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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鹤之应

草草杯盘共一欢

江舟

海口椰林路，走过去是1120步，走
回来是1117步，有趣。

为什么来回会相差三步？先卖个关
子，后面再解答。

海口椰林路，是一条不大的路，全程
宽度仅可会车。它东起五指山路，西至
南宝路，长度为784米或781.9米。为什
么这么精准？因为我是用脚来丈量的，
都说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
长的路”。

我曾无数次从东步行到西，又从西
步行回来，也就是从五指山路走到南宝
路，再从南宝路走回五指山路。是有意
丈量？是无所事事？

都有。还有，我不但数了步数，我
还数了树。既然称为椰林路，那此路
就少不了椰子树。当然，椰子树是海
南岛的树，全岛多得无法计算，但在市
区并不多，而这椰林路，椰树则是不可
或缺的。走过去时，我边数步数边数
树，一共是32棵，怕一心二用数不准，
走回来时再数一遍，准确无疑，是 32
棵，大多是身材瘦削，呈半弯状，并且，
有一棵已秃了顶，像是老了，有两棵受
了伤，株干上有两个深深的洞，不过它
们还在顽强地活着。活着就要经受风
雨的侵袭，经受阳光的暴晒，经受冷热
的刺激，经受黑夜与白天的煎熬。

32棵椰子树，分南北二向排列，自
然成不了林，可它们却成了这椰林路
的风景，是椰林路的标志。

不长的椰林路，它的一头连着老
城，从西边的南宝路过去不远，就是老
城的大英市场；东边是气势恢宏车水马
龙的五指山路。每天往来于这条椰林
路的车辆行人络绎不绝，因为街道不
宽，全程没有斑马线，也没有红绿灯，大
概因为街道小，那奔驰不羁的小轿车和
无处不在的电动车，到了这里都不得不

人生况味

有趣的椰林路

申弓

放慢速度，因此，我在这里这么长的时
间里，就没有见出过事故，虽然见天少
不了要穿越马路。

从西往东，有大厦和小区8处，有
超市三间，饮食店20间，药店4间，还
有各种商铺，五金、杂货、快递、桌球、
旅馆、茶叶、首饰、废旧回收、电动车
修理，甚至水泥腻子等等，简直就是
一个小社会。

街道是通道。从这个意义说，椰
林路虽然不大，但它连通着东边的五
指山路和西边的南宝路，白天至入
夜，车水马龙，人流如织，各种车辆，
各色人等，东来西往，来去匆匆。他
们极少在街上停留，行人都行色匆
匆，即使是散步，也极少有像我这样
闲散着欣赏风景，记数林木的。也许
是他们对这些存在早已熟视无睹，低
头看路，抬头看天，一心赶往所要去达
的地方，开拓市场，寻找生活，担负使
命，联络情感。穿过这条不大也不长
的街道，在五指山路和南宝路上四散
开来，抵达更远的地方，找到他们的最
好归宿，或成就他们心中的事业。

椰林路又是一条民生之路。有
道是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国家
以百姓安居乐业为繁荣基础，而百姓
要有食才能存活。当然，现在食已不
成问题，百姓不但有食，而且要食
好。前面说了，这长不足千米的椰林
路，店铺最多的为饮食店，没有什么
高档的饭店酒楼，大部分是排档式的
摊档，这正是老百姓的食档风格。当
你黄昏路过，一定会发现，中段有个
骨头汤店，熙熙攘攘，顾客盈门，那是
定安人开的。这定安的名堂在海口
随处可见，什么定安炒粉、定安抱螺、
定安猪脚饭等等，而这间店则是打出
了骨头汤的名号，吸引着八方来客，
每天晚上，店里座无虚席。现在的民
生，要吃饱已不是问题，在吃饱的基
础上，讲究营养，试想，一罐用大骨头
熬出来的汤水，其营养成分顶得上多
少煲的米饭？

作为大众餐饮，自然也少不了国内
随处可见的沙县小吃和杭州小笼包。
够普通的了吧，那可是大城有，小市也
有。有空闲时，可以坐下来，慢一点品
尝，要是时间吃紧，便可以装袋子带走，
可以边走边吃，也可以在公交车上、车
站、码头、公园里吃。

