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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希闲话文人

最后的川端康成

川端康成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
奖的日本人，也是开创意识流写作的带头
人，晚年又陆续完成《雪国》、《古都》等文
学巨著后，成为日本文坛最耀眼的星辰和
意识流创作的大师。妻贤女惠，生活富
足，没想到，他却把煤气管直接塞进了自
己的喉咙，与世诀别。

我没想到一个迟暮的满身才华的老
人，竟然以这种方式告别人世，为何选择
死？有人说他江郎才尽，力不从心，有人
说他所有的愿望都得以实现，人生再没有
什么追求能引起他的热情。逝者已矣，我
们无从洞察他的内心世界，这也终究是一
个永远也猜不透的谜。

川端康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第一件
是1899年6月14日生于日本大阪；第二
是1926年1月写了伟大的作品《伊豆的
舞女》，一炮走红；第三是获得了1968年
度诺贝尔文学奖；第四是1972年4月16
日在他自己的工作室自杀身亡，甚至没留
只字片言。

这些天，我一直在读他的文章。《伊豆
的舞女》、《雪国》、《千纸鹤》……美丽的樱
花、白雪皑皑的富士山、穿着木屐走来的
袅娜的少女、淡淡的哀婉的恋情、纯纯的
民族传统，川端康成的世界忧郁唯美，充
满了忧伤的青春记忆与纪念，曾经的少
年，总是以最清澈、最柔情的目光注视着
这个世界。

晚年的川端康成，郁郁寡欢，为了排遣
心头的寂寞，他喜欢养猫。他伏案写作的
时候，猫就在他的办公桌上跳上跳下。老
人喜欢清静，但自从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之
后，常常有络绎不绝的祝贺电话，蜂拥而至
的新闻记者，将镰仓的住宅挤得水泄不通，
彻底打破了平时庭院的幽暗安静。这一世
界级的显赫荣誉，没给川端康成带来快乐
与激动，反而使他感到厌烦和倦意，他觉得
这种生活很无趣，但又只好无奈地接受。

最后的日子是在煎熬中度过的。疲
倦和不快在他脸上显现，一双锐利的大眼
闪出不快的神色。1972年4月16日下午
2时45分，他对家人说：“我散步去！”一个
人去了不远的工作室，直到晚上，家人才
发现他未回家，以为他是在伏案写作，于
是吩咐他的助手去工作室寻找，到了才发
现那惨烈的一幕，此时的川端康成，已经
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享受安静去了。枕
边，放着打开瓶盖的威士忌酒和酒杯，没
有留下任何的遗书。

川端康成曾在散文里写道：“自杀而
无遗书，是最好不过了。无言的死，就是
无限的活。”他是无言地走了，但他永远活
在日本人的心里，活在每一个欣赏他文字
的人的心中。

川
端
康
成

现在正是茉莉花盛开的季节，家中的
几盆草本茉莉，开得正香。“夜静空斋茉莉
香”，是我书房条幅的下联，语出清初著名
诗人孙枝蔚，在其《溉堂前集》卷九《入空
城过无言》中，见到“秋晴隔院葡萄熟，夜
静空斋茉莉香”的佳句，认为不错，就让一
位擅书法的同行书下了这幅字，悬于书
斋，盛夏读来，自消几分暑气；寒冬读来，
让一壶茉莉花茶更为幽香。

据我所知，早在明代，歌曲《茉莉花》的
传唱就非常流行了，明代文学家、戏曲家冯
梦龙《挂枝儿》“感部”卷七中，就有一首《茉
莉花》：“闷来时，到园中寻花儿载，猛抬头，
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
戴，花儿采到手，花心还未开。早知道你无
心也，花我也毕竟不来采。”这与如今的东
北民歌和扬州民歌《茉莉花》，甚至全国各
地的《茉莉花》，都有异曲同工之处。

记得自己背过清代苏州才女席慧文的
《虎丘竹枝词》：“平波如镜漾晴烟，正是山
塘薄暮天。竟把花篮簪茉莉，隔船抛与卖
花钱。”读罢，江南烟雨中买花、往花篮簪花
的喜悦心情，跃然纸上，溢于言表。是的，
与北方人比起来，江南人更爱茉莉花，在清
代，苏州人把花篮都统称为茉莉花篮，茉莉
花在苏州的盛行，从此也可见一斑了。

有人说茉莉是为女人而生的，别的花
大多白天开放，而茉莉却是夜间开花。按
照《本草纲目》的说法：“其花皆夜开，芬香
可爱。女人穿为首饰，或合面脂，亦可熏
茶，或蒸取液以代蔷薇水。”的确，无论是
插在髻上，还是戴在鬓边，亦或是用彩线
将茉莉花串成“层玉”挂在钗头，都会让美
女锦上添花。

