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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潜：厚积落叶听秋声
谢思球

全面抗战开始后，高校纷纷南迁，武汉大学从武昌迁到了
四川偏僻的小县乐山。朱光潜时任武大教务长兼外文系老师。

多年后， 有学生在回忆录里记载了他在武大任教的情
景，其中有一件“厚积落叶听秋声”的趣事。一次，几名学生受
邀到朱光潜家中去喝茶。当时正值秋天，朱光潜家中的院子
里，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地响。一名男生见状拿起一
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把这些枯叶扫掉吧。” 朱光潜赶紧制止
说：“别别，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层落叶，晚上在书房看
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
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

诗 心

要知道，当时可是战乱时期，物资匮乏，生活艰难。日寇
的飞机像苍蝇一般，到处狂轰滥炸。武大上万师生被困在川
西这座三江汇合的小城里。就是在这种情境之下，朱光潜仍
保持着一个中国传统文人的
生活雅趣。他有一颗坚强的诗
心。

武大的临时校园就设在
县城的文庙里。朱光潜每天的
生活很有规律，早晨 7点多出
门，从租住的地方赶往学校上
课。身着布衫，头发梳得一丝
不乱， 手里拿着一根粗藤拐
杖， 腋下夹着一个旧皮包，总
是低着头，目不斜视，行色匆
匆，像一个从古书中走出来的
老夫子。实际上，他那时也不
过 40来岁。 从临时住处到临
时校园， 朱光潜每天来回四
趟，几乎都有一定的时间和路
径。所以，街坊上有老乡把他
当成报时的人。看见朱先生走
过来，就估摸着是到了该吃中
饭，或是该吃晚饭的时间了。

在乐山，朱光潜的生活可
以称得上“艰难”二字。他工作
繁忙， 白天到学校处理公务，

上课，开会，晚上才筋疲力尽
地赶回来。他的居住条件并不
好，与妻子和两个女儿挤在一
间卧室兼书房里。每天，差不
多要到晚上八九点钟，等家人
都睡熟之后，他才能开始自己
的工作。所以，他经常是一边听着妻女的鼾声，一边忙着写
作。

夏天蚊虫多，孩子们小，朱光潜怕蚊香的烟会熏着她们，

影响健康，所以一般不点。但蚊子又会影响家人，也影响他的
写作，所以，每晚在工作前，他会在房间的各个角落里寻找蚊
子，一个个地将它们拍死。每晚打死的蚊虫放在书桌的一个
角落上，还要点点数。第二天，会得意地告诉妻女，昨晚上我
又消灭了多少只蚊子。

朱光潜灭蚊虽然取得了成功，但灭鼠却失败了。他们房
间的窗户上有几个洞，外面的老鼠又多又大，晚上明目张胆
地钻进室内觅食。朱光潜在老鼠出入的洞口周围插上了旧刀
片，是他平素刮胡子的废刀片，给老鼠精心准备了一座座“刀
山”。可老鼠太狡猾了，会小心避开这些刀片，进出房间如履
平地，在房间里咔嚓咔嚓地咬东西，让朱光潜徒叹奈何。

春 草

虽然生活艰难，但朱光潜的小日子仍过得有滋有味。由
于封锁，生活物资极其紧张。朱光潜在那种艰难的处境下
处变不惊，仍保持着一颗乐观的诗心，委实不易。可以说，

他是左耳听着远处的炸弹声、 右耳听着近处的秋声写作
的。而且，由于抗战一时失利，日军随时有可能要进犯四
川，武大在必要时要撤退到川康边境的大凉山地区，校长
王星拱已向全校师生作过动员讲话了，要大家随时做好转
移准备。

当时，朱光潜的英诗课颇有声誉。他讲课不是泛泛而谈，而
是鞭辟入里、声情并茂，给在战乱中流离失所的武大学生留下
终生难忘的记忆。学生回忆说，朱光潜讲授英诗是极其动情的，

常常沉湎于诗情中难以自拔。他平时讲课很少用手势，但上英
诗课时例外。如在讲授雪莱的名诗《西风颂》时，他一边朗诵诗
句，一边用手大力地挥舞、横扫，好像在让学生们感受西风怒吼
的情景。在讲析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一诗时，朱光潜自
己也被诗中的悲情所感染，讲着讲着，不知不觉满眼含泪。他缓
缓取下眼镜，泪水流下了双颊。他压抑着忧伤，感觉自己再也无
法讲下去了，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惊愕。学
生们也被他深情的讲述打动了，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大家都
久久回不过神来。

在课堂上，朱光潜要求极严，他要求学生细心研究每首诗
的主旨、布局、分段和造句，不放过一字一句，熟读成诵，用心品
味。 朱光潜的学生杨静远多年后这样回忆老师英诗课的感受：

