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青

“我只愿意凭着这一点灵感的相
通， 时时带给彼此以慰藉， 像流星的
光辉， 照耀我疲惫的梦寐， 永远存一
个安慰， 纵然在别离的时候。 醒来觉
得， 甚是爱你……”

这段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写给宋清
如的情诗， 在央视 《朗读者》 的舞台
上， 被鲜花山谷夫妇缓缓朗读出来，
而夫妇俩的故事也像情书一样， 感动
了董卿以及不少观众。

《我愿意舍弃一切， 以想念你终
此一生》《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这两部
书， 是朱生豪先生写给他的爱人宋清
如的情书精选合辑。 朱生豪与宋清如
写了整整9年的信件， 有情人终成眷
属。 从1933年相识到1942年两人结
婚， 再到1944年朱生豪去世， 这些情
书见证了他们传奇的爱情。 正是由于
伟大的爱情和患难与共的知己， 才成
就了一代译莎巨匠。 书中收录了朱生
豪先生全部的308封情书。 这些情书
展示了他当时写作的手迹和心迹， 更
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立体的栩栩如
生的朱生豪。 这或许是他的同学、 友
人都不曾认识到的， 因他在旁人面前
不爱开口， 所有的幽默、 聪敏与遐
思， 只对他亲爱的“好友” 宋清如
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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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友麒

两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伟人———
杨度、 梁启超， 他们的后代如何成了
一家， 这或许是读者颇感兴味的话题。
我也就从这里说起吧。

20世纪50年代， 年轻的我们正在
念高中。 当时还是男女分校制， 我们
所读的两所高中均在北京的灯市口，
一所是男中育英中学； 一所是女中贝
满中学。 那时， 初中的少先队辅导员
由学校从高中优秀学生、 青年团员中
选派， 我们两人正巧分别被指派为初
中少先队的中队辅导员。 我们的相识
是基于“工作关系”， 完全是自己的缘
分， 和彼此身后两位祖辈的家庭背景
一点儿关系都没有。

我第一次在学校接触到关于自己
家族的往事， 是在历史课上。 学校采
用的是胡华编的 《中国近代史》， 课本
中出现了杨度的大名， 说他是筹安会
的发起人， 是袁世凯的帮凶， 是一个
反动文人。 此时， 在教室里的我感到

惶恐不安， 生怕别人知道这个反动帮
凶的孙子就近在咫尺。 那时梁启超也
是处于受批判的地位， 吴荔明自然也
不会去宣扬自己的外祖父。 所以， 我
们认识后都对自己的祖先“讳莫如
深”， 从不提起。 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
谈婚论嫁的时候才有所变化。

杨度重新回到现代中国的视野，
大约是在打倒“四人帮” 之后的1977
年。 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 ，
《人民日报》 上发表了 《难忘的记忆》
一文， 其中一个小标题就是“杨度同
志”。 此文第一次记述： 周总理亲自表
示杨度在上海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
要求正在编撰的 《辞海》 中写杨度的
词条中应当写进这一史实。 一石激起
千层浪， 社会轰动。 人们不能理解：
怎么那位“帝制余孽”， 被钉在历史耻
辱柱上的反动人物， 忽然间来了个一
百八十度的转变， 成了中共地下党员
了呢？ 当时， 一些20世纪二三十年代
的老党员纷纷发表文章， 就杨度入党
时间问题进行回忆和探究。 但这次研
讨， 仅仅限于“杨度入党问题”。 到
199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唐浩明
撰写的 《旷代逸才》 （后来改名 《杨
度》） 之后， 人们才再一次更加全面地
认识杨度其人。

对梁启超的再认识相较之要来得
稍晚一些。 大约20世纪80年代初期，
社会上才逐步恢复了对戊戌变法运动

和梁启超个人的积极评价。 第一次大
规模的纪念活动是1983年在广东举行
的“梁启超诞辰110周年暨戊戌维新运
动85周年纪念会”。 从此， 关于梁启超
作为思想家和学术大师的贡献才逐步
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挖掘。