入夜，还可以来“地摊烤牛肉”品尝
一下牛排，嚼一口喷香的牛肉，喝一口
啤酒，那滋味是爽爽的，无怪乎他们打
出了“有酒就有故事”的霓虹灯牌子。

椰林路也是一条健康之路。我数
过，在这条不太长的椰林路，共有大小
便民药店四间，虽然现在要凭处方及身
份证，还要佩戴口罩测量体温才能进
去，可毕竟有个头痛牙痛皮肤瘙痒感冒
发烧什么的，来购一些常用药，远比进
医院方便。还有那些美容美发、减肥健
身、养生保健、按摩的诊所，也是三步一
岗，五步一哨，因为开店时间久了，大家
各自有着自己的固定客人。

这里还有一些带着地域特色的草
药店，疗理腰椎间盘突出、颈椎增生、风
湿骨痛等顽疾。看起来颇有特色。

椰林路的中段是一个不算高的坡，
夹路两旁分别是空中花园和蜀盛大
厦。这两栋大厦有它们的独特之处，那
就是建在半坡上，它们有着共同的特
点，第一层都有着几米的落差，即从上
到下，有一半是埋在土里，要挖筑往下
的阶梯；有一半是高出地面，要在门外
搭半部阶梯。因此车人通过，就得上坡
下坡，也就是，从西向东得上坡，而从东
向西是下坡，就是因为上坡与下坡，这
条路竟然来回有三步之差，不信你也可
以抽空走一走，数一数。

如果要论及哪个国家的诗人对中
国当代诗歌的写作影响最深，那无疑是
美国的诗人们。尽管美国并不是现代
主义诗歌的发源地，但却以层出不穷的
大师塑造了巨大影响，并成为后现代主

苏步青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家，丰子
恺是我国著名的作家和画家，两位不同
专业的学者通过诗画的交往，建立起深
厚的友谊。

在丰子恺家中的墙上，贴着一首由
丰子恺手书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的诗：

“草草杯盘共一欢，莫因柴米话辛酸。春
风已绿门前草，且耐余寒放眼看。”这首
诗作于1947年春节前后，是苏步青专门
写给丰子恺的。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苏步青已
知晓丰子恺的名字，对丰子恺非常敬佩，
对丰子恺的漫画尤其喜爱。1940年，丰
子恺的女儿在贵州遵义结婚，女婿恰巧
是苏步青的同乡，于是丰子恺特地请苏
步青作为男方的代理主婚人。此后，苏
步青与丰子恺成了好朋友。抗战胜利
后，丰子恺迁居杭州，苏步青给他写了一
首乞画诗：“淡抹浓妆水与山，西湖画舫
几时闲？何当乞得高人笔，晴雨清斋坐
卧看。”

这首诗刚写好，还未寄出，即收到丰
子恺主动寄赠的一幅画，画的是苏步青
以遵义生活为背景的《桐灯下读书图》。
苏步青十分高兴，当即写了一首答谢诗
连同乞画诗一起寄给了丰子恺先生。

丰子恺收到这两首诗后，据“乞画
诗”中“淡抹浓妆水与山，西湖画舫几时
闲”句，又送给苏步青一幅西湖游舸图。
这回，苏步青不仅写了答谢诗，而且还写
了一首题画诗。

以上这些诗画往来，是发生在1947
年秋的事。

对于苏步青以及他的诗，丰子恺曾
有很高的评价：“数学家的诗句，滋味尤
为纯正”“人做得好的，诗也做得好……
樽前有了苏步青的诗，桌上酱鸭，酱肉，
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蜡，唾弃不足惜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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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评弹

写诗是生命觉醒的方式

楼河

义诗歌及艺术的中心现场。对于今天
的我们来说，不论是美国诗歌大师们的
个人诗集，还是美国诗歌的综合选本，
要读到都不是难事。但如果要从中理
清脉络的同时，又不乏对具体诗人们的
风格有切实的把握，那么，我们就不能
停留在文学史的描述中，还需要一种诗
人的眼光，以同行者的身份尝试去理
解。有鉴于此，著名诗人和翻译家张曙
光先生的《诗想者·读经典 从艾略特开
始：美国现代诗14课》无疑会是一个十
分重要的读本。