“那掠过长空的云雀的欢歌，

溪边金星万点的水仙，鬼魂般
纷纷逃逸的晚秋落叶，大海的
永恒涛声，辉煌的落日，都随
着朱先生那颤抖的吟诵声，深
深植入了我的心。”

抗战期间， 山河破碎，满
目皆殇，四处传来的都是让人
揪心的消息。 朱光潜的英诗
课， 硬是在武大学子们心中、

在笼罩的硝烟中，开辟出一块
诗意的空间和乐土。这乱世中
的诗心和诗情， 像葳蕤的春
草，在烽火蹂躏过的土地上顽
强地生长着。

好 梦

在那特殊的年代，在那一
辈学人中，像朱光潜这样有情
调和诗心的， 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批 。1941 年 10 月 15

日，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朱自清
路过乐山，朱光潜陪同他游览
了乐山大佛、龙泓寺。当天，恰
好朱光潜的夫人奚金吾带着
孩子回娘家去了，朱光潜就将
朱自清及其家人请到自己家
里，住了一晚。当天晚餐的主
菜，是一盆红烧羊蹄。也真难

为朱光潜了，不知他从哪里弄来了这个稀罕物。两人把酒言欢，

畅谈到半夜。朱自清非常怀念乐山的这次游玩，离开乐山后，他
作诗一首《好梦再叠何字韵》记之，诗就写在四川夹江产的竹帘
纸上，用的是娟秀的行书。那张普通的竹帘纸上，记载的是乱世
中两个书生的一次愉快相遇，相看泪眼，惺惺相惜。竹帘纸，诗，

都散发着草木的清香，这才是真正的岁月留香。这是书生之梦。

好梦难得，不可再得。

朱光潜在欧洲留学时，看见阿尔卑斯山谷中公路边有一块
标识牌，上面提醒游人道：慢慢走，欣赏啊。朱光潜说，“你是否
知道生活，就看你对于许多事物能否欣赏”。

他当然懂得欣赏，他是有诗心的。

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曾有过诗心，问题是，庸常的日子，琐
俗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 日复一日， 将诗心慢慢消磨殆尽，或
者，诗心变成了麻木的顽石。宋代诗人王令在《庭院》一诗中写
道：“独有诗心在，时时一自哦。”这是古典文人的诗心。朱光潜
的诗心不是局限在个人小天地里的自我吟哦， 他是有大诗心
的，心与物齐，穷极千古，克服现实世界里的艰难险阻，劈波斩
浪，一路前行。

人的一生，几十年的时间，说短不短，说长不长。该如何度
过，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功名利禄，荣辱得失，柴米油盐酱
醋茶……伟人与凡夫俗子在这些问题面前一样头痛。 但是，拥
有一颗诗心，大抵能让你发现烟火俗世和平常生活中别人忽略
的诗意与美好。

那些感悟与领悟，不在远方，而是你身边的那一地落叶。

杜甫与元稹 王坚忍

前些日子到成都， 去的第一个
景点，便是心仪已久的杜甫草堂。位
于成都西面的万里桥西，浣花溪前。

从成都杜甫草堂的北门进去，

一路上花木掩映，翠竹潇潇，清浅
的流水潺潺。 我先去了工部祠，因
严武曾奏请朝廷授予杜甫“检校工
部员外郎”的官职，故名之，为供奉
杜甫塑像和祭祀的飨殿。正中设杜
甫塑像。

杜甫千诗碑前， 我伫立了好
久，回想着杜甫来成都后的经历。

759年底，杜甫挈妇将雏，从甘
肃同谷县翻过剑门， 来到成都。在
成都的那些日子里， 他得到了好
友、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严武的庇
护和照料，对一生颠沛流离的杜甫
来说，这是相对的岁月静好、生活
安稳。

杜甫在成都先后居住了两次。

其中第一次离开是因严武赴京（西
安）， 留守的成都剑南兵马使徐知
道兵变， 他避难于成都东边的绵
州、梓州、阆中等地。后来，严武再
度出任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写信
邀请，他重返成都。直到 765年，严
武病死，杜甫悲痛万分，失去了依
靠的他，不得不离开成都赴重庆附
近的夔州。杜甫在成都的前后时间
加起来近 4年， 作诗 240多首。留
下了《蜀相》《春夜喜雨》《江畔独步
寻花七绝句》《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赠花卿》等传世名作。

接着，我去看按唐代式样仿制
的草堂。穿过小径，看见竹丛间有
一口池塘，水面上荷叶浅绿，飘着
水浮莲和青萍，使人想起了杜甫的
诗句“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
冉冉香”（《狂夫》）。