这时， 我们都有一种惭愧的感觉：
我们对于自己的祖辈的了解太少，作为
知识分子未免也过分“人云亦云”。 于
是，吴荔明首先应《民国春秋》杂志编审
王家鼎先生的约请， 基于家存材料，写
就《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文，发表在
1991年的该刊之上。 随后，《新华文摘》
很快予以转载，大陆和台湾的一些报刊
也不断转载、引用。

相较于基于家存资料， 从家庭角
度再现梁启超的生平、 思想， 写杨度
就困难得多了。 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
实， 虽然直到1977年才为大众所知，
但是国民政府的情报系统却早在20世
纪30年代就已获悉。 据说， 当年在上
海破获“共产国际” 的机关， 他们已
查到党员的名单上有杨度的名字， 只
不过连国民党的特务们似乎也不相信
杨度真是共产党， 所以没有动手拘捕
他。 家属们怀疑他可能是共产党， 虽
然并没有确凿证据， 但是大家紧张的
程度却和家中有共党分子一样， 把所
有可能造成共产党嫌疑的文物全部销
毁了。 就连我的大姑杨云慧冒着危险
保留下来的杨度借孔子和弟子们讨论

社会发展之口， 论述共产主义的遗作，
在凡有“共产主义” 字样之处， 也均
用墨涂抹掉。 所以从家里能找到的材
料， 除了少数杨度书写的佛学墨迹条
幅外， 别无他物。 直到20世纪末， 我
们研究历史的儿子杨念群才在家里书
柜底部的故纸堆中发现了用旧报纸包
着的杨度青年时期的亲笔日记一册，
这就是2001年由北京市档案馆出版的
《杨度日记1896—1900》。

最初写书的想法是源于 《饮冰室
诗话》 一书， 每当读到杨度与梁启超
之间的唱和， 总被那种豪迈的气势、
真挚的情怀所震慑， 总能想见在那风
云变幻的年代里， 我们的先人们是怎
样在沉浮动荡的时局中提升自我， 怎
样对待朋友和家人， 怎样探索国家和
社会发展的道路。 他们在中国“正疮
痍满目” 之时， 满怀热情地寻求“医
民救国” 之道， 他们时而精诚合作，
时而又成为对垒阵营的“敌人”； 他们
经历过挫折、 失败、 流亡， 也经历过
高官厚禄的诱惑和考验。 他们都过度
地燃烧了自己， 都在50多岁过早离世；
他们本质上都是“书生”， 都不是中国
政坛上的成功者———这是他们二人的
共同点， 也是我们两人对他们的共同
体认。

（作者系杨度之孙，《杨度与梁启
超———我们的祖父和外祖父》 杨友麒
吴荔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孙文辉

1964年10月， 我以城市知识青年的身份下
放到了洞庭湖畔。

那真是一个“棒打野鸭瓢舀鱼”的年代：下
田劳动，一不小心，牛脚眼里就踩到一条半斤重
的鲫鱼。

湖区人捕鱼捉鳖的技术我至今记忆犹新：
一支飞叉掷出，必然命中一条财鱼；一线渔钩甩
去，一只脚鱼肯定拖回来。 还有那站在小船头、
一支竹篙握在手中的渔夫， 当看到湖中浅滩冒
出一团浑浊之水，小船即如离弦之箭奔向目标；
当离目标不远之时，渔夫迅速放下竹篙，拿起身
旁的麻罩，罩住那浑浊之处。 此时，小船刹那间
钉住在湖面，渔夫脚定在船头，手按在罩上，人
与水面平行———就在那定格的一刻， 我真想有
一架照相机，将那扣人心弦的一幕留住。 但那个
时候我们都很穷，没有那个玩意！

洞庭湖是我长大成人的地方， 也是湖南文
明发祥的地方！

洞庭湖区是在约1.4亿年前的燕山运动中形
成的。 在亿万年剧烈的造山运动中，大地终于在
此时、在湖南这块土地上编织成了一个撮箕，箕
口是大地的凹陷处———湘北平原。 若干年后，千
流万溪汇集成湘、资、沅、澧四水从崇山峻岭中
流出， 在平原上形成了一派河网切割的水乡景
观。