自现代派以来，诗歌日渐成为一种
晦涩抽象的艺术，也因此在读者甚至作
者心中造就了一种疑惑，诗歌应该如何
理解或者进入。这个问题放在我们中国
今天的情境下，也许就是应该如何认识
现代诗的意义问题。追溯这个问题，我
们其实还会发现另外两个事实：在内容
上，当代诗越来越内心化；而在形式上，
却显得越来越专业化了。换言之，当代
诗致力于情感上的表达，却在大众心目
中显得冷漠。这其实并非诗人们乐意见
到的情形。作为一个富有影响力的诗
人，张曙光或许认为有责任回答这一问
题，因而在《美国现代诗14课》里，他从
经验和理论两方面入手，回答了大量关
于诗歌的普遍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
这部著作其实是本答案之书，尽管诗歌
本身并没有终极性的答案。

《美国现代诗 14 课》是张曙光精
研美国诗歌十多年的成果，正如作者
的介绍，它最初是大学诗歌课程教授
的讲义，随后变成了诗人对诗歌的一
种使命，因此可以说，它是一部综合了
可读性和专业性的作品。从庞德到阿
什贝利，本书的“14课”对应了14位诗
歌大师的介绍，跨越了美国诗歌从现
代派到后现代派的漫长旅程，作为一
种角度，实际上也有助于我们从文化
上理解这个国家。但这部著作最大的
优势并非来自内容的选择，而是来自
于作者张曙光的独特地位和经验，他
不仅是位成就斐然的著名诗人，同时
也是优秀的翻译家和大学文学教授，
这些经历为这部作品带来了特殊的品
质，使之既是一本关于美国诗歌史的
通识性著作，也是一部关于诗歌理论
的探索性作品，同时还是关于现代诗
歌创作的经验之谈。因此在《美国现
代诗 14课》中，我们不仅能读到诗歌
观念的变迁，还能在这种观念的背景
下读到不同诗歌风格的发生，以及更
为重要的具体诗人的创作，尤其在这
一部分，张曙光展示了他的细读功夫，
通过对文本和诗人整体创作相互结合
的方式，让读者不仅能够理解一首具
体的诗，还能理解诗人，甚至诗歌这种
存在。

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认为，人的意义
是由他所在的共同体给出的，而诗歌是
建构这一共同体的重要部分，在这个意
义上，对诗歌的理解实际上也是对人的
存在意义的理解，因此，读诗或者写诗其
实是一种生命觉醒的方式，那么《美国现
代诗14课》的价值也许就是，让我们在
他者的境遇中理解了自我。

子发是战国时期楚国的将军。他骁
勇善战，深得楚王重用。因而，在民间，
有很多关于他的成长故事。这一年，楚
王派子发带兵攻打秦国，其间军粮吃光
了，子发派人向楚王求救，并叫使者顺便
回家探望一下母亲。子发母亲问使者：

“士兵们怎么样？”使者回答：“士兵们每

读史侧翼

母亲的格局

秦枫

天分吃一次豆粒充饥。”子发母亲又问：
“将军还好吗？”使者如实回答：“将军每
天早晚都有好饭好肉。”

打败秦国后，子发兴冲冲地回家
探望母亲，没想到却被母亲拒之门
外。子发大惑不解，他红着眼圈大声
询问：“母亲大人，您老身体可好？儿
子虽然在外征战沙场，但仍然天天牵
挂母亲呀！”

子发母亲让人到门外责备他：“越王
勾践讨伐吴国的时候，有人献上一坛美
酒。越王勾践派人倒在江的上游，让士
兵都到下游同饮江水。其实江水中并没
有多少酒的美味，但士兵作战的勇气因
此增加了五倍。还有一次，有人送来一
袋干粮，越王勾践下令赐给军士们分
吃。其实只有一点点食物，塞牙缝都不
够，但士兵作战的勇气却增加了十倍。
而你呢，士兵们分吃豆粒充饥，唯独将军
你早晚吃着好饭好肉，这是为什么？”子
发听后低头不语。

子发的母亲没有听到儿子认错，于
是她隔着门口对子发说：“你从小就读
《诗经》，应该还记得‘我快乐而不荒废正
事，贤人都高兴’吧，我们做事不能失了
分寸。你指挥士兵出生入死地作战，而
自己却高高在上地享乐，即使能够侥幸
取胜，也不能说这是正确的带兵之道。
你不是我的儿子，不要进我的门！”听了
这些，子发只得向母亲谢罪认错，这才进
了家门。

子发母亲在儿子心里种下博爱的
种子。此后，子发带兵作战时都能施爱
于所有士兵，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他因此
屡建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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