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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葡萄牙当代著名
诗人安德拉德的诗选 《在
水中热爱火焰 》由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 。这是我国
著名大型诗歌文化翻译丛
书《诗苑译林》最新出版的
一本诗集，也是这套丛书第
60种外国诗歌汉译诗集。

《诗苑译林 》丛书是一
个由湖南人打造的经典图
书品牌。该丛书由著名诗人
彭燕郊先生规划组织，著名

翻译家杨德豫先生执行主
编 ，梁宗岱 、戴望舒 、卞之
琳、冰心、郑振铎 、施蛰存 、
王佐良、金克木、绿原、查良
铮、屠岸等大批翻译名家齐
聚丛书之中，1983年开始由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至
1992年，出版了51种外国诗
歌汉译诗集 ，被誉为 “汉译
诗歌第一丛书”。 2012年，中
断20年的 《诗苑译林 》由湖
南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名

诗名译，经典重现。
《诗苑译林 》丛书跨越

30多年，成为几代诗歌写作
者、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集体
记忆。本期《悦读》特别推荐
两篇文章，读者可以从彭燕
郊与施蛰存的书信中管窥
这位诗人为 《诗苑译林》倾
注的激情，也可以从一名80
后湖南诗歌编辑的亲历中
感受老一辈翻译家的精神
风范。

耿会芬

新版“诗苑译林” 《世界在门外闪
光》 《樱花正值最美时》 （英国维多利
亚时代诗选上·下） 2015年由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在前言中， 编译者飞白先
生说， 初版的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选》
于1984年完稿， 新版的完稿时间是2014
年， 是一套跨越了整整30年的书。 飞白
先生全名汪飞白， 著名诗人汪静之的儿
子， 是著名的翻译家， 出版家， “诗苑
译林” 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者。 我有幸
成为这套诗选的编辑， 并多次得到飞白
先生的亲身教诲， 是幸运的、 幸福的。

2014年8月，我第一次读到诗选的初
稿。 书稿选诗格调高雅，翻译质量上乘，
每首诗都如同闪闪发光的珍珠， 串起来
的整本书则是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
“清明上河图”。 2015年1月底，收到排版
电子文件后，飞白先生说，现有的排版很
不专业，在文字灌入过程中，把译稿中诗
歌的分节、诗行排列弄丢了。 他在邮件中
说：“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结构和韵式琳
琅满目，是其一大特色。 世界上不存在可
以脱离形式的诗， 而诗的形式特征是以
排式来体现的。 排式是诗印在书中的视
觉形象（建筑美），它和诗的听觉形象（音
乐美） 紧密契合……维多利亚诗歌是多
元化的， 诗人的众多音调组成了一个交
响乐团，有如提琴、竖琴、长笛、铜号管弦
齐鸣； 而诗艺之色彩缤纷也像一幅百鸟

图，有如孔雀、锦鸡、朱鹮、白鹤争奇斗妍。
岂料在排版车间的流程后， 经鼠标点击
转换，百鸟竟被脱光了缤纷羽毛，在车间的
传送带上只见孔雀、锦鸡、朱鹮、白鹤挂在
一排钩子上，变成了统一格式化的光鸡。
百鸟图魔术般的变成了烤禽店……”最
后，先生提出，鉴于维多利亚时代诗歌的
形式复杂多样， 而我手上没有这些英文
原诗，他让我把清样打印出来，他来严格
按照原诗格式一首首修改。

拿到飞白先生寄回的清样， 我惊呆
了。 我从来没有想到， 一位名满天下的
大翻译家会这样修改书稿清样。 每首诗
都被先生仔细改过， 文字有修改的地
方， 都用工整的小字写出了修改理由；
在改动比较复杂的地方， 怕看不清再改
错， 先生仔细地在本页背面不厌其烦地
把整段文字抄写一遍； 有疑问的地方，
都写上了诗句的英文原文和自己的用词
建议； 还有不少地方， 修改的笔迹被划
掉两三次， 反复就一个字眼、 一个词推
敲。 86岁高龄的先生， 是怎样戴着老花
镜、 拿着放大镜， 翻阅了多少英文原版
书， 查了多少资料， 耗费了多少心血和
时间， 才能这样修改啊！

为了让这套诗选更加完整、 灵活，
我决定改变原计划的“一本书上下卷”
（一个套装） 的形式， 分开做成独立的两
本书， 这就需要重新申报选题。 等待选
题批复的过程中， 4月中旬， 我正在北
京出差， 因为第二天要拜访汪剑钊老师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翻译家、 诗人，
是飞白先生的高足之一）， 晚十点的时
候， 我还在上网做拜访汪老师的准备功
课。 这时手机突然提醒， 有一封来自飞
白先生的新邮件。