也许， 最早的湖南人曾经生活在这个平原
之上。 浩渺的洞庭湖水也许收藏了湖南人最为
原始的历史真相！

洞庭湖的周岸，透露出了一些久远的信息：
沅江赤山、澧县鸡公垱、澧县乌鸦山遗址出土的
砾石石器文化遗存，将湖南人的历史，追溯到大
约10万年以前的旧石器时代。

更热闹的景象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澧阳平
原！

澧阳平原位于湖南西北部，洞庭湖之滨，属
于常德市澧县。 澧县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化
积淀的文物大县。 至今为止，全县共发现有文物
点500多处。 除了距今2万－20万年的旧石器时
代文化遗址近40处外，距今7500－9000年的新
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25处， 新石器时代中晚
期文化遗址近200处， 商周时期文化遗址120多
处，古墓群42处3000多座；这其中又有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余家牌坊、城头山、彭头山、八十垱、
鸡叫城、鸡公垱、丁家岗、十里岗、三元宫、孙家岗
等遗址10处，瓦寺塔、澧州文庙、澧州古城墙等3
处古建筑。 澧县拥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3处，
居全省县级前列。

2005年4月， 我踏访了处在这一片土地上、
被称为“华夏第一古城址”的城头山。

在广袤而又难以设防的澧阳平原，6000多
年前， 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建造了一座能够安
居乐业的城堡， 湖南城镇的历史就从这里开始
书写； 先人们曾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片距今
6500年的原始水稻田，从此，湖南作为一个农业
大省就在这里奠基； 先人们在这里创建了原始
的大型陶器作坊， 这就是湖南人最早的古代工
业基地；在这里，先人们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古老
的祭祀现场，甚至，还有一位威猛的男人，用他
万古不朽的遗骸， 仍然守护着这一块神圣的土
地……

这是远古时代的先人给我们留下的物质遗
存，我想，支撑着这些物质遗存的必定是那些非
物质的文化：在这些古老的田地里，他们是怎样
种植水稻呢？ 是撒播？ 还是栽插？ 城的中心区域
居然有8个陶窑， 他们制作的陶具除了自己使
用， 那些大量的多余的制品是不是拿去进行了
交易呢？ 城头山人把自己的祭坛建筑在城区的
东方， 他们对太阳的祭拜仪式与后人又有怎样
的差别？ 甚至，这座城是在一种什么样的背景下
开始建造的？ 建造它又有怎样的规划和技术？甚
至，这里的居民，是怎样欢庆新生命的诞生？ 是
怎样哀悼亲人的去世？ 他们唱不唱歌？ 跳不跳
舞？ 对孩子又是怎样讲述过去的故事……

这一切，似乎成了千古不解之谜。
然而，一个6000年前的傩面，打破了这种沉

寂。 它，开始告诉我们一些远古的故事。
（本文选摘自《蛮野寻根》 孙文辉著 岳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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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读物）

菜丛

春天， 我的睡眠固然越来
越少， 但春天用来捆绑我的，
是渐渐走近的中年滋味。 这些
不眠夜， 找出很多以前心仪的
诗人来重读， 里尔克、 姜夔是
最让我百感交集的两位。

像里尔克51岁逝世， 却仍
保有少年般宝贵气魄的中年诗
人， 在当代华语诗歌界也许很
难寻到。 少年洁净是理直气壮
的， 中年能洁净则几乎是神话，
即便能洁净于声色利欲， 儒家
阴影下的知识分子， 许多人不
能免于权力的诱惑、 “匡国”
的诱惑。

能做到“终身不仕” 的诗
人， 我所热爱的有现代的废名、
古代的姜夔。 废名有孤介不遇
的因素， 姜夔在较开明的南宋
而不出仕， 乃是一种自觉。 年
轻时我耽读姜夔诗词， 深被其
绵延二十余年的合肥情事感动，
后来更钦佩他四十岁之后的豁
达和情深不悔。 “湿红恨墨浅
封题。 宝筝空、 无雁飞。 俊游

