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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吴军闲话文人

才子佳人 柴米夫妻

朱生豪是民国时期著名的莎士比
亚戏剧翻译家、诗人，他克服难以想象
的困难，以惊人的毅力，译出了莎士比
亚全部剧作37部中的喜剧13部、悲剧
10部、传奇剧4部和历史剧4部，共31
部，唯有历史剧中《理查三世》《亨利五
世》《亨利六世》（上中下）、《亨利八世》
6部尚缺。朱生豪的译文明白晓畅、忠
实原文意趣，然而，朱生豪除了在艰苦
的条件下不屈地翻译莎士比亚的感人
经历之外，让人感动的还有朱生豪与
宋清如之间才子佳人、柴米夫妻的爱
情故事。

20世纪30年代初，朱生豪宋清如
相识于杭州钱塘江畔的之江大学。许
多年后，宋清如回忆起初次认识朱生
豪的情景时说：“那时，他完全是个孩
子。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
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
可近。”

朱生豪和蕙质兰心的宋清如“一笑
低头意已倾”，开始了频繁的诗词酬和。

朱生豪这个瘦弱苍白、寡言内向的
才子，却向宋清如写了不少动情的诗和
信，朱生豪深爱着宋清如，他的似水柔情
都浸润在字里行间。1941年底，日军突
然侵略上海，朱生豪任职的《中美日报》
被荷枪实弹的日军占领。朱生豪从上海
避居故乡嘉兴，后来又避难乡间。而宋
清如则随家人去了四川，国难当头，几经
聚散，两人的心灵却从没有距离。

朱生豪给宋清如写信说：“似乎我每
次见了你 5 分钟，便别了你 100 年似
的。”“我并不愿自拟为天才（实在天才要
比平常人可怜得多），但觉得一个人如幸
而逢到一个倾心相交的友人，这友人实
在比全世界可贵得多……如果我有希
望，那么我希望我们不死在同一空间，只
死在同一时间。”

朱生豪有一封给宋清如的未曾发出
的信这样写道：“要是我们两人一同在雨
声里做梦，那意境是如何不同，或者一同
在雨声里失眠，那也是何等有味。”字里
行间是真诚而平淡的爱情味道，真的是
永远隽永浪漫。

1942年5月1日，朱生豪和宋清如
终于在上海举办了婚礼，他们的爱情结
出了甜蜜的果实。宋清如的老师、词学
大师夏承焘先生为他们题写了：“才子佳
人，柴米夫妻”八个字，是对他们的爱情
和婚姻的最好概括。

在失业中借新衣服举行婚礼的这对
夫妻，从此携手翻译《莎士比亚戏剧
集》。朱生豪埋头译述至死，宋清如始终
是他忠实的助手和伴侣。1943年1月，
朱生豪和宋清如带着莎氏全集，来到了
朱生豪的嘉兴老家。一张木桌，一把旧
靠椅，一盏小油灯，一支旧钢笔和一套莎
翁全集、两本辞典就是全部的工具。朱
生豪闭户译作，足不出户，没有必要，他
连楼都懒得走下来。每月上旬，宋清如
总是先把米买好，其他开支能省的一律
省去。刷牙用盐代替牙粉，朱生豪头发
长了，由宋清如用剪刀修剪。没有钟，起
床以天明为准。没有电灯，而灯油也省

宋清如与朱生豪

着用。宋清如每天烧饭、买菜、洗衣。偶
有空闲，便帮工做衣，补贴家用。尽管生
活拮据，但宋清如成了朱生豪潜心翻译
的重要支柱。一次，宋清如回了娘家，朱
生豪竟每天于雨中站在门口青梅树下等
候，捡一片落叶，写一首诗：“同在雨中等
待，同在雨中失眠……”

忙碌的翻译之余，朱生豪和宋清如
把选编《唐宋名家词四百首》作为休息方
式，两人笔底生花，五十年后，宋清如出
版了《寄在信封里的灵魂——朱生豪书
信集》。

朱生豪曾对宋清如说：“我很贫穷。
但我无所不有。”贫病交加中，朱生豪用
高雅的散文语言，翻译了三十一部半莎
翁剧作。在译到《亨利四世》时，朱生豪
突然肋间剧痛，经诊断，确诊为严重肺结
核及并发症。

1944年11月的下旬，朱生豪病情
加重，日夜躺着，无力说话，更无力看
书了，他对日夜守护他的宋清如说：

“莎翁剧作还有 5个半史剧没翻译完
毕，早知一病不起，就是拼着命也要把
它译完。”

