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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读记略

古滕客闲话文人

郁达夫沈从文的友谊

梁凌一地鸡毛

秋香色

赵孟頫曾在一篇跋文中写道：“善于看
书的人，要让心境澄澈，然后把桌子擦拭干
净并焚香而坐，不要卷书脑，不要折书角，不
要用手去抠字，不要让手指去沾唾沫去揭书
页，不要把书当枕头，不要把书当作名片的
夹子，要一有损角就随时修补，看时打开不
看时合上。”蒙古族文学家哈斯宝对《红楼
梦》情有独钟，曾创作了《新译红楼梦》一书
流传于世。为了表达对《红楼梦》这部伟大
作品的敬意，他在《新译红楼梦》中强调说：

“要特说一句，后日锦绣肺腑的贤哲之士读
此《红楼梦》，案头必备高香清茶才允许开
读。点高香，是为报答作者写出这部如锦似
绣的文章，留给我辈赏心悦目。沏清茶，是
要洗涤我辈几天积下的愚心浊肠，赏心悦
目，读此锦绣文章。”赵孟頫和哈斯宝所强调
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对书要敬惜。

对书的敬惜，也可理解为是对书的敬
畏，朱熹说：“君子之心，常怀敬畏。”读书之
道，也要常怀敬畏之心，诚如学者于丹所
说：“人对山川敬畏，人对江河敬畏，人其实
对书也敬畏。”阅读，从敬惜一本书开始！
敬畏书籍，就是敬畏文化，只有对一本书满
怀着敬畏，读的时候才能真正理解书的内
涵；才能让生命因阅读而充实、快乐！

特别喜欢波斯大诗人奥马珈音的《鲁拜
集》，这本书，有多个译本，流传最广的是郭
沫若的译本，但我最喜欢的，却是黄克孙的
译本，相比之下，郭氏的译本远远达不到黄
氏译本的意境：“醒醒游仙梦里人，残星几点
已西沉。羲和骏马鬃如火，红到苏丹塔上
云”；“不问清瓢与浊瓢，不分寒食与花朝。
酒泉岁月涓涓尽，枫树生涯叶叶飘”；“闻道
新红又吐葩，昨宵玫瑰落谁家。潇潇风信潇
潇雨，带得花来又葬花”；“红花底事红如此，
想是苌弘血里开。一地落英愁欲语：‘当年
曾伴美人来’”；“三生事业尽朦胧，一世浮华
总落空。今日有钱须买醉，鼓声山外任隆
隆”……黄氏的译本，带给人的不仅仅是美
感，还有一种空灵的意象，笔意凄美、意境苍
凉，博大情怀中尽显人文精神的亮色。

写作的目的在于记录思索的轨迹，在于
行使思考的权利。写作是自由的产物，只有
自由的心灵，才能创作出绝世的精品来。和
读书一样，写作的目的也因人而异，卡夫卡
说：“我内心有个庞大的世界，不通过文学途
径把它引发出来，我就要撕裂了！”在《我为何
写作》中，乔治·奥威尔将写作动机归纳为四
种：纯粹的个人主义；美学热情；历史冲动；政
治目的——这里的“政治”是最广义上的含
义。《荒原狼》的作者赫尔曼·黑塞说：“面对充
满暴力与谎言的世界，我要向人的灵魂发出
我作为诗人的呼吁，只能以我自己为例，描写
我自己的存在与痛苦，从而希望得到志同道

合者的理解，而不被其他人蔑视。”
索尔仁尼琴则认为：“一个作家的任

务，就是要涉及人类心灵和良心的秘密，
涉及生与死之间的冲突的秘密，涉及战
胜精神痛苦的秘密，涉及那些全人类适
用的规律，这些规律产生于数千年前无
法追忆的深处，并且只有当太阳毁灭时
才会消亡……

郁达夫与沈从文的关系，不同于一般的
朋友，近于亲人。早年，郁达夫帮助沈从文
的同时，自己也重新振作了精神，既找到了
自己的最爱，又在事业上梅开二度。没有郁
达夫，沈从文可能会客死他乡；少了沈从文，
郁达夫可能会沉沦一生。这就是他们的友
谊，这也是“送人玫瑰，手留余香”的美谈。

