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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牵一条家乡的小溪，进入我的梦境。

阳光可有可无。

房间里，有从天花板垂下的灯。

如果需要，就拉一拉床头边的灯绳。

还要有三、四月的溪水。

清澈、纯净，照得见人影。

必须有水草。

接近水面却并不深入，划拉出一漾一漾的

波纹。

矢车菊开在不远，成簇成簇的，娇羞而安静。

嗯，还得有砂砾、鹅卵石，靠溪，铺起一个

身位的坪。

熏衣草，扎成记忆的枕。

就这样和衣而卧，在下午三、四点钟的光景。

安于此时的恬适与慵懒，我要谢绝一切杂

念或杂音——

一觉不醒。

直到一根嫩白、纤柔的指头，抵住我的脖颈；

直到一串，清脆得有些遥远的笑声，

将我的白日梦，唤醒……

山
水
逍
遥

■
吴
辰

文
艺
随
笔

用
生
命

翻
译
﹃
莎
剧
﹄

■
张
帮
俊

岁
月
山
河

刨螺人
■ 李明刚

退潮后，西山海

沙丘坦露处，一道道刨痕

抹掉刚踩出的脚印

“咔嚓”一响，他挪开螺刨

脚拇指一挑，大白螺露出沙地

接受海风湿热的爱抚

螺刨翻起的小蟛蜞

成为觅食海鸟的美味

风飞浪卷，海的蔚蓝扬上天空

潮水去而复返，他的影子

起伏海水中。海水舔湿的脚趾

不停地掀出惊喜。汗珠在掉落

爬过潮痕密布的额头和沟壑丛生的脸

那颗经历风霜的心

已被海风吹热

旧时光或白日梦

■ 陌上霜子

老话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
果硬要在二者之间分个高下，万卷书易
读，而万里路难行。“纸上得来终觉浅”，
就读书而言，人和书本之间毕竟还隔了
层纸，而相比之下，那些用脚走出来的人
生才更加令人印象深刻，毕竟，那些走过
的路已经写进了我们的人生，路上的每
一个足迹，都被印刻在了我们的生命里。

这“行万里路”，现在常谓之“旅游”，
我们总是迷恋旅途上的风景，憧憬着“生
活在别处”，声称“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
要在路上”。有时候，旅游甚至成为了一
种习惯，一旦有时间，不出去走一走总觉
得无所适从，闲暇无事，我们也喜欢翻阅
旅游时的照片，寻找那种“在路上”的感
觉。

不仅是我们，古人也喜欢旅游，在那
个没有手机、单反、拍立得的时代，古人
执着地用画笔记录下沿途的风景，留下
了一幅幅山水名卷，而在纸飞墨香之间，
是一段段让人传诵至今的千古佳话。

说起山水画卷，就不得不从展子虔
的《游春图》说起，作为中国现存较早的
一幅山水画卷，这幅诞生于隋朝的名画
可以说是备受历代帝王将相、名士雅人
的关注。这幅画目前收藏在故宫博物
院，在早已泛黄的纸上，大大小小的题签
比比皆是，这里边最有名的是宋徽宗，而
宋亡之后，元代王室也对它情有独钟，有
元一代，还专门组织多位文人在其背后
赋诗，其中张珪的“东风一样翠红新，绿
水青山又可人。料得春山更深处，仙源
初不限红尘。”一诗真能称得上是可以传
世的佳作。只是，帝王之家从来明争暗
斗，纵使临观这幅《游春图》也难得画中
之意，更未必能理解这“游”字的精髓。
《游春图》画面简洁明朗，就是一片山家
景象，绿水青山，山间有几处佛寺，一艘
小艇载着几位女子，时间就定格在了风
静波止的那一刻。与那些以明净的线条
勾勒出来的山水木石不同，展子虔对人
物形象的描绘却是极工，即便是那些小
如豆粒的人物，其神态动作也活灵活
现。一幅《游春图》，是绘景，是画人，或
者人也是景的一部分，再或是人才是最
美的景？个中奥妙，画家与观画者自是
心照不宣，只是不知那画中泛舟之人今
日又在何方。

如果说在展子虔的《游春图》中，所
“游”的是一时春光的话，那稍晚不久，吴
道子的《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则将蜀中
嘉陵江的三百里风光皆收入卷中，朝晖