巷陌， 算空有、 古木斜晖。 旧
约扁舟， 心事已成非。” 姜夔的
《江梅引·人间离别易多时》，
一读一断肠， 所谓幽恨难语，
所谓寂寞流年， 中年滋味。 其
时姜夔42岁， 距永别其合肥情
人已五年， 之后一年的元夕，
他更连作四首怀人词， 几成绝
唱。

如果终于此， 姜夔只是一
个优秀的爱情诗人， 但一个朋
友的影响使他的境界再次提升。
那是南宋与他齐名的辛弃疾，
姜夔49岁后写有多首词唱和辛
弃疾， 既是惺惺相惜， 也是在
相同精神高度上难得知音的和
鸣， 竟融入了辛弃疾的遒劲豪
放。 《汉宫春·一顾倾吴》 把对
世事的感叹扩展到一个高广的
角度： “大夫仙去， 笑人间、
千古须臾”， 又从这俯瞰中落至
一个人身上： “有倦客、 扁舟
夜泛， 犹疑水鸟相呼”， 这个人
明显就是诗人自己。 他不仅从
世事抽脱， 还从自身也抽脱了

出来， 但他又没有就此转身逍
遥离去， 而是返观之、 珍重之。

对于姜夔这样一个深诣中
年情怀的诗人来说， 人生并无
逍遥可言， 拯救与逍遥实则一
体， 都是对由人生之不完全所
致的痛苦的较量———在这紧密
相拥又猛烈抛掷的较量中， 诗
人得以深味痛苦。

归根到底， 中年是为了进
入老年的准备， 为了“从心所
欲而不逾矩”， 你就先得不惑、
知天命和耳顺， 这都不是容易
的事。 我想起青年时代很喜欢
叶慈这首 《随时间而来的真理》
———“虽然枝条很多， 根却只有
一条； 穿过我青春的所有说谎
的日子， 我在阳光下抖掉我的
枝叶和花朵； 现在我可以枯萎
而进入真理。”

希望到了那个时候， 我会
发觉中年之重本身， 既是承担
起负重的过程， 也是抖掉心中
挂累的过程。 这个过程， 将如
此痛快。

《雁城谍影》
上官鼎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上官鼎曾是上世纪60年
代红极一时的新派武侠小说
作家。 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曾
盛誉： “我个人最喜欢的作
家， 第一是古龙， 第二就是
上官鼎 。” 小说以作者的故
乡湖南衡阳为背景， 以家族
记忆为蓝图、 父母亲为人物
原型 ， 糅合历史事件写就 ，
将衡阳保卫战、 中国空军血
洒长空的动人历史， 以小说
笔法惟妙惟肖地呈现在读者
面前， 为我们回望这段伟大
的历史提供了鲜活的视角。

走马观书

《百年不孤》
陶少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反映中国
乡绅命运的百年史 ， 是
一曲农耕文明的世纪挽
歌 。 作品叙述了一家几
代人的创业奋斗以及乐
善好施的命运故事 ， 时
间跨度近100年， 为一部
家族史 、 创业史 、 精神
传承史 ， 也是一部通过
家族梦实现中国梦 ， 通
过主流人物展现湖湘地
域文化 、 展现中国传统
文化 ， 传递道德精神 ，
传播社会温暖的作品。

《住在田中央！ 农夫、土地与
他们的自给自足餐桌》
好吃编辑部 编著 湖南科技出版社

工程师、科技公司主
管、 博士生……在台湾，
一群看似有着 “大好前
程 ”的人 ，却开启了他们
的从农之路 。 于他们而
言，务农不再只有一种方
式和身份 ， 他们左手写
歌 ，右手种稻 ，亲手制作
生活所需，办起面向老人
的有机食堂……本书走
访了台湾50位农夫，描绘
了18种与你想象中不一
样的农夫生活。

《回望》
金宇澄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这是作家金宇澄获
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推出
的新作 。 在这本讲述自
己父亲与母亲往事的图
书中，金宇澄保留了一种
“寻找”的姿态。 他打开一
段历史，让里面的往事带
着只属于那个时代的气
息、细部、悸动与悲情，奔
涌而来。 金宇澄的着眼点
并非私家历史 ， 而是如
他书末所言 ， “如果我
们回望 ， 留取样本 ， 是
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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