历代文人雅士都把茉莉当作消暑解
夏的良药。“燕寝香中暑气清，更烦云鬓插
琼英”；“荔枝乡里玲珑雪，来助长安一夏
凉”；“一卉能熏一室香，炎天犹觉玉肌
凉”；“不烦鼻观偷馥郁，解使心地俱清
凉”……不胜枚举，数不胜数。到了皇帝
那里，花样更是翻新了，据《武林旧事》记
载，南宋淳熙年间，每逢夏天，孝宗皇帝总
爱去复古、选德等殿以及翠寒堂纳凉，原
来这些地方都有茉莉等花卉数百盆，“鼓
以风轮，清芬满殿”。

童年是我们记忆的源头，童年趣事是
作家笔下常见的题材。这几天一直处在
儿童节的热闹之中，我也跟着品读了不少
作家对童年的追忆，去领略了作家们丰富
多彩的童年。

贾平凹在其散文代表作《月迹》中，开
篇就道出了孩童好奇心强，求知欲旺的特
点：“我们这些孩子，什么都觉得新鲜，常
常又什么都不觉得满足。”接着细致地写
了孩子们“盼月”和“赏月”的情景。作者
不仅生动地描绘了月光的娇美，也写出了
孩子们对月亮的热爱及他们天真好奇的
性格。他们追逐月亮的踪迹，追到了院
里，发生了谁拥有月亮的争执，描写了孩
子们想要得到它的急切心情。“月亮里，地
该是银铺的，墙该是玉砌的，那么好个地
方，配住的一定是十分漂亮的女子了。”作
者对童心的描写传神逼真。随着奶奶出
来倒酒、喝酒，证明“月亮是每个人的
……”接着是他们又在院内、院外、河船、
河的上湾、下湾，以及同伴眼睛里，全都发
现了月亮，于是恍然大悟：“月亮竟是这么
多的：只要你愿意，它就有了哩。”表现出
孩子们为了得到月亮而锲而不舍的追求
精神。最后孩子们的好奇心和爱美的心
理都得到满足，便甜甜地睡去了。

萧红在《祖父的园子》中，重点写了自
己在“祖父的园子”里自由自在的嬉戏生
活。“祖父整天都在园子里，我也跟着他在
里面转。祖父戴一顶大草帽，我戴一顶小
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
就拔草。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在后
边，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一个地溜
平。其实，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
有时不但没有盖上菜种，反而把它踢飞
了。”“我”跟随祖父做着看似相同实则完
全不一样的游戏的内容，祖父是劳作，而

“我”不是真正的劳作，是“乱闹”。至于摘
黄瓜、追蜻蜓、采倭瓜花、捉绿蚂蚱，更是
孩童的游戏了。“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
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我”所做的这
一切都是自由的，祖父没有批评，甚至没
有一丝责怪，是完全理解甚至是赞同的。
祖父给予“我”足够的宽松氛围，让“我”自
由快乐的，不光是祖父的园子，更有慈爱
的祖父。祖父允许孩子随便玩闹，对孩子
倾尽了爱心和耐心，祖父给了“我”心灵的
自由，他的爱放飞了“我”孩子的天性，在
他暖融融的爱的包围下，才有了孩子自
由、快乐而又幸福的童年。

宋学孟在《柳叶儿》中，描写了童年的
“我”在饥荒岁月，上树爬高、抢柳叶儿、吃
柳叶儿的乐趣，书写了对柳叶儿的特殊感
情。“我就两脚一甩，鞋飞出去，猴一样‘噌
噌’地一直爬到最高点，爬到底下人越是不
让上、越是嚷着危险的那根枝上去，抱住树
枝，哗哗地摇，摇得我自己的身子随着树枝
弹过来，摆过去，摇得底下人一个劲地喊
叫，一片惊慌，才得意洋洋地溜下树来。”这
里描写爬高的一连串动词：甩、飞、爬、抱、
摇、摆、溜，写出“我”的淘气。文中写道，

“天蒙蒙亮”就去抢摘柳叶，“脚丫子猛地踩
到冰凉的硬地上，牙齿都咯嘣嘣响。我赶
紧把裤带勒紧，手上吐口唾沫，抱住树干，
缓一缓劲，便飕飕地爬上去。衣服扣子开
了，肚皮蹭着了树干，凉飕飕的。树上的露
珠滴进脖子，滚下去，通身又是一阵阴
凉”。可见，折柳叶儿并不是令人舒服的差
使。而“柳叶儿”吃起来也并不可口，“苦中
略带着些涩味”。文中所说的“乐”只是儿
童“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心理，童年的我的
确是感到“乐”，但这“乐”却是“苦中略带些
涩”，最多也只能说是苦中取乐而已。

捧读作家笔下这些充满童真童趣的
作品，仿佛远去的美好童年时代又回到了
身边……

聂难百味书斋

作家的童年

刘绍义季候物语

茉莉花开

曾国藩是一个备受争议的大人物
——晚清“中兴第一名臣”。他与张之洞、
李鸿章、左宗棠并称“四大名臣”，是著名
的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和文学家，然而
他的科举之路却充满了曲折和坎坷。

