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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像!为英雄树!还是替菩萨

立!都是为了一个敬仰!或是留一

个念想"但!把坏的东西树起来!让

臭不可闻的人和事与人们朝夕相

处!也是不坏的做法"

西湖边!岳王庙!泥塑岳王!铁

铸秦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目

的是让奸臣#永垂不朽$!记住世上

还有奸佞%小人%无耻!还有那么多

不尽人意的苟且"

岳王泥塑!秦桧铁铸!为什么

呢& 八百多年前的铁!是比铜还要

精贵的东西! 难道奸臣就比忠臣

值钱' 评判的准绳! 在百姓的心

中!自有自己的标准" 百姓崇尚和

信奉的是内含! 可延续的就无所

谓所用的材料是什么! 反正可以

再生" 不可延续!往往会忘记" 这

就是(铁铸秦桧$在西湖留给我们

的另一种智慧)

一开始岳王和秦桧都是泥塑

的 !岳王那边的岳云 %张宪 !秦桧

这边的万俟卨 %张俊 %王氏 !也都

是泥的" 人们对岳王敬若神明!而

对秦桧恨之入骨!于是!岳王那边

香烟缭绕! 秦桧这边则是不砍就

砸" 泥塑的秦桧们怎能吃得消!头

没了!身子碎了!一摊泥" 换成木

制的!也一样!砍了秦桧!砸王氏!

再砍砸万俟卨 %张俊 !一地木屑 "

人们没有办法! 只好花大值钱将

秦桧们一个个地铁铸!跪那儿!八

百多年不变"

与秦桧跪像相类似的 ! 在我

生活的城市淮安也有" 也是一段

坏事儿!但被美化成了(胯下桥$"

说的是汉代韩信年少落魄! 喜佩

剑励志!一天经此处!适遇屠户恶

少! 当众讥讽韩信有无胆量刺他

一剑!如胆怯不刺!就必须从他的

胯下爬过去" 韩信知道刺他必问

罪!便忍气受辱!俯地从其胯下爬

过" 后来!韩信封为楚王!不计私

怨!胸怀宽宏!反而给那个的屠户

恶少授职!为后人称颂" 于是在他

当 年 受 辱 的 地 方 树 立 了 一 个 牌

坊
!

以表他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

概" 胯下桥!其实说白了!就是屠

户恶少的腿裆而已"

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文明的提

高! 反映历史和文明的雕塑作品

越来越多" 最著名的有小美人鱼!

那个与安徒生童话同名的雕像 !

如今成了哥本哈根的图标" 闻名

于世的小男孩尿尿铜像! 因为一

泡尿拯救了一座城市! 这是布鲁

塞尔的市标" 再比如青铜雕像*母

狼+!取材于罗马建城的传说) 特

洛伊战争结束后! 特洛伊王子逃

到意大利半岛!建立了阿尔巴城!

世代相传,后来!一个名叫努米托

耳的国王被其弟阿木留斯推翻 !

儿子被杀! 但他的女儿为战神所

爱! 生下一对双胞胎罗穆路和瑞

穆斯! 却被阿木留斯放入篮子中

丢入台伯河, 这对兄弟后来被一

只母狼发现并收留抚养!不久!被

牧人发现收养,他们长大以后!杀

死仇人!救出外祖父!创建了新的

城市 ,后来罗穆路 (狼性 $发作杀

死了瑞穆斯! 并以自己的名字命

名这座城市为罗马) 这尊雕像所

刻画的就是曾经哺育了罗马创始

人的母狼的形象)

这些雕像都成了那些城的名

片!见雕像就见到那座城市!让人

想到一段美好的过去) 但有勇气将

不光彩的事情树起来! 跪那儿!也

是不坏的选项) 铁铸秦桧八百年!