临终前两天，朱生豪喃喃地说：“我
的一生始终是清白的。”这天晚上，朱生
豪叫了声：“清如，我要去了！”宋清如大
声呼叫，他才渐渐苏醒。

1944年11月24日中午，朱生豪口
中念着英语，背诵莎士比亚戏剧的台
词。26日中午，朱生豪忽然叫道：“小青
青（指宋清如），我去了！”他就这样永远
地走了。这一年，朱生豪和宋清如都只
有32岁。

朱生豪撒手人寰后，被施蛰存誉为
“有不下于冰心女士之才能”的宋清如除
了含辛茹苦将还未满周岁的儿子养育成
人，又念念不忘丈夫朱生豪未竟的事业，
殚精竭虑补译出《亨利五世》《亨利六世》
等剧。

冯海鹏佳节词话

古诗中的母亲

从古至今，母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母亲的形象深深镌刻在每一个人的心
中，成为一生永存的情愫。

母亲总是辛苦，为儿女付出从不求
回报，付出成了一种理所当然。孟郊的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早已经深入
人心，成为母爱的代名词。而早在先秦
时期佚名所做的《蓼莪》中就有对母亲的
歌颂，“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
生我劬劳。”写出了母亲养育儿女的辛
苦，而“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抚我畜我，
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报之
德。昊天罔极！”详细描绘了母亲养育子
女的日常温暖的情景，亘古未变。然而，
天灾失母，作者的痛苦无依母恩难报嚎
啕而出。“辛勤三十日，母瘦雏渐肥。”白
居易的《燕诗示刘叟》以燕子的视角道出
母亲的辛苦与付出，令人动容。王建的
《短歌行》“人家见生男女好，不知男女催
人老。”更是让人心下感慨。时光荏苒，
儿女长大，而母亲却在时光里一天天老
去，催老父母的是时光，更是为儿女付出
的勤苦与爱。

雁峰书院的前身是雁峰社学，位
于研经书院（研经书院是清末爱国诗
人冯骥声于 1884 创建的，其遗址在今
府城鼓楼之东）东边的原府学宫故址
上。

乾隆三十五年（1760年）府学宫迁
移时，琼州府将其遗址改作试院，但仍
剩下不少空地。第三年，琼山乡绅吴
位和、吴必禄、杜常辉、冯文蚧、温星
阳、温维新、何朝辅、毛映斗等人共集
白银 2000 两在试院旁创办了一间社
学，延请名师教育本县子弟。因名贤
丘濬曾在此处读书，写过一篇《雁集琼
庠序》，又因社学对面不远处有座三元
峰，峰上有明人创建的三元塔，故将社
学命名为“雁峰”。雁峰社学草创时有
讲堂5间，斋舍12间，大门3间。这是
当时府城的唯一社学。后来，雁峰社
学岁久倾颓，至道光三年（1823年），吴
典季弟吴玢等人首倡，由知县于学质
主持，共集资光洋 5400 多元，加上原
由吴玢掌管的社学经费本息银 2200
多元，对社学进行重修，并改社学为书
院，院名仍冠“雁峰”两字。雁峰书院
只招收琼山籍的生童，属于县级书
院。至此，琼州13州县都有了自己的
书院。首任院长为琼山县著名学者王
承烈担任，他连续在该书院主讲时间
长达12年。

道光九年（1829年），知县苏启召集
乡绅捐款得光洋 3800 元作为书院经
费。书院的正课生童膏火数额和琼台书
院相同。

咸丰元年（1851 年），知县张霈重
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知县刘福
宋将研经书院和雁峰书院合并，成立琼
山县两等小学。第二年，知县方绍震力
加整顿，延请理化洋文教员进行教学，校
长由琼山名士曾对颜担任。至宣统元年
（1909年），校名改为琼山第一高等小学
校，由名士张瑞銮任校长。

民国2年（1913 年），改为琼山县立
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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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总是期盼，期盼儿女归来，期盼
儿女平安，期盼成了一种别样的爱。白
居易在《燕诗示刘叟》中，“雌雄空中鸣，
声尽呼不归。”声声燕母声声呼唤的真
情。“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蒋士铨

《岁暮到家》）是母亲见到子女归来关切
和欢喜，“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蒋
士铨《岁暮到家》），更是一言道尽心中的
喜不自禁。“慈母倚门情，游子行路苦。”
（王冕《墨萱图·其一》），母亲总是那样，
倚门而站，望着远方的路，希望看见，那
路上，就有归来的人，而在路上的游子，
何尝不时时刻刻思念母亲呢！

