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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已久的 《吕同六文集》 出版了，这无疑
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我突然想到了意大利著名
诗人埃马杰尼奥·蒙塔莱的一段话：“我爱我出生的
这个时代，因为我宁可在潮流之中生活，而不愿在
没有时间概念的时代的沼泽里生活……在今天，人
们已经睁开了眼，从前从未如此大开其眼，即使在
伯里克利时代也不曾如此。但是，他们睁开眼还什
么也没有看到，也许还得等很长时间，对我、对所有
你们这些活着的人来说，时间是短暂的。”此时，让
人不得不去联想的是，蒙塔莱这段充满哲理和思辨
色彩的话，就出自吕同六先生的译笔，而这段隐含
着某种宿命意味的话，似乎又是对其人生和生命历
程的一种真实写照。在我看来，吕同六先生就生活
在这样一个如此相似的时代，那个时代可以说囊括
了 20世纪后半叶，人类所能遭遇的诸多重大事件。
这其中包含了巨大的社会变革、政治的极度动荡、
精神面临的困境、急待解放的人性以及对思想自由
的渴望。就此而言，我认为吕同六先生作为那个时
代的一分子，他从未选择过逃避现实的方式，而始
终生活和跋涉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潮流之中。
尽管他也有过短暂消极的时候，可是他对自己既定
的目标以及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却从未丧失过坚定
的信心和应有的梦想。由此，我们可以肯定，吕同
六先生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能产生的极为杰
出的人之一。在今天的中国文化界，早已无可争议
的把吕同六先生视为意大利文学、文化在中国的重
要传播者和领军人物，是他开拓了我国新时期意大
利文学翻译介绍的新局面，40多年来，他大量的著
译和各类学术成果，毋庸置疑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意
大利文学翻译和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正如蒙
塔莱所言，生命的时间或许是短暂的，但人类精神
所创造的奇迹却将不朽。吕同六先生就是一个最
好的例证。

吕同六先生是这样一种人，在他活着并健在
的时候，其学术和翻译成就以及他在整个中国当
代意大利文化研究领域的崇高地位，就已被牢牢
地确定。他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影响，还在他的青
壮年时期，就已经超出了国界，他所享有的国际
声誉也是名副其实的。他曾先后在意大利 《但丁
学刊》《薄迦丘研究》《马尔凯大区与东方》 等权
威学术刊物上发表意语论文，其学术成就受到了
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由于他在中意
文化交流方面做出的卓越贡献，曾先后4次荣获意
大利总统授予的各类勋章和奖励，并获得过蒙德罗
国际文学奖、皮兰德娄奖、利尼亚诺奖等多项殊
荣。在中国当代外国文学界，像他这样能获得如此
众多的国际声誉和表彰的学者，不能说是凤毛麟
角，但也是为数甚少。其实时间已经告诉了我们，
从今天再往回看，吕同六先生在当代中国外国文学
研究领域，都是一个巨大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就如
同一座巍峨的高山，其支撑的力量就完全来自于他
40余年的全部成果。

同样，吕同六先生又还是这样一种人，在他
离世后，我们会很快发现，他身后留下的空位以
及所形成的学术空白，很难再找到一个恰当的人
来替代。对这样一个人的要求，不仅仅要求在学
术上有很高的水平，在意大利语言文字方面有着
精湛的造诣，同时这个人还应该具备高超的组织
能力以及对其事业的无私奉献精神。我曾对多个
外国文学界的朋友感叹，像吕同六先生这样儒
雅、内敛、富有修养、风度翩翩的君子，我们已
经很难再见到了。特别是这样的文人君子，又兼
有非凡的行政组织才能和外事交往能力，就更为
少见了，这样的人都是人世间的稀有之才。