我们应该有这个魄力!并且还可以

发扬光大)

秦桧跪像!在我国有七处 !分

别是杭州岳墓前 - 江阴岳庙前 %

朱仙镇岳庙前 % 武昌岳庙前 %淮

阳岳庙前 %泰州岳庙前和九江岳

母墓前)

在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太昊陵

岳飞观! 民间已经形成一种习俗)

龙抬头!来龙都!拜龙祖!在太昊陵

岳飞观里!凡是前来上香的香客都

要来到这里(拍一拍$秦桧等人!源

源不断的人流往往排起一圈长队!

人们走到跪着的王俊% 万俟卨%秦

桧%秦桧妻王氏%张俊等
"

人的铁

铸像前纷纷抡起巴掌拍打一番!将

痛恨丑陋行为升级为以求去病消

灾的实用型生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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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塘的荷蕾

一如往年指着 六月的天空

传递出天气的暗示

一顶发黑的草帽

在稻浪里沉浮

风 一遍遍抚摸

庄稼的诗行

一抹汗湿的身影

深入字里行间

不经意 黏贴成动人的插图

这个季节

荔红一夜之间 就潮涨漫山遍野

每一颗荔果

都是荡累秋千的孩子

等待一双宽厚的巴掌

一根时光的扁担

晃动两个钟摆

乡下的日子 很薄 很薄

轻轻一撕

就露出次日的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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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灶!是故乡的根) 过去在乡下!

再清贫的人家!也不能没有锅灶!有口

锅往灶台上一放!生活才有滋味)回乡

的人!都会先看一眼家里的烟囱!如果

有一道炊烟正在袅袅升起!再疲惫%再

烦闷的心情也会踏实平静)

离乡经年! 我每每想起老家!就

会想起家里的锅灶!还有坐在锅塘口

的童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出生后的

第二年!父母从大家庭搬出!来到村

子东头建了三间茅草屋!又请来师傅

砌好了灶台) 当一缕新鲜的炊烟冒

出!在村庄上空飘荡开来!四邻们就

知道!村里又多一户人家了)

老家的锅灶在东厢房!有一大一

小两口锅!中间还有一个小汤罐) 小

锅烧水煮饭!大锅烧菜兼煨猪食) 菜

烧好盛碗后!放水煨猪食) 第二天中

午!刷一下锅又用来烧菜) 记忆中的

锅屋! 总是弥漫着一股酸腐的猪食

味) 在那时的乡村!猪是庄户人家的

宝贝!过年的开销全靠它了!猪是有

资格和我们共用一口大锅的)

我放学回家! 总是先去锅屋!在

到汤罐里舀一瓢温水!咕咚咕咚喝下

肚!然后才放下书包) 这时!妈妈已经

在灶台前忙碌了) 米饭刚刚做好!溢

出阵阵热香) 她打开饭锅!铲出一块

锅巴给我) 热烫焦脆的锅巴!诱得我

肚里有一千条小虫在蠕动) 我接过锅

巴!边嚼边坐到锅塘口!开始帮妈妈

烧火)

锅塘口堆积着柴火! 春夏是稻

草%棉花秸!秋冬是麦秸%树枝和杂

柴)草垛离门口不远!柴火不多了!随

时可去抽几捆补充) 烧火时!先用穰

草引火!然后覆上树枝或秸秆) 我记

得最好烧的是麦秸!一点就旺%火光

熊熊,最好玩的是棉花秸!在火塘里

噼啪作响! 炸出一朵朵小小的焰花)

而稻草!虽是当家柴火!却很让人头

疼)在江淮一带!春夏天阴雨连绵!稻

草垛经常起潮发霉) 草塞少了!塘火

易熄!草塞多了!烟就会从锅塘口倒

流出来) 等烧好了菜出来!小脸已被

熏成了黑包公!只有一口牙是白的)

锅塘口跳动的火光!映红了稚嫩

的脸庞! 把童年的时光照得通红透

亮)这也是多数乡村孩子的一道家庭

作业)那时!父亲在乡农具厂上班!平

时的农活主要靠母亲操劳)从田里收

工回家!她就得赶紧做饭!免得我们

挨饿)所以!去锅塘口烧火!是我逃避

不了的差事)

柴火是锅塘的粮食!我坐在柴火

堆中间! 抽起一束束草或树枝喂进

去!看火花卷动着舌头!将它们咀嚼!