五岁的曾子城（后改名曾国藩）开始

熊兴国读史侧翼

曾国藩的科举之路

怪不得元代的江奎在《茉莉》里说：
“他年我若修花史，列作人间第一香。”掐
指算算，茉莉花真的充斥了古代的文学
典籍。《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写宝玉服侍
平儿化妆时说：“这不是铅粉，这是紫茉
莉花种，研碎了兑上香料制的。”《金瓶
梅》第二十七回提到的“茉莉花肥皂”，就
是用皂荚掺上茉莉花汁做成的一种高档
香皂。“刻玉雕琼作小葩，清姿原不受铅
华。西风偷得余香去，分与秋城无限
花。”赵福元对茉莉花的赞美，正是对茉
莉花的真实写照。

宋代的王庭珪和明代的沈宜修都认为
茉莉花是能与梅花比肩之花，它们虽然性情
相反，一个宜冷一个宜热，但它们芳心共具，
香魂相同。“逆鼻清香小不分，冰肌一洗瘴
江昏。 岭头未负春消息，恐是梅花欲返
魂”；“如许闲宵似广寒，翠丛倒影浸冰团。
梅花宜冷君宜热，一样香魂两样看”。

茉莉花

学习认字，当时家里还聘请了启蒙老师
教他《千字文》，七岁时跟父亲学习，九岁
读完了四书五经，十岁已能吟诗作对。
就算到了他二十四岁的时候命运依然很
好，这年他参加甲午乡试中试第三十六
名举人。然而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好
命运却没有光顾他。

清代的科举考试继承了明朝的考试
制度。直到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
才明令废止科举制度，其间二百余年的
时间里，根本就没有太大的变化。因此
儒生首先必须通过制艺考试，才能成为
可入县学的生员，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称
的秀才。在乡试中登第的秀才，称为举
人。通过会试、殿试登第的举人，称为进
士。进士中只有进入一甲、二甲者，才可
以进到翰林院中。

曾子城在中试举人后的当年十一月
就起身赶往京城，然而就在第二年，也就
是道光十五年（公元1835年）的三月，第
一次参加会试的他却名落孙山。好在这
年赶上了皇太后的六十大寿，增加乡会
试恩科一次是惯例，所以第二年还有一
次中第的机会。由于从北京返回老家湘
乡花销太大，在征得父亲的同意之后，曾
子城便留在了京城，等待第二年的恩科
会考。

在京城的这一年时间里，曾子城渐
渐开拓了自己的眼界。他除了继续勤研
经史外，又很快地沉醉于唐宋的诗词和
古文。他觉得古文可以任意发挥见解，
比起那拾古人余唾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
文，实在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然而让
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就在道光十六年的
恩科会试，曾子城却再一次与登第无缘。

虽说对此感到很失望，但想到自己
只有二十六岁，将来还有很多机会，也就
将这一时的挫折看得很坦然了。发榜之
后，曾子城便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
返回了自己的故乡。而在回家的路上，
却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种种原因，他身上的盘缠已所
剩无几，好在路过淮宁时，他便借了同
乡，当时任知县的易作梅的一百两银
子。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谁知在经过
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了一部精
刻的二十三史，因实在受不了书的诱惑，
便将自己刚借到的银两全部买了书，而
路上的花销，则不得不当掉自己身上的
衣物。当父亲看到曾子城花了百两的银
子只换回来几箱书时，并没有责备他，反
而高兴地鼓励说：“你借钱买书是件很好
的事，我会帮你把欠款还清的，但希望你
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接下来的两年里，曾子城清晨起床，
半夜休息，埋头苦读，几乎一年中都没有
出过家门。到了道光十八年（公元 1838
年），又是三年大会试的日子，曾子城再
次抵达了京城。

可喜的是这次参加会试，他在中试
的贡士中排第三十八名。四月，中正大
光明殿复试一等，殿试三甲第四十二名，
赐同进士出身。但依据惯例，列三甲者
是不能进入翰林院的。曾子城感到非常
羞愧，便打算第二天就回去，不想参加朝
考。好在同去应试的郭嵩焘千方百计加
以劝阻，劳崇光御史又答应为他圆转，他
才留下来参加了朝考。朝考入选后，他
于五月初二日被引见，之后改为翰林院
庶吉士。

经过自己的认真和努力，曾子城总
算走完了他的科举之路，那一年他刚好
二十八岁。随后曾子城便将自己的名字
改成了国藩，据说是涟滨书院的刘元堂
先生为其改的名，意思是曾子城乃是国
家的屏障和藩篱。不管据说真否，原意
是什么，但这位远居山村，出身寒素的曾
子城从此一跃进入了朝堂，从而不仅改
变了他自己的人生，也影响着晚清政府
的政治，军事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