转移到了五号宿舍

楼后面的一幢旧楼的地下室，去

一次，像地下接头似的。 还供应一

杯咖啡味很淡的咖啡。《大家》也许

以后还办下去的， 但静岚似乎只

参与了开头一两期。 封面和内页

皆粗糙的纸张，完完全全的素颜；

装订就是订书机揿了两个钉子而

已。 静岚保留了《大家》创刊号，纸

张几乎一碰就要脆的意思， 是不

是该戴一副白手套？ 看到封面上

编委一栏里竟然有自己的名字，

静岚简直想不起来彼时彼刻大家

在一起热烈讨论了些什么， 此刻

的观者和彼时的参与者究竟是否

一个人？ 年轻时经常书写“光阴”

“岁月”这些字眼，其实不过是书写

罢了，当肉身在日历里摸爬滚打，

才真正地懂得了“光阴”的书写。

看看第一页上的 “《大家》致

大家”：“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却笃信意志自由。新鲜的经验，幻

想的热情，坚定的信念，认清而不

是看破， 这就是我们的企求……

人生不该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循

环。 心与心要交流， 墙与墙要激

荡，我们愿驾起彩虹，让时间在上

面迅跑，让桥与桥声息相同（此处

当“通”。 笔者注），让历史和现实

竞赛。 ”这就是 1985 年大学生的

声音。同一页上有多条短讯，其中

一条：“9 月 26 日， 大家沙龙、学

生科技咨询开发中心出资在相辉

堂放映电影专场《黄土地》。此后，

大家沙龙将组织影评、讨论。 ”

几十年后， 每个人都可以做

一个个人自媒体号， 实在不需要

为了表达而如此费尽周折。 但刻

写留着余温， 人和人面对面的讨

论依稀记着， 而网络世界里的互

动呢？ 陌生和陌生之间也许也充

满着温情，可是终究隔了一层。网

络世界一键可以消除数据， 这些

脆弱的纸张自然再过多少年也会

灰飞烟灭，竟还能见纸如晤。

油印杂志里也有印制考究些

的， 那是复旦诗社刊印的 《诗耕

地》，封面纸张略厚，有一种套色。

还有北大的《启明星》、华东师大

的《夏雨岛》，和《诗耕地》外观风

格相仿……大学校园自发编辑油

印的刊物互相传来传去， 旧的退

去，新的接上来。 倘若时空穿越，

来到 30 年后同样的地方，那当然

不必如此大动干戈， 自媒体分分

钟就更新了。 想表达？ 微博微信，

手指点点就发送了。 手指是否还

记得 30 年前的深蓝或黑色的油

墨？油墨不易洗去，先拿张报纸粗

粗地擦一擦， 公共洗手池上固本

肥皂翻来覆去地洗， 还是留着一

层淡淡的蓝印子。 食指中指握笔

处的肌肉还有点淡淡的红， 一笔

一划地，太用力地用着铁笔，待几

张蜡纸写完， 想松一松酸痛的手

臂， 才发现手指已经瘪进去一层

了。手指也许不记得了，把指纹留

在手机屏上， 每天不知叠印了多

少层指纹。

“第一次当家庭教师”“一个

大学生效率手册上一天的记事与

随想”“我的大学生观”“青年纵横

谈”“言论自由略比”“女大学生闲

话”“湿漉漉的群像” ……争鸣和

随想和想象。“我们自豪我们怀里

的书很重很重/我们的脚步很快

很快/我们打扮自己/也让自己装

饰这个时代”。 写这首名为“这个

时代” 的诗作者以后在电视行业

长袖善舞， 其所在电视台推出的

“超级女声” 可谓领一时之风，也

许他已经忘记了这首诗，“这个时

代”已然背景为“那个时代”，那么

这个时代的自豪还是“这个时代”

的那份“自豪”吗？

《复旦风》 创刊号上有篇文章

题为“艰难的成熟”，30多年后再来

看， 发现 20岁时以为的成熟大概

不一定成熟，20岁时的思想、 自省

和勇气，也许以后会慢慢懈怠。 当

时的作者写道：“现实立刻敲碎我

们的幻想。 谎言到处存在，过去对

我们。 现在对我们还对别人。 ”“最

终的艰难不是思想， 而是实现。 ”

“20岁，光辉的年龄，恐惧和无所畏

惧使我们不安。 青春，激动人心的

美丽岁月， 真理和茫然使我们沉

默。 成熟，伟大的事业，责任和负

担使我们坚强。 在这绚丽的年龄，

在这灿烂的年月， 我们有权力袒

露和充实我们海一样的胸怀。 ”

文章中充满了矛盾和自我诘

问， 正是 20 岁的既自信又疑惑，

也是风一样的空气里的思考和抱

负。 这位叫刘洋的校友不知念什

么专业，哪一级，30 多年过去了，

如今专事何种工作？ 30 年时代风

云激荡，成熟是不必说的，是否经

历了精神和心灵上的各种 “艰

难”？ 当年的文章中有这样的句

子：“每个年轻人， 都有自己的世

界，并在这个世界中成熟。而意识

到责任并勇于承担的人们， 却没

有自己的世界。”年轻人总是这样

的信心满满吧，其实，所谓的“自

己的世界” 究竟是怎样的面貌？

“敢于承担的人”又究竟拥有怎样

的世界？ 等被生活敲打了一遍又

一遍之后，又会写点什么呢？还是

什么也不想写，写下来，已然失去

了真正的涵义？

云数据很美的世界里，那些以

为天长地久的存储可以刹那消失，

但是，留在纸上的文字，虽然纸张

会脆弱粗糙，却总能依稀分辨。 那

些文字，是刚刚好的身心能量。 凭

你如何穿越，其实都不会回来。

荩上世纪 80 年代的复

旦校园里， 油印刊物你

方唱罢我登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