我至今仍然无法描述看到那封邮件
时的感觉———震惊、 悲伤、 后悔、 愧疚、
自责、 无地自容， 想狠狠地抽自己两个
耳光……先生说， 刚过去的冬天对他来
说非常艰难： 比他年轻很多的妻子第一
次住院， 完全没有预料到会病危去世，
对他造成巨大冲击， 以致心力交瘁， 身
体也顶不住了， 好在事情已经过去两个
月了……

看完这封邮件后， 我几乎喘不过气
来， 半夜跑到酒店外面泪流满面地大口
大口深呼吸， 看了好多遍邮件地址才敢
确认这真的是飞白先生发的。 只有我知
道， 两个月前， 是我把那份排版错误百
出的清样寄给他， 他拿着放大镜， 一首
首、 一行行、 一字字修改的时间呀……
我无法想象， 那五百多页一丝不苟地写
满了蓝色红色小字的清样， 是先生在哪
里、 什么状态下修改的……所有这些，
先生只说了一句话： “现在我才努力镇
静下来， 情况在好转中”！

第二天中午， 汪剑钊教授深情地跟
我讲了一些飞白先生的故事： 先生惜时
如金， 说话做事绝不含糊半点， 干净利
落； 先生严格认真， 翻译的每一句、 每
一个韵脚都反复推敲； 先生物质要求极

低， 装修简陋的家里是书的海洋， 给学
生讲课时直接摞书当凳子坐； 先生关爱
年轻人， 心疼和帮助八十年代为买书省
下饭钱的学生； 先生谦虚低调， 偶尔涉
及到往事的时候， 才会波澜不惊地讲一
点一般人会大吹特吹的经历； 先生几十
年的学生， 也是不久前才知道他曾见过
六位开国元帅， 曾被赫鲁晓夫特意紧握
过双手表示感谢……

为了给两本书特别是上卷重新拟书
名， 我跟飞白先生邮件沟通了十多次，
6月25日飞白先生给我的邮件里， 列出
了他给上卷寻找的十二个备选书名， 按
照他的推荐排序， 每一个都说明了入选
理由， 分析了优劣。 先生用心良苦！ 最
后， 终于把上卷书名定为 《世界在门外
闪光》， 来自丁尼生的名句“而全部经
验， 也只是一座拱门， 尚未经历的世界
在门外闪光……”

从1984年 《英国维多利亚时代诗
选》 的初版， 到现在内容更新一半的新
版， 飞白先生以86岁的高龄， 为本书付
出了无数的心血和精力。 何其有幸， 我
能在这套书的编辑过程中望得这位精通
十多门外语的大翻译家、 出版家的吉光
片羽！ 一封封邮件、 一件件小事、 一个
个侧面， 给晚辈勾勒了飞白先生的形象：
先生高山仰止， 先生虚怀若谷， 先生严
格惜时， 先生深海般深邃平静， 先生老
骥般志在千里！

（作者系湖南文艺出版社诗歌编辑）

周德义

人类面临的最基本问题， 莫过于人的
思想的无限性与生命的有限性的矛盾， 以
及由此引发的人们内心浮躁、 焦灼、 忧郁
和心灵异化， 带给人类无穷的痛苦和思考，
因此， 安心立命乃是人生的首要任务， 也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命题。

在我看来， “心” 是人对于世界认识
的内在自觉， 也是人的自由意志的总枢纽、
总开关。 俗话说“天理良心”。 所谓“天
理” 是指自然的法则， “良心” 是指人类
的天性善心。 安心立命， 就是要顺从“天
理”， 守住“良心”。

北宋程颢创立“心学”， 由陆九渊和王
阳明完成， 史称“陆王心学”。 陆九渊有
云， “吾心乃宇宙， 宇宙乃吾心”， 认为天
理、 人理、 物理只在人心中， 天下的万事
万物都不过是人心的显现， 一切都在人心，
“心” 不仅是万事万物的最高主宰， 也是最
普遍的伦理道德原则。 北宋程颐创立“理
学”， 由南宋朱熹完成， 史称“程朱理学”。
朱熹认为世上万事万物之所以能存在， 其
中必然有一个“理”。 通过“格物” 推究事
物的道理， 便可以“致知”， 达到认识真理
的目的。

细细琢磨， “理学” “心学”， 究其根
源， 本为一家， 道理一家。 心即是理， 心
即是性， 心即是道。 人心为一， 人性为一，
人生为一， 自然亦为一， 万物为一。 由此
可观， 天下万事由人而始， 从心而始。 有
人心， 则有人性， 有人性则有人理， 心、
性、 理相通相联。 只有守住人心， 方能守
住人性； 只有守住人性， 方能守住人理。