夕阴，远山长江一一尽致。吴道子被后
世誉为“画圣”，这可不是浪得虚名，据传
说，唐玄宗久思蜀中景色，却无法离开长
安，便令吴道子和李思训二人亲赴蜀中，
为他将美景移于画上。于是，两人从陕
西出发，一路乘船入蜀，饱览嘉陵江美
景，无论是明如镜、青似靛还是白浪滔
天、乱石盈江，都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
象。一路上，李思训不停作画，等回到长
安之日手中已经攒下了数十卷画轴；而
吴道子则像一名专心致志的游客，一路
游兴极高，根本不谈画画，到了长安，他
竟空着手去见唐玄宗。唐玄宗看了李思
训的画卷，感叹蜀中风景绝美，而临到吴
道子却看到他两手空空。唐玄宗诧异，
问吴道子为何不曾作画，吴道子答曰沿
途风景，皆记于心。于是，唐玄宗给吴道
子三月时间，令其画出嘉陵江沿途三百
里，否则治其欺君，怎料到吴道子挥毫而
就，将三百里嘉陵江一日之内搬至长安
大同殿中，唐玄宗纵使贵为一代帝王，面
对这生花神笔也只能叹为观止。只可
惜，这幅《嘉陵江三百里风光图》当初是
作于壁墙之上，原画早已不存，但是有看
过这幅画的人无不称其为“神品”。吴道
子作画借鉴了裴旻剑术与张旭草书，有
评价称其“恣意”者，可以说是一语道破
天机，吴道子画嘉陵江，之所以能在帝王
面前夸胜，其原因则在于他早将三百里
嘉陵纳入胸中，他所恣意的不仅是画卷，
更是自己的生命。也许，《嘉陵江三百里
风光图》之所以不存，也是上天怕这位画
圣夺了自己的造物之功吧。

山中风景固好，市井风景也别有一
番风情。大隐隐于市，心远地自偏，那些
街上往来行人不正如流水，高楼广厦间
不绝类深山吗？何况人生海海，多少波
澜，惟宠辱不惊者，能参透其中三味。说
到市井百态，人间山水，就不能不提宋代
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了，这幅长卷将

旧时汴州繁华一一写尽，一条汴河远远
地从郊外流向城内，宋都盛景由是展开，
各类商贾云集、酒旗招展似迎风林木，而
游人如织、摩肩接踵则似空谷流云，更何
况那条汴河本身就是美景，长桥如虹，激
流如带，带不走千古风流。更值得一提
的是，在《清明上河图》中，不仅有都市盛
景，更时时似能听到西域驼铃清脆、塞外
马蹄声声，这些都使这幅名画在写城市
百态之外更多了些别样的生动。其实，
即便是不能入山进林，坐在汴河两岸酒
肆茶馆，最好是选一个二楼靠窗的位置，
俯瞰红尘万丈、碌碌众生，也不失为一件
乐事，足可物我两忘。

而城市毕竟是城市，如果能有一笔
闲钱，在人迹罕至之处能够置办一所宅
院，哪怕是一间茅庐，无风雨之患，胥吏
之扰自然是最好。于是，一幅《富春山居
图》引来了古往今来多少人的向往。黄
公望的名画之所以为国宝，其名果然不
虚。和吴道子将景物置于胸中，一日之
内泼墨而做出的嘉陵江不同，黄公望的
《富春山居图》则显得更为古拙，他并不
重墨彩，而是以线条勾勒山水，然而画树
树遒劲、画石石巍峨、即便是那一江流
水，曲折蜿蜒之处也各有风格，黄公望用
墨及其淡雅，将山林清幽尽显纸上，墨色
与林色相得益彰，观之引人入画。黄公
望作此画历经数年，作画前常对着江水
丛林枯坐终日，乃至不思饮食。黄公望
放不下这一山秀色，直到颇感老之将至，
才匆匆将其题签落笔，无怪乎山水峥嵘，
那富春江中流的乃是这位画家一生波
澜。

古人还有一类“卧游”。或是由于年
事已高，或是由于出门不便，甚至是“父
母在，不远游”，很多人有一颗在路上的
心，却被现实捆绑在斗室之内。南朝有
位画家宋炳，年少时曾云游四方，而老年
疾病缠身，无力远行，便将一生所见画于
纸上，挂在病榻周围，这样，一睁眼就似
乎又回到了群山环绕之中，一闭目则似
乎能听到风吹松林、鸟鸣幽谷，更间以山
涧水流之声，足以让人忘却这沉重的肉
身。我们已经无缘看到宋炳当初为自己
画的那些画作，但是他留下了一句话，却
颇有深意：“万趣融其神思”，一切皆是