草堂是按唐代式样仿制的，墙

是黄泥掺入稻草后夯实的泥墙，房
顶盖着白茅， 经太阳晒后就发黄
了。 草堂共 5间， 分别为厨房、主
卧、客厅、书房、卧房。厨房有两个
灶头。草房很素朴，还原了杜甫当
时的生活情景。

草堂前一个用竹栏隔开的空
地前，石桌石凳旁，一群小学生在
年轻女教师的带领下朗诵着《春夜
喜雨》，童稚清脆的声调，把杜甫因
春雨滋润成都而欣喜的感情，很好
地抒发出来。 但我心下更希望孩
子们能背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
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风雨不动安
如山。 呜呼！ 何时眼前突兀见此
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诗
句充满了哪怕自己受苦受累，也
要兼济天下的博大胸襟和人文情
怀。这样的情怀，应该尽早植入孩
子的胸中。

从杜甫草堂的南门出来，不久
就看到了盼望已久的浣花溪。浣花
溪宽 25米，但水流很急，匆匆向东
而去， 青绿色的溪水倒映着垂柳、

桤木、雏菊。想起杜甫曾在此拜访
邻居后，坐船回草堂，“秋水才深四
五尺，夜航恰受两三人”（《南邻》），

很惬意的。此时溪上盘旋着几只洁
白的鸥鸟，忽上忽下，给我几分惊
喜，想起杜甫的“舍南舍北皆春水，

但见群鸥日日来”（《客至》）。几只鸥
鸟当然不比群鸥，但它坐实了浣花
溪周边的环境保护良好。

离开草堂浣花溪后，一路上我
在想，如果没有一个人，杜甫的广
为人知可能还要等上好多好多年，

这个人就是中唐著名诗人元稹。

770年，杜甫逝世，就像他生前
《梦李白二首·其二》所云，“千秋万
岁名，寂寞身后事”，他渴望自己的

诗将赢得“千秋万岁名”，但想象自己
身后，将会很冷清的。

果然如此， 杜甫身后依然名不
彰，声不显。几本唐人选唐诗，与他生
前那部出名的《河岳英灵集》唐人选
唐诗一样，都没有选一首杜诗。

杜甫殁后 43年，其孙杜嗣业，一
个性格倔强、 做事认真的苦孩子，肩
背装着祖父遗骨的褡裢，还有祖父诗
稿，踏上了从湖南耒阳出发，回河南
洛阳首阳山安葬祖父之路。途经湖北
荆州，一路风餐露宿的他，找到了在
此做官的元稹， 把祖父的诗稿给他
看，请他给祖父写一篇墓志铭。为什
么是元稹而不是其他人呢？因为杜嗣
业看过元稹带有讽喻性的乐府诗，其
关心民间疾苦的深切，传承了杜甫的
文脉。而且，河南洛阳人元稹，是杜甫
的老乡。

元稹之前看过一些杜甫诗，对这
个前辈早就心存敬意。读了诗稿几天
后，元稹心潮起伏似长江滔滔。他凝
神静气， 挥笔写了一篇气势跌宕、辞
藻华瞻、对仗工整的《唐故工部员外
郎杜君墓系铭》。 文中说，“苟以其能
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
有如子美者”。

元稹此文，字数不算太多，容量
极大。恰似晴天一声响雷，惊醒了梦
中人。杜甫的诗开始广泛传播，名动
天下。至宋朝，被称为“诗圣”。

元稹的这篇墓志铭对晚唐影响
甚大。晚唐韦庄的唐人选唐诗《又玄
集》，如一艘破冰船犁开坚冰，首次选
了杜甫的七首诗。 也是这个韦庄，在
任后蜀宰相时，寻找到浣花溪畔杜甫
草堂旧址，发现房屋早没有了，仅存
几根柱子。韦庄命人割茅草，建一间
草屋作为标记， 此时距杜甫辞世已
130多年。正是这座草屋，成为往后历
朝历代修葺、扩建草堂的基点。

杜甫身后有知音，元稹为杜甫写
的墓志铭， 就是他与老杜的隔代交
流； 这篇文章与杜甫的诗篇一样，光
照千秋。

从“愿望清单”到“不亦快哉” 刘荒田

2019 年秋天的娱乐圈， 被热
炒的一段新闻是： 韩国影星雪梨
自缢身亡，年仅 25 岁。这位被抑
郁症和社交恐惧症摧毁的可怜女
性，患病前曾写下《愿望清单》，想
完成的事共 17 桩， 包括结婚、太
空旅行等。

