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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暄琐话

□王 净

“鲁拜”是古波斯的一种诗歌形

式，每首四行，一二四句押韵，大抵

类若中国古诗中的绝句。“鲁拜集”，

有人又译其为“柔巴依集”“怒湃译

草”等，而博学如钱锺书者，则译为

“醹醅雅”。钱氏的译法将音译和意

译作了较好的糅合，“醹”为“醇厚”

之意，“醅”乃“没过滤的酒”，“雅”字

可谓“风雅”，此一译法几乎达到了

“且信且达且雅”的境地，但仍敌不

过“鲁拜集”这一通行的音译书名。

《鲁拜集》的作者是奥玛·海亚姆，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论及他时说，“他

是世界上名声最高的波斯诗人”“诗风

豪迈、旷达、深情，读他的诗比读李白

的诗还亲切”。木心将其与李白相比，

略显夸张，但说比李白亲切，则较为中

肯。海亚姆的诗歌特别“接地气”，你

会觉得宛如身边有个历经世事浮沉的

老者，在轻轻诉说时光的智慧，你甚至

觉得自己也可以写上两句这样的诗，

而无难以追慕之感。比如：

命运的车轮曾使多少人哭泣号啕，

它也吹落了许多玫瑰的花苞；

不要自以为年轻力壮，

有多少花芽还未开放就已枯焦。

此诗第一句直陈命运之恶；第二

句在比喻中加深描述了此类现象，由

人及物，人物相证，自然之内，无谁幸

免；第三句的劝解略显严肃；但第四

句随之荡开来，借花未开即逝之现

象，言珍惜年华之道理。道理沉重而

言说轻松，让人心生亲切。又如：

只要你有四两酒，

你就喝掉它，像一个酒徒；

谁这样，谁就将精神爽朗，

不像你装模作样，也不像我这样

忧愁。

无非是劝人及时行乐，道理朴素

亲切至极，语言浅显直如白话，但这

短短的四行却博得了诗的美名，道理

何在？木心说，“他的诗不重个人，不

重时空，有一种世界性”。我认为，这

种“世界性”应该是其诗歌长存人世

的奥秘。

何谓“世界性”？我想指的应是

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比如：

当你和我消失在幕后的时候，

这世界还将长久地留存，

它看待我们的来去，

正像大海里投入一片小小的石头。

面对自然的伟力，人生如寄的渺

小感总会充盈人心、涤荡肺腑。这种

对死亡本身和死后世界的想象，大概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多少会发生过几

次。王羲之在《兰亭集序》里“俯仰之

间，已为陈迹”的慨叹，苏轼在《赤壁

赋》里“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

以及“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

的伤感，大概与海亚姆诗歌中“我们的

来去，正像大海里投入一片小小的石

头”的忧愁差不多。而木心所谓的“世

界性”，正是海亚姆诗中表现出的这种

情感——每个人一生中都会遭遇到的

情感，不仅现代人有，古代人也有，不

仅中国人有，外国人也有。以此观之

或可发现，诗歌和艺术，但凡经典传世

之作，大抵要反映人类共通、永恒的情

感——亦即反映人性。

《鲁拜集》里的许多诗歌，在当时

并不受人关注。这是因为中世纪的

波斯，禁欲主义仍是主流，体现在诗

歌中也是如此。而《鲁拜集》则与时

俗相背，尤显离经叛道：

追求幸福的意识告诉我们，

抓住当前的快乐，放下眼前的忧心；

她说，我们不会像牧场上的草，

割去了，还会重生。

这种鼓吹及时享乐的思想，尽管

受到卫道士的斥责，但却泛着一种人

性的光辉。日本学者小泉八云也注意

到了这一点，“海亚姆宣扬我们所知道

的一切就是这个感知着的世界，人们

最好从现实生活中尽可能正当地获得

快乐，而不要去考虑宇宙的神秘”，并

说“他的诗作伟大而不朽的魅力则在

于他处理叫我们不要去为宇宙操劳这

一问题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什么

呢？就是珍惜眼前，把握住当下的快

乐，莫为那些遥不可及的事情而操劳

忧心。因此，《鲁拜集》中对于“现在”