“畅神而已”。我们今天的旅游不也是这
样吗？天地之大，何如心宽，揽山水入
怀，畅神怡情，这能让我们更加积极地面
对未来的生活，寄身此间，惟内心逍遥难
得，若得此中真义，则悟至道。

贝民家的平房有两层，一楼是6
间门面，后面有厨房，二楼是客厅与
卧室。每天只要吃过早点，贝民就
去开店铺卖东西，直到天黑才回到
二楼休息。贝民家在路边，从路上
经过的人复杂，如果没有狗看哨，会
感到不放心，尤其是更深夜静的时
候。在6年前，贝民去亲戚家抱来一
条小狼狗，准备养大用于看守房屋。

小狼狗的毛全是黑的，贝民给它
取名黑黑，平时人吃什么东西，就让
黑黑吃什么。没有过去多长时间，黑

黑就长得胖胖的，如果见到陌生人，就会汪汪、汪汪地吠叫起来，小家伙
煞是可爱。从贝民家门前经过的人多，黑黑基本上都用铁链拴着，避免
它跑去咬到陌生人。每当见到家人送食物去，黑黑会高高地立起身子，
两只前脚在空中写来画去，表达对主人的感谢，以及对自由的向往。

可能是连续下几天雨的缘故，有两块比轿车还要大的巨石，陡
然从他家后面的悬崖上滚下来，石头就像比赛滚得飞快。有一块
巨石砸通贝民家的房顶，摔在二楼的房间里，又穿过二楼的地板冲
到门面中；另一块巨石把房子后面的厨房砸得破碎不堪，落到正在
吃早点的贝民身上，牢牢地压着他的身子。

山崩地塌的时刻，贝民的妻子王琴还在二楼的卧室睡觉，感到房
子在激烈地摇晃，她便迷迷糊糊地爬起来，匆匆走到客厅，通过客厅
的楼道，准备赶紧下楼去。在楼梯上行走时，王琴听到一声无比刺耳
的巨响，如同东西爆炸。在惊慌失措中，她不知道要返回客厅，还是
继续下楼去。

最后，王琴鼓着勇气冲下楼，快速朝外面逃跑。听见可怕的响
声，在厨房里洗刷碗筷的女儿春苑立即丢下碗筷，拼命地逃走。从家
中跑到几十米外的安全地方，心惊肉跳的春苑哭泣着对母亲说：“爸
爸还没有出来。”当时地面还在晃动，母女俩不敢轻易回去，等待震感
减弱她们才回到房屋周围寻找贝民，可惜无论如何查找，始终找不到
丝毫踪影。

10多个村民匆匆赶来，加入寻找贝民的人群，经过在房子周围、
门面里的废墟上左寻右找，仍然不见贝民的身影，大家都觉得奇怪，
他到底在哪里？春苑告诉村民，她从厨房里逃跑的时候，父亲还在吃
东西，他肯定没有去远的地方，也许被埋在废墟里面了。厨房中、门
面里到处是废墟，即使贝民被埋在里面，也难得确定具体位置。

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细心的村民贝壳向四处张望的瞬间，
发现被铁链拴着的黑黑显得狂躁不安，拖着链子东奔西跳。黑黑
挣扎得非常厉害，最终挣脱项圈。让贝壳感到意外的是，黑黑拼命
挣脱铁链后，本来可以逃跑的，可是居然没有走远，而是窜到厨房
中的巨石旁边，不停地把脑袋钻入石头和地面留下的微小空间里，
伸进前爪去拼命刨石块。

黑黑的嘴里还持续地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似乎想告诉人们什
么东西。在现场的五六个村民，虽然知道黑黑心急如焚，但是无法听
懂它哼叫的意思。黑黑的异常行动，引起贝壳的格外注意，他赶快跑
到黑黑身边，蹲在后面寻觅，在巨石下面被狗刨开的石头缝里看见贝
民的头，身体都被石头压住。

贝壳朝里面连续喊几声，无论他多么用力地叫喊，竟然都没有得到
任何回应。贝壳马上喊其他人进来展开营救。大家想用手将巨石抬
开，可惜由于石头很大，10多个人都无法抬起来。在无可奈何的情况
下，他们只得借助滑轮，只有先将石头吊开，才能把贝民搬出来。

村民去拿滑轮时，黑黑不去其他地方，而是沉默着趴在地上，好好
地守在贝民的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巨石，仿佛在考虑什么特别重要
的事情。村民找来滑轮，迅速将巨石搬开，贝民被砸得粉身碎骨，早就
停止呼吸，在他的遗体周围，有不少鲜血。黑黑连忙从地上爬起来，跑
去嗅嗅贝民的遗体，失望地躺在旁边的废墟上，两只眼睛簌簌地掉泪。