我和吕同六先生成为忘年交，最早还是从阅读
他翻译的意大利“隐秘派”诗人的作品开始的，这些
诗人里面有隐秘派大师蒙塔莱、翁加雷蒂、夸西莫
多、萨巴等人，最让我惊奇并欣赏的是，他的翻译能
出神入化地把意大利文，转变成中国语言文字中最
为精妙的那个部分，特别是能把意大利诗人所运用
的象征笔法，在文字的对应过程中，使其艺术特色
尽可能地得到保留，并在中文中不留下任何痕迹。
他还能十分娴熟地巧用隐喻和象征。或许正因为
吕同六先生对这些重量级意大利诗人的作品的译
介，可能不只我一个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
狂热地喜爱并阅读意大利现当代诗人的作品。不
难发现，当代中国许多重要诗人的作品，都曾受到
意大利诗人，特别是“隐秘派”诗歌巨匠们的深刻影
响。在这方面，为推动中国诗歌和意大利诗歌的繁
荣交流，吕同六先生同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代的中国诗人不会忘记他。

作为吕同六先生的朋友，在精神和思想上，
我一直把他当成自己学习的榜样和楷模，因为在
他身上，具备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品质，
比如发自内心的谦逊、待人的真诚、求同存异的
胸怀、道德操守的秉持、对弱者的同情以及对公
平正义原则始终如一的坚守。吕同六先生从逝世
到今天，算起来已经有 10年多了。但我总有这样
一种感觉，他似乎从未离开过我们，在我的眼
前，还是时常浮现出他那特有的略有些羞涩感的
微笑，有时好像还能听到他在某一个地方，正发
表演讲的声音，他的普通话中，带有他家乡江苏
丹阳浓重的口音。在我已经先逝的朋友中，吕同
六先生是我经常想念的朋友之一。现在虽然我们
隔世相望，但我认为他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知
到人间的温暖友情，当然还有他的无数亲朋好友
对他的深切怀念！ （本文为《吕同六文集》序）

隔世相望的倾谈
吉狄马加

“凡是过去，皆为序章。”前不久，在
英国议会发表讲话时，习近平主席引用英
国大文豪莎士比亚剧作 《暴风雨》 中的名
句，希望议员们登高望远，继续推动中英
关系发展。

事实上，引用当地作家的作品或名
言，已经成为习近平出访时的“标配”。
而对当地文化的熟稔，既展示了一个底蕴
丰富的大国领导人形象，也拉近了他与往
访国人民之间的距离。

以作家作品致敬文化

“想到了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萧
伯纳，想到了培根、克伦威尔、丘吉尔，
想到了托马斯·莫尔、约翰·洛克、亚当·
斯密、达尔文、阿诺德·汤因比、李约
瑟，想到了 《双城记》《雾都孤儿》《简·
爱》《鲁滨逊漂流记》，想到了福尔摩斯，
当然还有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
斯……”在伦敦，谈到对英国的印象，习
近平一口气说出了这些作家和作品的名
字。

每到一国，习近平都以这种方式向该
国的历史和文化致敬。而这些作品，也对
习近平产生了实实在在的影响。

“读法国近现代史特别是法国大革命
史的书籍，让我丰富了对人类社会政治演
进规律的思考。”在巴黎出席中法建交 50
周年纪念大会时，他列举了孟德斯鸠、伏
尔泰、卢梭、狄德罗、圣西门、傅立叶、
萨特等政治家、哲学家以及蒙田、拉封
丹、莫里哀、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
大仲马、乔治·桑、福楼拜、小仲马、莫
泊桑、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名字。

而在印度，习近平则回忆起，泰戈尔
的 《吉檀迦利》《飞鸟集》《园丁集》《新
月集》 等诗集他都读过，并对许多诗句记
忆犹新，认为这些作品给了自己很深的人
生启迪。

在俄罗斯，习近平直言，年轻时就读
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
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文学巨匠
的作品，感受到了俄罗斯文学的魅力。