消化成灰烬) 积灰多了!锅塘就像生

了胀气病!变得有气无力) 于是每过

几天! 我就会用淘火耙清出积灰!让

它重新有好胃口)

烧火久了!我渐渐喜欢上了灶烟

的味道!锅塘成了玩伴) 我变换着花

样逗它! 有时恶作剧似地猛添柴火!

让它噎得难受!有时又故意一小把一

小把地送! 看火花一副馋咪咪的模

样) 这时!妈妈的声音就会穿过烟囱

壁.(好好烧火!别贪玩& $

一口锅塘!熬冬为夏!煮春为秋!

化开了世事沧桑! 照亮了我的成长!

也见证了家乡的变迁) 岁月悠悠!我

仍然怀念老家的锅灶!怀念坐在锅塘

口的童年) 一次次梦回老家!母亲依

旧在灶台前忙碌! 我坐在锅塘口!被

温暖的火光映红了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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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静心品读余秋雨先

生的*中国文脉+!跟着余老先生导

游的中国文化之旅进行了一次高

品质的畅游!如倾听一支穿越三千

年时空的清雅妙曲! 荡气回肠!暖

意氤氲!头脑清明) 在酷热来临之

时!滋补了文化底蕴!丰富了学识

素养)

余秋雨先生是中国当代非常

值得尊敬的文化学者! 他学风严

谨!善思求真!具有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的不凡气度和才情!二十多年

前他孤身一人走遍中华大地!考察

并阐释诸多被湮没的文化遗址 !

*文化苦旅+等著述轰动一时,十多

年前他又不辞艰辛环球穿行数万

公里!考察人类最重要的文明发祥

地!对当代世界文明作出了一系列

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 *中国文脉+

就是这一文化历程的最新硕果!在

书中他以(文脉$提纲挈领!生动解

读中国三千年文化史!让那些隐没

的高级生命潜流和审美潜流纲举

目张) 他以高视野-新角度和强烈

的文化使命感写作本书!旨在(清

理地基!搬开芜杂!集得高墙巨砖!

寻获大柱石础! 让出疏朗空间!洗

净众人耳目!呼唤亘古伟布!期待

天才再临$! 殷切期待中华文化的

复兴)

余秋雨先生像一位画坛巨匠!

以充沛的才情! 饱蘸深情的笔墨!

大气磅礴地勾勒出漫长的中国文

脉画卷!时而工笔重彩!绘声绘色,

时而妙笔生花!汪洋恣意,时而清

新点染!灵光流动//画卷从充满

了稻麦香和虫鸟声的*诗经+开始!

蜿蜒曲折!饱满生动.百花齐放绚

丽多姿的先秦诸子,行吟在江风草

泽边孤傲而烂漫的屈原,忍辱负重

奋笔疾书(以史立身$的司马迁,丛

林边上的文化望族曹家父子仨人

曹操 -曹丕 -曹植 ,竹林里风骨飘

逸- 奇谲多才的魏晋名士阮籍-嵇

康,在田园中气定神闲-洁净淡远

的陶渊明,在唐诗巍峨顶峰潇洒行

走的李白-杜甫-王维,宋代数个同

时足踏在文化和政治巅峰上瘦骨

嶙峋的身影.王安石-司马光-范仲

淹-苏轼,元代定国安邦的奇才耶

律楚材,在酒和山水中浸润的怪才

黄公望, 明清六百年的郁闷中!一

枝独秀的曹雪芹000余先生用诗

意充沛的笔墨夹叙夹议!让那些在

漫长历史长河中渐渐模糊的形象

清朗而感人) 同时!对影响文脉至

深的科举制度也作了深刻批判和

公正评价,对中国文明有重大意义

的佛教文化!也精辟论述了其生命

力-影响力和独特魅力,对玷污集

体人格的负能量000小人!也有精

细解剖和分类!具有历史意义和现

实意义)

读余秋雨先生的*中国文脉+!