因此， 我们必须学会养心、 用心和安
心。 凡事要上心。 要主动地用心处世， 用
心处事， 真心待人， 孝心父母， 忠心职责，
尽心天下。 要管住心， 向内心挖掘， 不断
拓展心的功能， 自觉地把心灵与情感从自
我欲望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人之为人， 养“心” 事体最大。 若要
养心， 重在养气。 做人要有气节， 有人格
尊严。 文天祥以孱弱之躯被囚于敌狱， 以
浩然正气抵御监牢里诸种恶气的浸蚀， 不
卑躬屈膝， 正气凛然， 写下千古绝唱“正
气歌”， 其曰： “余囚北庭……于兹二年
矣， 幸而无恙， 是殆有养致然尔。 然亦安
知所养何哉？ 孟子曰： ‘吾善养吾浩然之
气。’ 彼气有七， 吾气有一， 以一敌七， 吾
何患焉！”

笛卡尔说， “我思故我在”。 我思， 是
心动； 我不思， 心乃在， 道依旧。 天下事，
从心出发， 以心正为本， 以治心为先。 修
身养性， 安心立命。 首先要正其心， 明其
性。 修得博大仁爱之心， 修得浩然正义之
心， 修得忘我坚强之心。 心安则理得， 止
于至真至善至美。 其次， 重细末， 重内省。
躬身自省， 执两用中， 举止有度， 反身成
仁。 三是守规矩， 有恒心。 坚守信念， 一
以贯之， 吾在吾心， 从而达到“从心所欲
而不逾矩” 的自由境界。

为此， 我想我们教育的第一要务， 应
该是教会学生如何养心。 《论语》 有云：
“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远， 仁以为己
任， 不亦重乎？ 死而后已， 不亦远乎？”

（作者系哲学教授， 湖南省教育科学院
博士后指导教授）

《百年湘商风云人物·救国卷》

谢作钦 文热心 编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该书揭示了湘商
文化的思想源流及对
近现代中国经济发展
的理论贡献， 生动展
示了湘商精英实业报
国的使命担当与卓越
贡献 。 既有文史性 、
思 想 性 ， 又 有 故 事
性、 解读性。

《书里的精灵》
邓湘子 著 湖南少
儿出版社

这一本告诉少
年儿童阅读之美的
书 。 作者谈论自己
多年的阅读体验 、
审 美 体 验 ， 认 为
“ 在 阅 读 过 程 中 ，
发现蕴藏在文字之
中的真正美好的东
西 ， 才能真正感受
到阅读的魅力”。

古典文心

安心立命：
中国传统文化的
基本命题

走马观书

编者按

特别推荐

翻译家飞白二三事

陈璐

彭燕郊不仅是一位成绩卓著的诗
人， 也是一位抱负远大的“文艺组织
者” （胡风夫人梅志语）。 所谓“文艺
组织”， 大抵上是指新时期以来， 彭燕
郊筹划、 组稿乃至直接主编的多种外国
文学翻译丛书与丛刊， 包括湘版“诗苑
译林” “散文译丛”， 漓江版“犀牛丛
书”， 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以及大型诗歌文化丛刊 《国际诗坛》
《现代世界诗坛》， 等等。

彭燕郊当年从事“文艺组织” 活
动， 最常见的联系方式自然是书信往
还。 彭燕郊是一个连纸片都舍不得扔掉
的人， 其遗藏之中有大量文艺界人士的
来信， 但从目前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
看， 相当部分的彭燕郊去信已无法集
拢。 研究工作总会受到各类条件的限
制， 文献的湮没即是一种。

彭燕郊写给施蛰存的信很长一段时
间之内即被认为已经散失。 早在2001年
出版的 《北山散文集》， 收录了1991年2
月至1999年6月间， 施蛰存致彭燕郊的
书信27通。 但施蛰存晚年遣散图书， 资

料多不存留， 找到彭燕郊的去信看起来
全无希望。 幸运的是， 2016年出现了重
要的转机， 藉助网络旧书交易平台 ，
1981年9月至1982年9月间， 彭燕郊致施
蛰存的信九封得见天日。