几分钟后，五味杂陈的黑黑忽然站起来，用头猛烈地撞击砸死贝
民的巨石，似乎是在还仇。站在石头前面，愤怒的黑黑不停地撞击，
仅仅撞几秒钟，突然倒在血泊里，很快停止了呼吸。王琴忍着痛苦，
在房子后面的土堆上将黑黑掩埋，先用草撒在狗的尸体上，然后再盖
上被单。披着霏霏细雨，她反复地整理被单的边角。

《莎士比亚全集》作为经典的世界名
著，从它诞生起，就受到了世界各国的关
注，被争相翻译出版。上世纪三十年代，
日本学者坪内逍遥译出日文版，被日本
人称之为日本的骄傲。而与此同时，一
位中国青年，也开始翻译此书，可谁也不
曾想到，他会用十年之功，用毕生精力使
莎剧翻译国上多加了个“中国”。而大作
成功之时，这位叫朱生豪的年轻人却“油
尽灯枯”，很遗憾地走完了他短暂而辉煌
的一生。正如其妻宋清如所说：“凡前后
历十年而全稿完成，夫以译莎工作之艰
巨，十年之功，不可云久，然毕生精力，殆
已尽注于兹矣。”

1935年，世界书局开始着手翻译莎
士比亚全集。此时，之江大学毕业的高
材生朱生豪有幸被推荐来此担当重任。
早在中学时，他就接触到莎士比亚作品，
也深深被这部巨著所吸引。但是，翻译
这部巨著则需要才学与毅力。才学朱生
豪具备，而真正促使他接下这个宏伟工
程的是，他内心涌动着的民族心。因为，
他从新闻上得知，在日文版莎剧出世后，
有日本人嘲笑中国是无文化的国家，连
莎士比亚的译本都没有。这让朱生豪非
常生气，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他决心
来填补这项空白。于是，他一头扎进了
莎士比亚的世界。

为了确保莎剧的完整性，朱生豪收
集了许多不同版本与参考资料。按照他
的估计，差不多两年时间可完成翻译工

作。然而，人算不如天数，就在朱生豪废
寝忘食地工作时，抗战爆发了，神州大地
已经容不下放一张书桌的宁静。日军进
攻上海，在炮声中，朱之豪放在书局的大
部分译稿与资料都在大火中毁于一旦。
不久，同样的情况再次发生，重写的译稿
又因战火遗落了。没办法，待时局稍微
稳定下来，朱生豪一家搬到嘉兴朱氏老
屋后，他便开始“开快车”、“开夜车”加班
加点赶写。他的工作效率惊人，半年时
间就补译完丢失的稿子。

一张书桌，一把旧式靠椅，一盏小油
灯，一支破旧钢笔，一套莎翁全集，两本
词典，这就是朱生豪的全部写作家当。
就在这一间农房里，他夜以继日专心译
作，没有必出门不可的事，他可以不出这
间书房。用朱生豪的话说：“饭可以不

吃，莎剧不能不译。”当然了，他一心用
在译书上，生活的重担就完全落在妻子
宋清如身上，难能可贵的是，妻子一直
是朱生豪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用她的话
说：“为了帮助他实现理想，就必须在现
实生活层面给他依托，别的可以省，饭
不能不吃。”

由于长期超负荷熬夜工作，到了
1944年春，朱生豪的身体已经非常虚
弱了，但他还是，继续写下去。眼见身
体一天天变差，他对妻子说：“莎剧还有
5个半史剧没译完，早知道一病不起，
就是拼着命也要把它译完。”就这样，他
拖着病体一直坚持写作到生命的最后，
1944年12月26日，朱生豪病逝，年仅
32岁。

1944年，上海世界书局分三辑出版
了朱生豪的莎剧译稿，共计27部剧本。
这部凝聚朱生豪毕生心血的译作，被后世
认为是迄今为止国内莎剧翻译的巅峰之
作。许多人因为朱生豪才走进了莎士比
亚的世界。一些外国研究者简直不敢相
信，这高质量的译文是出自一位中国人之
手。“他的才学固然令人钦佩，但价值更高
的，是他的精神，尤其是，他那种一定为民
族争一口气的志向和勇气，那种传播人类
最宝贵精神财富的神圣使命感。”这想必，
是后人对朱生豪的最高评价。