郁风在《三叔达夫》一文中记载了郁达
夫与沈从文的第一次交往，那是沈从文不
止一次对郁风讲过的。

1923年的冬天，沈从文住在北京的湖
南会馆里，没有棉衣，没有火炉，就用被子
裹着身体坐在桌旁写作。但是他写出来投
稿，没有一家刊物肯登，他后来知道有一位
当时的名家，当众说着刻薄讽刺的话，把署
名沈从文的一叠文稿塞进纸篓里去。他常
常是饿着肚子，有时去亲戚家混一顿饭吃，
几个表兄弟打着牌，叫他代他们把学校作
业的文章做好，因此他也不愿意多去。

穷困潦倒的沈从文，在濒临绝境的时
候，尝试着给作家郁达夫写了一封求助
信。当时的郁达夫也正在苦闷之中。在文
坛颇有名气的他，却在大学教他实在不愿
教的会计学；精心创办的杂志被迫停刊，还
时常受到同行的攻击；生性不甘寂寞，却要
忍受一份无爱的婚姻。他彷徨无计，整日
嗜烟酗酒甚至自残自虐，接到沈从文的求
助信，他不相信，世界上还有比自己更困苦
的人，他发出了一声苦笑，带着看个究竟的
心理，他决定去看望沈从文。

那一天，下着大雪，正当沈从文坐在桌
旁冷得发抖的时候，推门进来一个人，那人
自己报名，啊，竟是郁达夫！是接到了他这
不相识的文学青年的信，就亲自跑来看他
了。看到沈从文在冰冷的屋子里发抖，郁
达夫一时说不出话来，就把身上的毛围巾
摘下，拍掉雪花披在沈从文身上。

沈从文说起这事时已是70多岁的人了，
但他的眼睛湿润了，又笑得那么天真，那么激
动，他说那情景一辈子也不会忘记，“后来他
拿出五块钱，同我出去吃了饭，找回的钱都送
给我了。那时候的五块钱啊！”他还告诉郁
风，当时郁达夫在北大名义好听，有三百块钱
的薪水，可是教育部欠薪，每月只拿一成。一
回到住处，沈从文禁不住趴在桌上哭了起
来。这件事，沈从文记了一辈子。

1924年初，郁达夫写的《给一位文学
青年的公开状》就是说的沈从文。对于为
何要帮助像沈从文这样的文学青年，郁达
夫说：“平素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
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
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
我却有十二分的同情过的朋友的厚恩起
见，总尽我的力量帮助他们。”

郁达夫当时只与沈从文见过一面，他看
到了沈从文生活的艰窘，可对沈在湘西军中
见过无数死亡和惊心动魄的场景，并因此磨
练出能忍受大苦，能耐得无限艰辛的“韧”的
精神，并不了解。恰恰是这些际遇，使沈从
文大大有别于其他的一般青年。所以，沈从
文竟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走了出来，走
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子，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人物。

1925年，沈从文因投稿，经郁达夫介绍，
与徐志摩相识，进而得到徐志摩的赏识和大
力推举，为沈从文走上文学坦途奠定了重要
基础。这，沈从文也是没有忘怀的。1936

年，当出版一本《从文小说习作选》时，他在
“代序”中有这样一段充满感激之情的话：

“这样一本厚厚的书能够和你们见面，
需要出版者的勇气，同时还有几个人，特别
值得记忆，我也想向你们提提：徐志摩先生，
胡适之先生，林宰平先生，郁达夫先生……
这十年来没有他们对我的种种帮助和鼓励，
这本集子里的作品不会产生，不会存在。”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变，郁达夫正在
新加坡，英军撤守时，由于当时的国民党政
府，不顾南下宣传抗日的文化界人士和爱国
侨领的安全，甚至对某些文化人不发护照，郁
达夫和胡愈之等人只好雇船撤往苏门答腊隐
避，郁达夫把孩子郁飞托友人接到重庆。