刚才在咖啡店，几位年龄相当
于雪梨两倍加一个高中生乃至大
学生的老头子， 在报上读完这一
段， 互相问及： 你有没有愿望清
单？这一做法是有所本的。8 年前，

好莱坞由老戏骨杰克·尼科尔森
和摩根·弗里曼搭档的佳片《遗愿
清单》，说的就是两个在医院住同
一病房的老头，怎样在就木之前，

陆续把写在纸面的疯狂念头，一
一付诸实现， 从而发现生命的意
义。可是，座中诸公都缄默以对。

发难者不耐烦，说，有还是没有？

说出来嘛！随即身先士卒，声明：

区区眼下没有，也不打算拟一份。

大家都附和说：没有。也就是说，

人生至此，没有什么“未了”的愿
望。说来也不无道理，老人最大的
心事是儿女成家。 他们的儿女都
自立，有了配偶和孩子。至于别的

方面，鉴于年龄递增而寿数递减，

与其擘画没有把握的未来， 如制
定“投资地产致富”的 5 年计划、

“必名满天下”的 10 年计划，不如
着眼于当下。

于是，不约而同地想起金圣叹
的三十三则“不亦快哉”，仿效这位
怪人，从往昔撷取印象最深的吉光
片羽。 它们都是板上钉钉的事实，

一如花掉的财富， 兑现的承诺。一
边喝咖啡一边凑：

一个说，晚间，沐浴以后，爬上
床，盖上足够温软的棉被，枕着够
高的枕头，拧开床头灯，戴上老花
镜， 打开一本书———它极具吸引
力，白天忍住不看，是为了这一刻。

一个说， 女儿带两个外孙女
来，她们打开电子琴，无师自通地
弹了半支曲子， 随着乐曲扭腰、跳
跃。老两口在旁边光顾笑。

一个点我的名：你好歹是码字
的，说说这方面的“快”如何？我想
了一阵子，只举得出两桩：一，晚间
关电脑时，灵感飘然而至，要么是
一个想法，要么是一个故事，要么
是金圣叹所称的 “一字未构以前，

胸中先有浑成之一片”（这 “一片”

即诗思或准诗思）。 明天早上必可衍
为文字，上床前心里特别踏实。二，以
电脑写作于兹 25年，早已养成习惯，

每成一文必打印。拿着排列在白纸上
的拙作，用打卡机打三个孔，再放进
活页簿里面，小铁环“咔”一声，是凯
旋曲的美妙音符。

一个问：被讥为“陈谷子烂芝麻”

的往昔里有没有？一个回答：当然有，

越年轻越多。当知青那阵，骑着单车
出村， 岔路上一个姑娘翩然走来。她
是省城下放的，只在知青代表大会上
见过。彼此不好意思打招呼，她只向
我抛来一个眼神。 秋水一般的眸子，

风吹着辫子旁边的黑发，身边的稻浪
俯身，赞美女神。那一瞬，我恍兮惚
兮，进入梦境。

另一个插话：30 多年前在唐人
街，和刚刚走出机场海关的乡亲一家
子饮茶。乡亲的女儿 20多岁，比我小
10岁。 两人从头到尾没说过一句话。

告别时我和她握手， 她久久不放，定
定地看我，欲言又止。后来没有消息。

但这场面我回味到现在。

当年轻人为“将来做什么”写下
清单，老人只配清点回忆。好在，“每
个人的记忆都是他的私密文学”。

人间世

行吟

空山回响

遗 失
▲本人王治胤持有的人民警
察证 (证号为：058783， 有效
期 ：2018 年 07 月 01 日至
2023年 06月 30日) 于 2019
年 11 月 12 日不慎遗失，特
此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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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闸北区华盛

小区业主大会遗失银
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2900142052601，声
明作废。

泰隆银行荣获浙江“民企最满意银行”

11月 12日， 在省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第五届世界浙商大
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论坛上，历时近 3个月的 2019年度
浙江省“万家民企评银行”活动结果揭晓，泰隆银行等 10家
银行获评为“民企最满意银行”省级机构。

今年 8月 15日，由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省工商联开
展的 “万家民企评银行” 活动启动， 全省 11个市、89个县
（市、区）的人民银行、工商联共同组织，对当前民企金融服务
中贷款的额度、利率、期限、抵押担保等共十个方面的难点和
痛点问题， 进行了问卷调查，14378家民营企业参与了评价，
经过层层筛选，最终评选出 100家“民企最满意银行”，包括
10家省级机构，30家市级机构和 60家县级机构。

“举办‘万家民企评银行’活动，目的是为了落实省委省
政府融资畅通工程和‘三服务’的工作部署，有效地打通金融
服务‘最后一公里’。”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徐
子福表示。

在浙江省工商联副主席黄正强看来， 这既是一项评选活
动，也是一次很好的银企对接活动。“民营企业获得感进一步增
强，金融机构借机推动了自身的改革，更重要的是银企之间相
互信任、友好合作、双方共赢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截至今年 10月，泰隆银行资产规模近 2000 亿元，首次
跻身全球银行业五百强，位列《银行家》杂志资产规模 1000-
2000亿元中国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排行榜第二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