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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斋闲话文人

风雅才女林文月

从孔夫子旧书网上淘得一本林文月
女士的散文集《人物速写》，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2015年1月第1版，布面精装，32
开本，大方典雅，拿到书后，喜悦的心情真
是无法形容，借用知名学者兼藏书家郑振
铎先生的话说，就是“高兴得弗得了”。

林文月女士是当代著名学者、作家、翻
译家，是连战先生的表姐，是台静农先生的
得意弟子，可谓生于名门，师从名流，春晖普
照，春风萦身，成长环境既已优裕，加之其天
赋又超群出众，所以一生事业辉煌，引得学
人仰望，也是情理中事。同时，她还是一位
绝世佳人，因为这个缘故，迷她的人群中，不
仅老少咸集，而且男女不拘。

胡洪侠先生在其《非日记》中曾记载道，
2001年秋天，扬之水女士到香港中文大学
参加一个颁奖典礼，活动结束后返回深圳，
胡洪侠请她吃早茶，扬之水聊起颁奖的嘉宾
时，兴奋得眉飞色舞，大声说：“我见到了林
文月，我终于见到林文月了！太美丽了！没
见过那么淡雅的美；太有风度了，气质真
好！如今又美丽又有才华又有气质的才女
太少了，我们这边都没有了。我要是男的，
说什么我也要去追求她！”与大多数读者一
样，寡陋如吾等也只能在图书中、网页上欣
赏过林文月的照片，觌面既已无缘，更无从
亲炙其德泽了。不过，就是照片上的惊鸿一
瞥，也能被其姣美白皙的容貌所倾倒。觉
得，她是一种典雅的才女式的美，特别是她
的一双眼睛，眸子中透出的是明净清澈的光
芒，亲切之中又含有一股清正之气，令人目
之忘俗。

不仅扬之水女士推崇她，董桥先生也
推崇她，说“二十多年亦师亦友的往还，我
认识的林先生是静谧而渊默的学者文人，
治学与为人永远展示出矜重的风范”（《伤
逝：遥寄林文月》）。去年深秋，李欧梵教授
访问海南，谈起林文月时也赞不绝口，说她
翻译的日本文学名著《源氏物语》《枕草子》
《和泉式部日记》等，功力深厚，节奏与韵味
自然独到，最为传神；还说，她举手投足以
及言谈颦笑之间，所流露出来的亲切温婉
与清纯之美，更是风雅迷人。记得，当时听
到对她如此高的评价，一种奇怪的念头不
由得涌上了心间：“如此高雅绝俗的神仙般
的才女，什么样的男士才能与其般配呀？”
忍了忍，到底没有说出口。

阅读胡洪侠先生的《非日记》一书，从
他在2002年5月3日的“补记三”中得知，
林文月的丈夫郭豫伦是著名的画家，也是
台湾五月书画会的草创人之一。郭豫伦
是林文月大嫂的弟弟，早在高中时代，他
们就认识了。他们的恋爱曾遭到林文月
父母的阻挠，后来，林文月的舅舅连震东
（即连战先生之父）见了郭豫伦之后，颇为
中意，就劝说林文月的母亲道：“阿姊，我
看这个年轻人，除了穷一点，也没什么不
好。他们既然相爱，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由此，他们才得以顺利结婚。婚后，林文
月对家庭尽心尽力，郭豫伦也给予林文月
极大的支持。《源氏物语》初译版与修订
版，以及林文月的多部作品的封面，都由
郭豫伦根据内容精心设计；至于她书中的
一些插图，也多是夫妻二人联手绘制。郭
豫伦得知林文月在倾力研究六朝文学后，
有一次还特意去买了一尊六朝时代的佛
像，悄然摆在书桌上送给爱妻。郭豫伦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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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收藏，林文月则经常陪同夫君一起玩
赏，并与夫君共同探讨藏品的身世与流
传，大有李清照与赵明诚在归来堂上烹茶
观书、赏画吟诗、摩挲金石的风雅情怀。

了解到林文月女士如此丰富雅趣的
人生阅历之后，更对其充满了钦敬之情。
林文月不仅是研究六朝文学的学者，是日
本文学的翻译大家，也是当代知名的散文
作家。有评论者说，林文月的散文融合了
中国六朝文学的瑰丽和日本平安时代文
学的典雅，风格华丽却不浓艳，读之如缕
缕淡香扑鼻而来，令人永难忘怀。现在，
她的散文代表作《人物速写》就已经摊开
在了案头，之后的几天里，盛宴饕餮，大快
朵颐，该是一种怎样的享受呀。

二十世纪末的农村，基本是家家户户
都养狗的。白天，狗在家里的常态是侧着
身体伸直四条腿躺在地上睡懒觉，可外面
一有个风吹草动，它会立马弹跳起来，瞬
间满血复活。这不，我们什么动静都没听
到，刚刚还在小憩的狗突然就跳起来跑
了。我正纳闷时，狗神采飞扬地回来了，
跑回来又跑出去了，那高兴劲像中了头
彩。然后，我就听到了自行车的“丁铃”
声，看到了父亲那熟悉的身影。狗跳几步
又回过去，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和身上蹭啊
舔的，亲热得像多年不见的故友在异地不
期而遇。