习近平对作家的热爱，不只体现在演
讲中。

因为对写出 《老人与海》 的美国作家
海明威印象深刻，两次出访古巴时，习近
平第一次专程去了海明威写这部作品的栈
桥边，第二次去了海明威常去的酒吧，并
点了海明威爱喝的朗姆酒配薄荷叶加冰
块。

以名句传递共同价值

“世界掌握在那些有勇气凭借自己的
才能去实现自己梦想的人手中。”去年出
访巴西时，习近平引用68岁的巴西国宝级
作家保罗·科埃略的名言，表达对金砖国
家友好合作的期待。

在演讲、谈话或者接受采访时引用当
地名言，已成为习近平外交中另一个鲜明
的特色。而对当地名言、谚语甚至作品中
特色人物的信手拈来，也使其增色不少。

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习
近平谈到，面对中国的块头不断长大，有
些人认为这必然是一种“威胁”，“甚至把
中国描绘成一个可怕的‘墨菲斯托’，似
乎哪一天中国就要摄取世界的灵魂。”通

过引用歌德小说 《浮士德》 中的人物“墨
菲斯托”，形容被一些人误解的中国。

“兄弟之道是团结同心。”在接受阿根廷
媒体采访时，习近平引用了阿根廷史诗《马
丁·菲耶罗》中的话，总结中阿之间的良好关
系。这部史诗在当地家喻户晓，在阿根廷学
者看来，引用这部诗作体现了习近平对拉美
文明和阿根廷历史文化的深入了解。

本报记者整理发现，习近平引用最多
的是体现两国交往之道和两国友谊的名
言。在韩国，他引用了韩国古代诗人许筠
写下的“肝胆每相照，冰壶映寒月”的诗
句；在墨西哥，他引用该国前总统贝尼托
华雷斯的话，“无论人与人还是国与国之
间，尊重他人权利才能带来和平”；在古
巴，他引用该国民族英雄何塞·马蒂所
说，“团结是全世界的语言”。

历史是习近平引用的另一个重点。
“历史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上的人行

道，它完全是在田野中前进的，有时穿过
尘埃，有时穿过泥泞，有时横渡沼泽，有
时行经丛林。”2013 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
学院演讲时，习近平引用这句名言，表达
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
轮”的信心。

在哈萨克斯坦，他引用当地诗人、思想
家阿拜·库南巴耶夫的名言：“世界有如海
洋，时代有如劲风，前浪如兄长，后浪是兄
弟，风拥后浪推前浪，亘古及今皆如此。”

习近平还爱引用作家对中国的评价，
展现中国的特有魅力。“我不知道什么缘
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正如他
所引用的泰戈尔这句话，习近平带着雄厚
的中国文化，向世界表达着这个东方大国
的期待与诚意。

聊作家 引名句

习近平出访：以文会天下
本报记者 刘少华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
方……”一曲由三毛撰词的《橄榄树》，曾经
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扉，勾起了无数离乡人的
乡愁。而他们可知，这首歌同样寄托了三毛
对故乡——定海小沙的一片深情。

三毛祖籍位于浙江定海小沙，一座拥有
5000 多年历史的历史文化名城。她早年随
父母从上海赴台湾，从此过上了“飘”的生
活。三毛与丈夫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生活数
年，足迹遍及59个国家和地区，发表《撒哈拉
的故事》等23部作品，作品被译成英、法、日、
西班牙等 15 国文字。上世纪 80 年代，她的
作品从台湾传到大陆，并迅速在大陆掀起了

“三毛热”。三毛，是那个时代挥之不去的时
代情结。

然而，纵使三毛曾经踏遍千山万水，作
品风靡大陆及港澳台，她的根却永远留在了
小沙镇陈家村的庙桥陈家 60 号。定海的小
沙，是三毛魂牵梦萦的地方。在三毛的《悲
欢交织录》里，她这样形容她梦中的故乡：