据郁飞的回忆，他父亲首先考虑到在国
内可以托孤的就是沈从文，他当时在西南联
大教书。但是郁达夫又考虑到当时公教人
员的清贫，怕他自己的接济中断时给他造成
困难，才又将郁飞托给别人。如果沈从文知
道此事，一定又为之唏嘘不已。 知道秋香色，是在《红楼梦》里。贾母

说起窗纱：那个软烟罗，只有四种颜色，一
样雨过天晴，一样秋香色，一样松绿，一样
银红。要是做了帐子，糊了窗屉，远远地看
着，就像烟雾一样，所以叫作软烟罗。

秋香色在书里还出现过多次，比如，宝
玉穿着秋香色立蟒白狐腋箭袖，妙玉穿一
件月白素绸袄儿，外罩一件水田青缎镶边
长背心，拴着秋香色丝绦。黛玉初次到王
夫人的屋，见大炕上放着大红金钱蟒靠背，
石青金钱蟒引枕，秋香色金钱蟒大条褥。

什么是秋香色？困惑了我许多年。
有一年，和朋友去拜访一位画家，这位

画家，据说诗书画三绝。在谈诗论画之末，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古老的问题——什么是
秋香色？什么？秋香色？他稍稍愣了一下，
突然朗声大笑，国画里没有，这是你们文人
弄出来的词吧？他的笑，使我无地自容。

既然秋香色不是国画里的色彩，那又
是什么呢？

有一年生日，朋友送我一条披肩围巾，
她说，我转了半天商场，感觉这条秋香色的
最适合你。我大惊，问这是什么颜色？她
说，秋香色啊！我又问，谁告诉你这是秋香
色？她说，我奶奶！

困惑多年的问题，就这么解决！她奶奶
目不识丁，不可能看过《红楼梦》，她的知识，
在一条看不见的文化长河里，像浪花一样，
一代传给一代。那条披肩，是落叶的黄。黄
里有些许的绿，如果套用曹雪芹的话，应该
这样描述：秋香色金丝大叶流苏披肩。它的
色彩，典雅里透着沉稳大气，如果用一种气
味来形容它，它应该是一种蜜香，熟透的果
香，或者坐在成堆的落叶里，微微传来的腐
败香，所以，它叫秋香色，有着“秋天的香”。

其实秋香色更多的是一种感觉，没有精
确的把握。不管是绿中有黄，黄中有绿，黄中
有黑，也不管比例深浅，都可以叫秋香色。它
霸占了整个秋天，初秋是秋香绿，深秋是秋香
黄，到深秋香色，就成了褐色的落叶。

有些茶叶就是秋香色的，如龙井，如铁
观音，如毛尖。铁观音秋茶香气更浓，秋高
气爽，天气干燥，叶子里水分含量少，泡出
的茶汤金黄里带绿，香气扑鼻，俗称“秋
香”。前些日子，突然听到一种新名字“抹
茶色”，淡绿淡黄，有点澄澈，就像一盏茶
汤。当时心里暗想，那不就是秋香色吗？

颜色有时候也不太好把握，它跟人的
感觉有关。你说很美很美，很喜欢很喜欢，
到底程度有多深，不知道。就像秋香色，它
有深有浅，有近黄，有近绿，有黄绿兼半，有
点抽象，有点模糊。古人称呼诸色：胭脂，
水绿，竹青，月白，黛蓝，艾绿，荼白，鸦青，
秋香色……其实都有比喻的意思在里边，
一千人心里，有一千种色彩。但另一方面，
它也可以给人足够的想象空间，有朦胧美。

一次，偶然地看到关于秋香色的明确
定义。它说：“在古代的国画里，秋香色是
这样调成的，八分藤黄，二分黑色。硬巴巴
的解释，把美的联想一下子荡尽。有些事，
最好不解释，明明朗朗，反倒是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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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神话故事，曾经把我领进神秘的
天地，从此对那遥远的国度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后来，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
德等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又闯进了我
的视听。而这些年，又一次次看见那穿着
洁白衣裳的姑娘在奥林匹亚采集圣火，奥
林匹克运动会徐徐拉开序幕。于是，我积
淀的情愫又被激发，又一次向往那个有着
几千年文明的国度。