父亲在离家二十多里的乡政府上班，
代步工具是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自行
车在当时是个稀罕物，父亲说买自行车那
会工资只有四五百元，而一辆“飞鸽”自行
车要两百多元。父亲每次回来，总会从自
行车上解下一些令人垂涎三尺的物品，比
如几颗水果糖，一些桔子，或是一块改善
生活的肉。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自行
车承载的是满满的欢乐和期盼，把回忆揪
一揪，能淌成一条甜蜜的河。

后来上了初中，我去了离家十多里的
中学读书，平时都是和小伙伴步行去，走
几里路，再翻两座山就到了，那时读寄学，
要每周星期五下午放了学才能回家。阳
光正好的清爽日子，阴而不冷的怡人时
光，我都是和同学一道，踩着青春期独有
的谈资和终于放假了的欣喜与惬意，不知
不觉就到了家门口。

然而，也有天公不作美的时候，比如
没有预告的倾盆大雨，雪虐风饕的阴郁日
子，每每这时，在我走出校门没多远的地
方，我总会看到路边有一个亲切而坚定的
身影，向我微笑示意。然后，我就坐上了
自行车的前杠，坐进了父亲的怀抱，坐出
了幸福得如同公主的姿态。

记得每到农忙时，父亲都会比平时早
很多回家，把自行车快速擦干净后，就匆忙
到田地里忙活去了，狗总是喜形于色地跟
着他。有一次吃晚饭时，我忍不住偷偷问
妈妈：“妈，爸那么早就回来了，是不是上班
开溜了啊？”妈妈用力地瞪了我一眼：“你没
看见你爸满身是汗啊，他为了能帮我多干
点农活，肯定又把自行车骑得飞快咯。”

再后来，代步工具迅速更新换代，父
亲却还是始终如一日地骑着他的自行车，
工作时和时间赛跑，退休后与时间握手言
和。不管怎样，回家后，他一定要先把自
行车擦拭得锃亮锃亮，不染纤尘。

如今，坐上我的小汽车，父亲看着窗
外，若有所思地说：“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
变化真大，小车也进入我们寻常百姓家
了，坐在车上开着空调，不冷也不热，但我
还是更喜欢骑自行车那种舒服的感觉。”
我知道，父亲说这些话时，是满怀深情的，
毕竟，那辆自行车陪伴了他二十五年，车
里烙进了他青春的血液，工作的热情，还
有一家人，包括那条狗的温情。

河床里躺着的，不是缓缓流动的一湾
清水。是一块巨大的冰。往南看不到头，
往北看不到头。一夜之间，液体变成了固
体。动变成了静。生变成了死。软变成
了硬。凉变成了冷。倾诉变成了无言。
一切都变了。

它严丝合缝地镶嵌在河床里，却不是
透明的玻璃状。尽管死了，它还保持着水
的丰富和繁杂。

河边的冰层上，星星点点的白色孔
状。那是泡沫，来不及破碎就被冻住。一
些枯黄的树叶，保留着在水中打滚的姿
势。那个短暂的秋天，它们兴致勃勃离开
大树，约好跟着水流去远方，不料水流没
有它想象的坚定。它们在水中惬意的样
子变成了挣扎的样子。还有鱼。冰层里
的小鱼多么活灵活现，天真无邪。它们来
不及长大，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来不及经
历鱼的一生中的酸甜苦辣。在身体凝固
的一刻，它眼望远方，看见其他鱼的一生，
正乱纷纷地向它跑来，附着在它的身上。
确有那么一部分鱼类躲过了今年这一
劫。被冻着的这几条鱼，在代同类受过，
代它们接受上苍的安排。它这也是一生。

这么多的事物像被点了穴一样，明晃
晃地排列在冰块里。水流动的时候，它们
证明水是流动的。水停下来，它们证明水
死了。

这是遥远的北方。大地一片萧瑟。
寒风塞满天地间。是风使用了葵花点穴
手。冻住一层，再冻住一层。它们先冻住
地面上的东西，再把水冻住，还要冻住地
面下一两米甚至更深的地方。它们让整
个北方停下脚步。一年之中至少有三分
之一的时间是这样的状态。

初冬季节，河水开始冰冻。第一场雪
落下来，和在寒风中挣扎的水一起融化
了。第二场雪下来，和凝固的冰冻在一
起。第三场雪下来，覆盖在已经冻住的雪
上，层峦叠嶂。但仍有轻飘飘的雪花被冰
柱推开，找不到着力点。风吹着它们，东
一撮，西一堆，形成一个个小雪丘。远远
望去，河流一点都不平整。