的珍视、对于“此刻”的把握，就颇具人

生哲学意味了。而且将诗这种语言的

明珠与鲜明的比喻、人生的教诲结合

在一起，就让人类深刻的情感找到了

优美的表达方式，这或许就是《鲁拜

集》被人吟哦传唱久远的理由吧。

整体观之，《鲁拜集》形式上小而

微，反映的人世情感却大而美，其抒

发的也是人生最基本、最普遍的几种

情感和思绪。那些对爱情、美酒的颂

扬，对永恒、死生的追问，常常让人想

起汉代《古诗十九首》——那种清澈

的欢快和明朗的哀伤。

（作者単位系浙江省桐乡市高级中学）

两 棵 笔 直 的 树 ，距 离 不 足 半

尺，并排而立，从一块巨大的扁石

上长出来，一时间竟无法寻到它的

根。这是我在游长白山地下森林

时，见到的一处独特景观，那便是

“树抱石”。

实在无法想象，在极其恶劣的

条件下，一块巨石也会成为种子的

苗床。宽大的扁石上，只有薄薄一

层苔藓地衣，等到合适的季节，种子

一点点萌发，慢慢长成一株株小

树。为了求得生存，树木的根系绕

过岩石，一寸一寸延伸，向远处的泥

土里扎根，以获得更多的营养和水

分。历经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慢

慢形成这种巨石被树根包裹的奇异

景观。驻足凝视那两棵树，尽管它

们不够挺拔高大，但并排而立，昂首

向天，在这样庞大的地下森林中，显

示着自己生命的特质。

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每一粒种

子都要经历一次严酷的物竞天择。

有幸存活下来的，一定是那些韧如

磐石者。其实，“树抱石”这样的景

致在我身边也常见，只是生活过于

忙碌，往往忽略了熟悉的事物。

那年调换办公室，因房间不朝

阳，秋分过后，办公室里便阴冷难熬

了。我来回踱步，累了便站在窗前

向远处眺望。就在这时，视线被一

座圆柱状水塔拦住了。几十米高的

水塔顶端，竟然长着一棵小树，生机

勃勃的叶子在向我招手。水泥台上

也能长出一棵树，我一时惊叹不已

——它需要的水分和泥土，到底从

哪里来呢？

原来，水塔经过一段时间的风

吹雨淋，上面有了少量积水，又落上

了一层薄薄的尘土。外界飞来的一

些种子，经过浸泡后发芽，然后借着

少量尘土，在适宜的温度下顽强生

长起来。

我们无法探知，在广博的大自

然中，还有多少这样的生命奇观，但

它们却能带给我们对生命的敬畏和

反思。

眼前的“树抱石”景观，让我联

想到楼下的一位师傅。我不知他

的姓名，只知他双腿不能站起。去

年偶尔见到他几次，都是独自一人

坐在轮椅里晒太阳，脸色有些青

白，见人也不打招呼，冰冷得让人

难以接近。前些时日，我又见到

他，脸上不但有了光泽，还跟我热

情地打了招呼。他的轮椅前多出

一个机床，接上电，便嗤嗤拉拉闪

起了火花。一打听才知，原来他在

做一些零件，以贴补家用。得知这

些，不禁肃然起敬，这位师傅终于

从病痛里走出，为自己找到了生命

的依托和价值。在他的身上，我仿

佛见到了树根的力量。

学做树根吧，让顽强的生命力

在地底穿行，不断延伸壮大。即使

梦想长不成一棵大树，也不必悲观、

气馁，一切生命都有各自的美好。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

如此足矣。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桓仁县五

女山学校）

河流

你从祖国西南走来，一路奔波劳

累，浇灌无数田野，把庄稼哺育得生

机盎然。

途经的子民常祈祷风调雨顺，望

你时刻奔流而下，把田野里的庄稼哺

育得色彩斑斓。

潮来潮往皆是生命的归宿，每逢

夏时，娃儿们常脱了衣服、裤子，亲吻

你，把童年的欢声笑语留在祖国大地

上，留下的是烦恼，带走的是成长。

牧童们的座椅老牛，甩着尾巴，在

河边啃着青草，无数激流就如此开始。

河流啊，河流！

你是青山的血液，经年累月，我

常坐在你的边上细数那些路上的坎

坷，想把那些成长的痛打包成曲，给

那些河边娃儿们听。

这时，你已经伤痕累累，彼时清澈

的你已经不复存在，彼时的鱼儿也已

逐渐消失，彼时的乡愁已经消失殆尽。

河流啊！你慢些吧！你要流向

何方？何方才是你的归宿？

你要常来我的故里，因为故乡有

母亲的乳汁、父亲的烟筒，更有你曾

经走过的地方。

红土地

一粒沙飘向哪里，哪里就是归

宿；一滴水滴到哪里，哪里就是归途。