这里结合1981年10月30日彭燕郊写
给施蛰存的挂号信， 略作钩沉， 以见当
时之文艺习气。 信不算长， 600余字，
照录如下：

蛰存同志：
你好！
这些时我一直在等你的信和稿件。
《梁宗岱译诗集》 已编好， 卞之琳

和孙用的译诗集正在联系中， 他们对译
诗丛书都很支持， 很热情地提供了不少
宝贵意见， 也提供了一些线索。

朱湘的家属正在找， 北大中文系有
个孙玉石同志是研究他的， 可能知道情
况。 我已写信去了， 还写了信让我在厦
大的妹妹去找徐霞村， 听说徐在那里工
作。

你和望舒的译诗集什么时候能寄
出？ 我希望最近就能得到。

“人文” 将出一不定期的译诗丛刊
名 《外国诗 》， 这样 ， 译诗或能兴旺发
达一些了吧。 他们可以为译诗丛书吹一
吹风， 这对我们也是个鼓励。

我想， 丛书除了总结 “五四” 以来
译诗成果外， 也得努力组织力量译那些
必要译而至今未译的重要作品， 出版那
些应出版而未出、 或未认真地出版过的
名作佳译。

例如 ， 五十年代纪念迦利陀娑时
（作为世界文化名人纪念的）， 金克木译
了 《云使 》， 可惜只印了少数单行本 ，
最近我又在 《春风译丛》 上读到他译的

伐致诃利的 《三百咏 》， 也很好 ， 很想
请他参加一册 《印度 （古代 ） 诗选 》 ，
但不知他的地址 ， 你知道吗 ？ 请告诉
我， 最好请代为介绍。

上海有没有搞法国诗翻译的同志 ？
龙沙， 还有维尼、 缪塞、 拉马尔丁， 我
想都得好好译过来。 又如塔索和彼得拉
克， 至今没译， 真太遗憾了。 你看能找
到合适的译者不？

上次寄信时， 忘记把你的埃林还历
纪念一文寄上。 这两天清积存资料， 找
出了抗战时你发表于桂林创作月刊上的
一篇译文， 一并寄上， 请查收。

希望这几天就能接到你的信和书
稿。

匆匆不尽 即颂
秋安！

弟 彭燕郊 上
1980.10.30

此信是网络交易平台所披露的第一
封彭燕郊去信， 后来披露的书信， 时间
最早的是1981年9月4日。 不过， 彭燕郊
与施蛰存的通信到底始于何时， 目前还
不能确定。 两人的通信， 直接肇因于诗
歌翻译丛书“诗苑译林”。 彭燕郊当年
的出版构想得到了湖南人民出版社的积
极响应，他受委托外出组稿，曾专程到
上海听取施蛰存的意见。 日后，“诗苑
译林” 丛书有施蛰存所编 《戴望舒译诗
集》 （1983年） 和所译 《域外诗抄》
（1987年）等书籍。 戴望舒一生多不顺，施
蛰存自认是“望舒最亲密的朋友”， 晚年
在戴望舒名声的辩护、 译稿的处理等方
面费了不少心力， 并著 《诗人身后事》
等文，其诚可感，相关历史细节当可进一
步钩沉。

从信中内容来看， 全信几乎没有一
句闲话， 全在翻译事业： 其中既提到了
梁宗岱、 卞之琳、 孙用、 朱湘、 徐霞
村、 （戴） 望舒、 金克木、 孙玉石等知
名文艺家或学者， 《外国诗》 《春风译
丛》 等国内待出或已出的外国文学译
丛， 也提到了翻译方面的一系列构想。
信中所提到的人物， 多位是“诗苑译
林” 丛书较早出版的诗集译者， 如 《梁
宗岱译诗集》 《朱湘译诗集》 《英国诗
选》 （卞之琳译）、 《译诗百篇》 （孙
用译）、 《印度古诗选》 （金克木译）。
其他的人物， “搞法国翻译的同志”，
日后联系上了程抱一、 沈宝基、 罗大
冈、 叶汝琏、 王道乾等人， “诗苑译
林” 丛书中， 有程译 《法国七人诗选》
和沈译 《雨果诗选》， 预告有叶译 《法
国当代诗选》， 但不知何故未能出版；
王译兰波作品 《地狱一季》 则被彭燕郊
列入花城版“现代散文诗名著译丛”。
至于徐霞村是否联系上， 没有相关信
息； 而龙沙、 维尼、 缪塞、 拉马尔丁、
塔索、 彼得拉克等法国、 意大利的诗人
作品， 亦不见于“诗苑译林” 丛书， 想
是彭燕郊和相关翻译作者联系不顺吧。

书信开头一句即是“这些时我一直
在等你的信和稿件”， 后文还有两句类
似的话语， 这自然是彭燕郊当时筹稿的
急切心情的显现， 放大来看， 也正是已
过花甲之年仍全身心投入到外国文学作
品出版事业之中、 满怀文化抱负的彭燕
郊形象的缩影。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教
师，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彭燕
郊与新时期文学发展之研究 》 成果之
一）

“这些时我一直在等
你的信和稿件”
———彭燕郊与施蛰存书信钩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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