坚硬的雪上本没有路，只要有人去
走，总会有路。一条小路深陷于雪中，曲
曲弯弯从河岸通向河中央，显得瘦弱和
委屈。小路的那头是两个穿着厚羽绒服
的人。

但我从不敢走到冰上去，仿佛看透那
个巨大的陷阱，它阴森地布好迷局，只等
我愿者上钩。我最多在河边轻轻踩踏一
下崛起的冰凌，稍微用力，咔嚓一声，便赶
紧躲回来。那两个人踩出的小径，对我形
成持续的诱惑，我数次产生“豁出去了”的
想法，走一遭又能怎么样？他们两个人不
是天天在小路上走来走去吗？而且我时
常看到零零星星的人从河面上穿过，有的
还推着自行车，都悠哉游哉的样子。

我终于没有踏上去。每个冬天都只
能从河边走过。我怯懦、顾虑重重。当时
不知为什么，现在找到原因了。上小学
时，我和小伙伴在村后的河冰上玩耍，踩
塌冰层，在小伙伴们的惊呼声中，下半身
漏了下去。后来好歹爬上来，保住了一条
命。当时寒风刺骨，我穿着湿漉漉的棉裤

《偶像大师》系列是日本南梦宫万代
公司2001年开始研发的大型偶像养成游
戏，2005年在街机平台发行，之后移植到
家用主机，并发行了数部续作。作品讲述
在一个默默无闻的偶像事务所——765事
务所里，玩家扮演的制作人培养十余名梦
想成为偶像的少女的故事。作品设定深
受当时大热的“养成系”偶像（以“早安少
女”为代表）影响，并继承了日本游戏制作
公司屡试不爽的“恋爱”题材，加上优良的
3D制作、动听的歌曲等，迅速红遍日本，
不仅唱片销路长红、玩家好评如潮，还开
设了真人演唱会，原本在日本销量惨淡的
主机Xbox360 也因该游戏的加盟而热
卖，就更深远的层面来说，《偶像大师》推
动了日本“御宅二次元”这一亚文化的分
化与发展，并衍生出“偶像”这一大门类，
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

动画的故事建立在游戏《偶像大师2》
的基础上，用25集的容量塑造了以女主
角天海春香为重心的十三位女性角色，颇
见功力。第一集以电视台纪实节目的视
角，记录了765事务所的日常情景，并大
致呈现了十几位角色的基本特点。像这
样一股脑让十几位少女全数出场，是非常
危险的做法，但《偶像大师》没有触雷。第
一集本来就意不在塑造角色，而是把最重
要的概念一步步渗透给观众，在看似松散
的采访中，少女们的日常生活、偶像事业，
描绘得透彻干练。仅凭这点，便能看出
《偶像大师》的剧作功底，远不是一部单纯
的“粉丝动画”。

之后的剧情发展则套用了较为轻松和
独立的“单元剧”模式，每集都有重点讲述
的角色故事，但并不顾此失彼，往往兼顾了
其他角色的塑造，让观众在观看过程中对
每个角色都能有充分了解。

剧中的励志大团圆结局，听来固然俗
套，但《偶像大师》其实另有突破。在角色
设定上，它首先避免了广遭诟病的“玛丽
苏”化、“傻白甜”化。比如女主角天海春
香，从小立志要成为偶像，团结群体，待人
友善，经常不小心摔倒。这些特点一罗列，
不免给人虚假失真之感。但作品对她的刻
画并未停留于表面，最后几集，这位一直面
带善良的微笑且因此拉近了大家关系的乖
乖女，发现自己逐渐力不从心、事与愿违，
甚至引来麻烦后，终于暴露了内心的脆弱。

偶像的烦恼千千万万，光环的背后是
阴影伴随，因为成名而没有时间聚在一
起，原本怀抱相同梦想的少女们，似乎也
要因偶像事业的残酷而分别。所幸，春香
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被及时点醒，最终在
友情和事业间走出了“中庸之道”。

细数《偶像大师》的重头戏，其实都很
“俗套”，比如春香消沉时回溯童年梦想而
醒悟、千早因精神压力失声在同伴鼓励下
终于引吭高歌等，但恰恰是这些“用烂了”
的桥段，体现出作品返璞归真的魅力，足
以震撼人心。

张新一文化评弹

光环背后阴影相随

王国华季候物语

冬天的河

周芙蓉流金岁月

父亲的自行车

不敢回家，怕挨揍，晚上躲到了奶奶家。
幼时阴影随着年龄的增长非但没有消失，
反而渐渐放大，影响到行事的各个方面。

一个连冻成冰块的河流都不敢穿越
的人，在河边走啊走啊。河流那么长。而
在浩瀚的天地间，它也不过一条蚯蚓。我
明确地知道，它的死只是暂时的。即便没
有源头活水，春风荡漾之际，那巨大的冰
块也会潺潺流淌起来。水中的小鱼舒缓
过来，漂浮的叶子由黄变绿，重新翻滚。
气泡一个接一个，吹起欢快的曲子。睁开
眼看到一个丰满而鲜活的世界。

水可以死而复生，人却没法走回头
路，一辈子都是不归路。

北方冬天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