养育了数代人的红土地，因黄沙

飞石和激流奔腾汇聚成千年基业。

风雨雷电是你的养料，你用这些

养料养育你的千万子民，把西南大地

变得活灵活现。

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

那欢乐的玉米地、小麦地、稻谷地

流淌着老农勤劳的汗水，父亲常赶着

牛在田间转来转去，把那些红土地翻

滚得越来越新奇。母亲也常会拿着锄

头在田间把石头下面的红土地翻过

来，暗示着新的一天又将开始。

光阴一天又一天流逝，你也像孩子

般茁壮成长，把年轻气盛的老农变得年

迈，让牙牙学语的孩童走向中年。

喜欢你春天的色彩斑斓，那时你

的肚子里长满了芽苗，把老农的汗水

变成秋的血液，红土地上处处是金黄

的怪物。

春去秋来，一岁一枯荣，老去了

光阴，白了少年头，星火燎原的红土

地，连绵在祖国西南边陲。

田野

你从生地变成蓝天白云下的一

块宝，是父亲左手拿着鞭子，右手扶

着犁，嘴巴里操着一口地道的土话，

让你成了父母亲上班的归途。

那些散满记忆的童心依旧不变。

我常拿着竹条站在马路旁，看着

那些忙碌的背影，多少年后才醒悟，

那是我通向远方的桥梁。

我喜欢深秋，因为你常给我们带

来欢声笑语。

可，我偏爱春播夏锄，因为那才

是我脚踏实地寻求人生的真理。

叽叽喳喳的鸟儿在你的上空舞

动，欢乐的田鼠叫得我心忧，让那些

害虫浑身发抖。

岁月如梭，白了少年头！

那些枯黄的玉米秆、低着头的稻

谷、扭动着腰的麦儿，又一次勾起了

我少年的时光。

可我已踏上三尺讲台，把父亲的

勤劳、执着、憨厚、朴实，母亲的仁慈、

善良、贤惠、节俭的种子撒向人间。

（作者单位系云南省曲靖市职业

技术学院）

故乡记忆
□刘云宏

人生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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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抱石”断想
□孙玉秀

物语

母亲一直住乡下，没出过什么远

门，最远也就是我所在的县城。母亲

每次来都心神不宁，人来了，心还留在

老家，住几天就嚷着要回去——放不

下我父亲。

父亲精于地里的农活儿，对料理家

务甚是不屑，所以家务向来由母亲操

持。临行前，母亲一定会反复交代父

亲，猪该怎么喂，鸡什么时候收进笼，直

到开车的一遍遍按喇叭催促，母亲才慌

慌张张上车。上车后，她仍不放心，头

伸到窗外，交代愁眉苦脸的父亲要如何

如何。父亲是个要面子的人，当着满车

的人，连声应着“晓得了，晓得了”。

母亲前脚走，父亲电话就追来问这

问那。凡没问的，等母亲回去，那事情必

出差错。母亲就数落：“你看你几十岁的

人，都当爷爷了，还不让人省心！”此时，

父亲像个犯错的孩子，一言不发。

每次进城，母亲最开心的就是看

孙子做作业。孩子伏在案上，母亲把

脖子伸得老长，盯着作业本看。孩子

有时写得吃力，母亲就半张着嘴看，显

得更加吃力，好像每个字都是她一笔

一画写出来的。孩子写好作业，合上

书本，一一往书包里装，母亲嘴还半张

着，伸长的脖子也没缩回，仿佛还沉浸

在知识的海洋里。

母亲从不空手进城，每次都扛着乡

下的米、面、菜、油等；走的时候也不空

手，把我们不穿的衣、鞋、袜、帽等带回乡

下。她打开布袋，半蹲在地上，拣一件向

布袋里装一件，边装边说：“这个还能

穿。”妻子则背对着母亲，边选边扔，不停

地说：“留着占地方。”

母亲是受过苦的人，把妻子放在

阳台晒干的剩饭剩菜带回乡下喂鸡喂

猪，把旧衣旧鞋背到乡下，或送人或留

着做农活时穿。前些年，这些旧衣旧

鞋还有人要，现在乡下条件好多了，没

人愿意穿旧的，母亲仍要往乡下背，觉

得扔了可惜。老家房子逼仄，也没有

大衣柜，父母的卧室里堆满了我们穿

过的旧衣物，像装破烂的储藏室。

有次回乡下，我领孩子到田里玩

耍，远远看见母亲做的一个稻草人，穿

着我过去挺时尚的一件衬衫，袖子和

下摆迎风招展。孩子看后嬉笑不止，

拍着稻草人说：“太像我爸站这儿了，

我奶奶真有才！”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保康县教育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