让人不得不叹服其才学渊博!不愧

为当代文学巨匠) 洋洋洒洒三四十

万字的巨著!文采斐然!情感浓烈!

逻辑严整!新意迭出!阅读过程如

同在万水千山中闲庭信步观赏美

景静听天籁!空旷清新!赏心悦目!

很有(竹林七贤$之一嵇康所说(目

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

太玄$的怡然意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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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
&

月
'

日! 是傅雷

先生的百年诞辰! 南京大学举办了

(傅雷诞辰
($$

周年纪念暨国际学

术研讨会$!世界各地来了许多著名

的翻译家! 许钧教授关照我去会议

上说几句话)这个我可不敢)我不会

外语!是个局外人!哪有资格在这样

的会议上人五人六)许钧对我说!你

还是说几句吧! 傅聪专门从伦敦赶

来了)一听说可以见到傅聪!我即刻

就答应了)关于傅聪!我的脑子里是

有形象的! 在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

时候!我的父亲曾经送给我一本书!

那就是著名的*傅雷家书+)

*傅雷家书+当然是家书!可是!

在我的眼里!它首先是一本小说!主

人公一共有四个!傅雷!朱梅馥!傅

聪!傅敏)我为什么要说*傅雷家书+

是一本小说呢1 000从头到尾!这

本书到处都是鲜活的人物性格.苛

刻的-风暴一般的父亲!隐忍的-积

雪一样的母亲!羸弱的-积雪下面幼

芽一般的两个孩子)楼适夷说(读家

书!想傅雷$!然而!在我!重点却是

傅聪)我的父亲出生于
()*&

年!他

告诉我! 同样出生于
()*&

年的傅

聪(这个人厉害$) 我当然理解父亲

所说的(厉害$是什么意思!这个天

才的钢琴家在他学生时代就做过惊

天动地的(大事$了) 我对傅聪印象

深刻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时候

我正在阅读傅译本的*约翰2克里斯

朵夫+!*约翰3克里斯朵夫+ 里头有

一个诗人000奥里维!他才华横溢!

敏感!瘦弱!却可以冲冠一怒' 我认

准了傅聪就是奥里维! 而奥里维就

是傅聪'

就在南京大学的会议室里头!

当许钧教授把我介绍给傅聪的时

候!我很激动' 当然!正如一位通俗

作家所说的那样! 毕飞宇这个人就

是会装' 没错!我控制住了自己!我

很礼貌! 我向我心仪已久的钢琴大

师表达了我应该表达的尊敬' 当然

了!遗憾也是有的!傅聪一点都不像

奥里维! 傅聪比我想象中的奥里维

壮实多了'

在那次会议上! 我做了一个简

短的发言!我想我的发言跑题了' 我

没有谈翻译!却说起了*傅雷家书+!

我从*傅雷家书+里读到了许多!但

是!最感动我的!是爱情!是傅雷与朱

梅馥不屈的爱000感谢楼适夷先

生!如果没有楼适夷的序言!我不可

能知道这个' 朱梅馥是在政治高压

里头(伴随$着傅雷先生而去的!也就

是中国传说中的(但求同年同月同日

死$' 这是骇人的!他们的死凄凉-沉

痛!同时也刚毅-悲壮' 虽然我不想

说!可我还是要说!他们的死固然骇

人!但是!它也美!是传奇'斯人已逝!