圣托里尼岛是个火山岛，据说居民只
有一万多人，而每年到岛上游览的游客竟
有数百万。然而，从雅典出发，乘了八小时
的游轮，登上圣托里尼岛的时候，首先扑入
眼帘的竟是这般景象：一栋栋并不高耸的
房子裸露在山坡上，四周鲜有绿树，难觅电
力网的脚手架。干旱的土地，似乎散发着
它的怨气。这里一块，那里一块的坡地里，
一丛丛葡萄趴在地上，跟我在法国见到的
情景迥然不同。

据说，圣托里尼岛就是失落的亚特兰
蒂斯文明所在地。柏拉图曾说：亚特兰蒂
斯岛上有个难以置信的帝国。但是，面对
这情景，我暗地里不由发问：这座火山岛到
底有啥魅力，每年能吸引数百万游客？

带着种种疑问，我们游览了伊亚镇。
霎时，我发现了一处不寻常的景观，那

时是何等惊喜。
斜晖下，晚风轻轻，爱琴海窃窃低

语，清纯的海水那样温柔，多情。在那面
对大海的悬崖上，临山而建的是一栋栋
乳白色的楼房。它们高高低低，盘旋而
立，错落有致，绵延着一则迷人的童话。
大海凭靠这欧洲古典建筑群作为壮美的
屏障，而这古典建筑群则以大海为无限
温情的怀抱，于是爱琴海之旅，便风情万
种，地老天荒。

楼房之间有小路，斗折蛇行。在每一个
位置，都能看见爱琴海，回眸那雪白的浪花，
听到那湛蓝的絮语。两旁店铺林立。细心
挑选一件工艺品，便收获几分惊喜。那些精
美的工艺品，见出希腊人的心灵手巧。

不知不觉中，我随着拥挤的人群，走向
悬崖下那个海边观景点。

在众人的翘首注目中，太阳缓缓西
下。那白色的银盘，在海水中投下影子，长
长的影子，把太阳拉长。它成为一道橙黄
色的光柱，那色彩变蓝，变红，变紫，不断转
移人们的视觉。忽然，太阳被云彩遮住，但
周围的云朵依然在变化各种色彩。刹那
间，海里的光柱消失，而海水则一片金黄。

不久，太阳尽量把积蓄的巨大能量挥
洒，天边出现了火烧云。这时，我不禁想起

“落日熔金”这一词句。接着，太阳在不知
不觉中临近海面，海水与云彩交接的地方，
出现了一抹红色的亮光。那道金黄的光柱
依然很长，跨过了海里那道山梁。太阳躲
进火烧云里，又钻了出来。光柱越来越亮，
水波闪动，似乎要宣泄积蓄的力量。金黄
的光柱边上出现了绿光，像镶上去一样。

太阳形成一个圆光圈，周围紫红色，朱
红色，橙红色，不断变化，然后要款款隐进
大海。这时，它变成红彤彤的一轮。红霞
满天，海水金黄一片。那悬崖上的建筑群
也沐浴在霞光里，电灯一齐放亮。

人们高喊，鼓掌，一对对恋人相拥而
呼。太阳入海前上演了这十分精彩的一

关义秀异域风情

希腊看海

幕，又将重新在明天升起，化育新的生命。
还有什么比这值得庆祝的呢？

我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观赏到这悬崖下
的景观，观赏到这美妙的海上日落。那份
新奇的感受不言而喻。我竟怀疑自己的眼
睛是不是把我欺骗。然而，千真万确的是，
我又一次体味到“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
明又一村”，其实就是生活的一种含义。

希腊有三千多座海岛。我在别的岛
上，同样得到新奇的享受。湛蓝的天，蓝得
云彩一丝不挂，澄澈的海水，那样清纯，温
柔，于是，我对这经济走下坡路的希腊依然
不失一种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