当现在众多的读者在享受来自莎翁
的精神食粮时，也应感谢朱生豪，这位早
该树碑立传的人物。

千年之前，诗人赵友直感知到，
一夜薰风带暑来，闲看槐荫满庭台，
夏已至，“立夏”在他的笔下剔透饱
满起来。喜爱初夏，有种清新的蓬
勃，含蓄中张扬着稽荡，腼腆中蕴含
着澎湃之势。

立夏时光，一纸清绿洇晕，斑驳
阳光筛落而下，和着树叶婆娑。夏，
显示着它的威力，孩子们脱下厚重
的衣物，轻装上阵，一下子轻盈漂浮
了起来，沿着干涸的沟渠，上蹿下
跳，在丰满的田野上，飞奔疾驰。一
头扎进清风里，和骄阳撞个满怀，小
麦稠密茂盛，青青的籽，孕育着一季
的收获，几日阳光呵护，就该饱满转
黄了，期待着，喜悦着。

立夏的樱桃是喜人的。儿时，
大姨家有一棵硕大的樱桃树，遮阴

蔽日般长在院子里。春天一家人在樱桃树下洗涮，吃饭，一张小桌，
一家人。夏天在树下乘凉，树在风来。立夏过后，樱桃像是得到了指
令似的，像是“忽如一夜‘夏’风来”般，不几日，青青的樱桃挂满了枝
头。每次看到结樱桃了，我都问大姨：“这樱桃什么时候能吃呀？”大
姨看着垂涎欲滴的我说：“等黄了，红了就能吃了。”“那要多久呀？”

“快了，天一热就能吃了。”我只盼着天热，那样就能吃樱桃了。
立夏过后，水果渐次登场，当然也包括那挂满院落的樱桃，红艳

诱人，清香弥散。
泥新巢燕闹，花尽蜜蜂稀。还有什么能比燕子和蜜蜂更能搅活

立夏的灵气呢，燕子掠过灌浆的麦田，蜜蜂在花丛中沉迷，燕飞蜂舞，
草青树翠，虫鸣鸟啾，宛如一幅醉人的节气画。只是这画是生动的，
石榴花的热烈，槐花的素雅，夏麦千里，云丝缠绕，流影浮荡，清绿迷
人，这诗意的美好，令人心旷神怡，让夏天蒙上了轻灵的臆想。

立夏时，新麦还没收割之前，先把家里的陈粮卖了，这几天家家
张罗着卖粮食，卖完粮食，趁着磅秤在，左邻右舍都来称称自己冬天
时有没有猫出几斤肉。乡村有个说法，立夏称重，夏天人就不怕热，
也不会生病。幼小的婴儿包块红布，用杆秤称，大人们嘻嘻哈哈，讨
个吉利，孩子们欢喜热闹。

百花过尽绿成荫，春已尽，夏未至。万物脱去了虚华，变得沉稳
而又节度，院子里的柿树宽大厚实，把小院拥入怀中，墙角的葡萄藤
还在激情地攀岩，它总是适时地裹住院墙，在一片苍绿中，斑驳着淡
淡的茄紫色。屋外的梧桐，大片大片的叶子，按捺不住欢喜，在树枝
和着轻风摇曳时，“噗嗤”笑出了声。看似忙碌的人们，还在与节气处
于漠然疏离之时，那灵性的植物们已和立夏打成一片了。

《遵生八笺》里说，“孟夏之日，天地始交，万物并秀。”愿做一清新
之人，立在节气的小径上，抚摸岁时的留痕，仿佛是那蚕豆项链，依稀
还挂在胸前，喜不自持。闭目，回想，生长，在饱蘸诗意的立夏，牵着
爱人的手，游荡在辽阔的田野里，听四季的回声，观流云的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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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初
■ 林杰荣

最初的时光

我们从不遗漏花期

欣然盛放，也甘愿落败

我们足够轻盈

落脚的时候无需寸土必争

缝隙里也可以自由往来

目光，审视眼前的世界

不够彻底的进化

令我们慢，而且简单

甚至，还有许多空白之处

铺满了原始的阳光和雨露

天平上只有对称的男女

时间不能随意拨动一克砝码

桃花泛红的时候依然扬起阵阵燕语

朦胧的山川，全都源自诗经

潮起又南疆，声催意激昂。

家开千扇牖，客至五洲商。

逐梦群贤聚，征帆沧海扬。

明珠添异彩，彼岸正前方。

海南自贸港启航
■ 王健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