日月同静!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在我十七岁的那一年! 也许还

不止一年!我被*约翰3克里斯朵夫+

缠住了!仿佛鬼打墙' 严格地说!是

被那种庄严而又浩荡的语风绕住

了' (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上帝

啊!对一个十七岁的青年来说!这太

迷人了'迷人到了什么地步呢!迷人

到了折磨人的地步' 就在阅读 *约

翰3克里斯朵夫+的时候!我特地预

备了一个小本子! 遇上动人的章节

我就要把它们抄写下来' 在我读完

*约翰3克里斯朵夫+的时候!小本子

已经写满了'我是多么地怅然'怅然

若失'完了!没了'挑灯看剑!四顾茫

茫'

对不起! 我不是炫耀我的记忆

力'我要说的是这个000有一天!许

钧教授告诉我!罗曼3罗兰的原文其

实并不是中国读者所读到的那个风

格!这风格是傅雷独创的'许钧的话

吓了我一跳'老实说!我一直以为翻

译家和作家的语调是同步的! 原来

不是' 许钧教授的话提升了我对翻

译的认识!翻译不是翻译!翻译是另

一种意义上的写作!至少!对傅雷这

样的大译家来说是这样' 翻译所需

要的是创造性' 许钧教授的一句话

我引用过多次了! 今天我打算再引

用一遍 .(好的作家遇上好的翻译

家!那就是一场艳遇'$是的!在谈论

罗曼3罗兰和傅雷的时候!许钧教授

就是用了这个词000(艳遇$' 我相

信! 只有许钧这样的翻译家才能说

出这样的话来' 它精准-传神!惊天

动地!荡气回肠' 文学是迷人的!你

从 任 何 一 扇 窗 户000即 使 是 翻

译000里都能看见它无边的风景!

春来江水绿如蓝'

四十岁之前!有无数次!每当我

写小说开头的时候!我的第一句话通

常都是000(江声浩荡$!然后!然后

当然是一大段的景物描写' 等我写

完了!我会再把这一段毫无用处的文

字给删除了' 这四个字曾经是我起

床之后的第一杯咖啡!它是我精神上

的钥匙!也是我肉体上的咖啡' 我能

靠这杯咖啡活着么1 不能' 我能不喝

这杯咖啡么1 也不能' 孟子说.(吾善

养吾浩然之气$!我不敢吹牛!说我的

身上也有浩然之气!我只是喜欢' 但

是!雨果的身上有浩然之气!巴尔扎

克的身上有浩然之气!罗曼3罗兰的

身上有浩然之气!傅雷的身上也有浩

然之气' 它们在彼此激荡'

我不知道未来是怎样的!对我!

对我们这一代作家来说! 傅雷是特

殊的'我致敬傅雷'虽然我不是基督

徒! 可我还是相信上帝的仁慈和上

帝的掌控力'上帝会安排的'上帝给

你一个霸道的父亲! 一定会给你一

个天使一样的母亲' 如斯!地方-天

圆!五彩云霞空中飘!天上飞来金丝

鸟!我们有福了!人生吉祥了'

我要讴歌父亲! 尤其是以傅雷

为代表的- 我们上一代的知识分子

父亲' 他们承担了语言的艰难与险

恶'他们中的一部分没有妥协'他们

看到了代价!却没有屈服于代价'具

体一点说!他们付出了代价'这是惊

天地和泣鬼神的'

所以我要讴歌母亲!但是!我绝

对不能赞同朱梅馥女士的行为' 你

是傅聪的妈妈!你是傅敏的妈妈'即

使满身污垢!你也要活下去'妈妈们

活着!只有一个理由!为了孩子!而

不是为了丈夫们的真理和正义' 这

是天理!无需证明'父可杀!不可辱,

母可辱!不可杀'

我的建议是! 所有的父亲都要

读*傅雷家书+!所有的母亲也要读

*傅雷家书+!所有的儿子更要读*傅

雷 家 书 +! 只 有 做 女 儿 的 可 以 不

读000在你成为母亲之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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