母亲最怕辞别，辞别总有万语千言，
总有万千关切，但总是无从说起，唯有泪
千行，那泪是对儿女的牵挂，是对儿女的
祝福。看黄景仁《别老母》“搴帷拜母河
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惜王建《渡辽
水》“来时父母知隔生，重著衣裳如送
死。”而白居易《母别子》中一句“母别子，
子别母，白日无光哭声苦”让人满面酸
楚。此外，我们的大诗人李白，大笔一
挥，一首《豫章行》“老母与子别，呼天野
草间”，直把母亲的泪肆意滂沱酣畅淋漓
地描摹出来。。

母亲是儿女的依靠，是子女心灵的
寄托和牵挂，作为子女，别让“霜殒芦花
泪湿衣，白头无复倚柴扉”的遗憾留在心
间，当感恩于今日，“十五彩衣年，承欢慈
母前。”

梁统兴琼岛风物

雁峰书院

王南海渐远风雅

老粗布情结

从小喜欢姥姥织的老粗布，柔软，
舒适，古朴，典雅。姥姥总是在劳碌了
一天后，下到地窨子里，开始纺纱织
布。那木制的织布机，梭子响着，仿佛
是一首永远不歇的歌曲，伴着我童年
的梦。

曾几何时，以为这种古老的织
布工艺，早已随着现代化机器生产
而消失殆尽，直到那一天，我们在河
北农村，寻到这古老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迎接我们的女士说：“是祖祖
辈辈的织布技艺吸引着我，让我根
本放不下。”

在她家的陈列室里，那一墙面的
老粗布，简直让我爱不释手。老粗布
不仅摸起来特别舒服，手感厚厚实实
的，而且，居然有各种花色，各种纹
路。不仅有大床单，还有漂亮的小饰
品，每一件都织工精致。让人一下子
仿佛回到了古朴的田园生活，窗外桃
红柳绿，室内宁静温馨。这是一种让
人心静的老粗布，那是人们一梭一梭
编织而成，摸在手中，仿佛可以感知
岁月流逝。

女人笑笑说：“老粗布，可是地地道
道的宝贝。它看起来没有那么花哨，可
是，却返朴归真，大巧若拙。这拙，可不
是愚笨，而是一种稳定的美，宁静的美，
质朴的美。就像是一种温暖的情谊，不
惊艳 ，却长长久久。”

很多老粗布两块对折，几十块用
印有喜字的红绳绑在一起，我好奇地
问：“这是做什么用的？”女人答：“这
是我们当地的一种历史悠久的风俗，
女儿要出嫁前，妈妈就要亲手织这种
老粗布，一梭一梭，把所有的爱，所有
的祝福都织在老粗布里，等到出嫁的
时候，娘家人把老粗布摆放在新房
里，新娘子嫁到婆婆家，可以根据当
时所需，用这些老粗布做衣服、做褥
子。”

出于好奇，我想去看看当地人是
如何织布的。女人把我带到一户农
家，在农家院的门洞里，竟然摆放着
两个大大的木制织布机，织布机上已
经织好了很长的布料，卷得厚厚的。
一位满头白发的阿姨坐在那里织布，
手脚配合得那么默契，她一直笑意盈
盈地和我们攀谈，手上和脚上的活计
却一丁点也不耽误。织出来的粗布
那么平滑、细腻，颜色搭配那么美
丽。老阿姨说，无论喜欢什么花色，
她都可以织得出。这种感觉多有成
就感！我问她：“织布是为了卖吗？”
她摇摇头，说：“不，这是织给家里人
的，大部分留给孩子。”这木制布机，
虽然工艺原始，却步骤严格，如果想
织出一匹漂亮的老粗布，需得长年累
月的练习才行。

在众多老粗布中，我对那席印有
花朵的粉色老粗布情有独钟。漂亮
的小花朵，整整齐齐地排列，仿佛是
春光乍现在小屋里。很多老粗布，可
以制成漂亮的中式服装，彰显古朴之
风。关于老粗布的资料介绍中如是
说：“传播中国文化与匠人魅力，让更
多人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热爱中国手
工老粗布。”

据说，在《西京杂记》中曾记载从
明代万历年间至民国时期，河北妇人
昼夜纺织，不出户庭，家业益盛。布市
以城内为最盛，每遇集期，妇女抱布贸
易者如云。而且，随着时代发展，人们
在技术上不断创新，从两匹缯发展到
四匹缯，产生出更多组合变化、极具乡
土色彩的老粗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