“我最不该碰触的，最柔弱的那一茎叶脉
——我的故乡，我的根。”她就像一片树叶，
在空中旋转、飘零，却始终会回归于那片大
地之上。

那个年代，三毛回乡寻根有着特殊的
意义。那时，台湾当局放开岛内民众赴大
陆探亲才一年多，回舟山探亲的台湾同胞
也越来越多。1989 年 4 月 20 日，三毛终于
踏上了在她印象中只是“地图上的小点”
的定海故土。

家乡人用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游子的
归来，船员用最高的迎接规格——拉响汽
笛来欢迎三毛。三毛将自己那双意大利短
靴重重地踩在故乡的泥土上，跟自己说：

“可不是在做梦吧？”乡愁眼泪，遍洒故土。
在家乡，三毛呆了近一个星期。就像一

个迷路的孩子见到了久违的母亲，她尽情地
哭尽情地笑。这里有着三毛祖父陈宗绪生

活过的陈家老屋，乡亲们亲切地称呼三毛为
“小沙女”，三毛说自己有了个新的名字。在
祖父坟前，三毛恭恭敬敬地磕了9个头，抱着
坟碑哭喊：“阿爷，魂兮归来，魂兮归来，平平看
你来了！”临走时三毛还在坟头装了一小袋土，
随身带上。在祖父50年前挖的井里，三毛亲
手吊上一桶水喝了一口，回到旅馆后，还是不
放心，拿出那罐土，倒来那瓶井水，掺了一杯，
悄悄喝下。心里告诉自己：“从此不会生病了，
走到哪里都不再水土不服。”

两天后，三毛离开了故乡。伴随着船上
鸣响的汽笛，三毛哭倒在栏杆上，自语：“死
也瞑目。”好一个重情重义的小沙女。

这个一直在行走中的游子来也匆匆，去
也匆匆。三毛突然的离世令人震惊，然而家
乡人民没有因此忘记她。1999年，三毛研究
会成立。2000年，修葺一新的三毛祖居对外
开放，里面分别以“充满传奇的一生”“万水
千山走遍”“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想念
你！三毛”等为主题，陈列着她的数百件遗
物、作品、照片，以及友人们缅怀她的文章。
遗物中最珍贵的当属丈夫荷西赠送给她的
结婚礼物——一个非洲骆驼头骨，随着她从
非洲到台湾，最后由她的胞弟陈杰捐赠给了
祖居，现存放于定海的舟山名人馆内。

焰火散落，光影犹在；日落西山，余温尚
存。三毛的故事，也将久久留在这片她深深
爱着的故土上，被人传扬。

故园乡愁说三毛
傅晓艳 季 勤

照金新镇行吟
王振海

陕西铜川照金，为 1933年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
开创之革命根据地。

新城镇
秋山环碧拥，新镇周年成。
绮园恋游客，溪岸憇老农。
社鼓千载愿，庄户万里梦。
今朝耕耘人，一步驻新城。

回迁乐
但见新楼坊，不见旧庭堂。
重归故乡地，疑是他乡郎。

登山
陉梯危蹬陡入天，汗透气喘四肢酸。
先后快慢何须顾，自将每阶送后边。

由《民族文学》杂志
社、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举办的锡伯族作家韩
雅梅《碎片：那些行走的
记忆》作品研讨会日前在
京举行。本书记录了作
者留学和游历欧洲、澳
洲、非洲和美洲的20多个
国家的见闻和感受。其
中欧洲之旅记录了我国
留学生们融入异域生活
的过程。与会专家认为，

《碎片》在异域的生活中
获得了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
系的新的感悟。作者在
人类的处境、人性的发现
上都对我们有所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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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六时，静，连鸟声也不好意思霸占整个郊野，
只在栅栏上抛下几声啾啾，那是小山雀。也许是因为
两只虎皮鹦鹉没来的缘故，小山雀不必嚷嚷，单是在
桉树丛中起起落落，就搅出一个小规模的雨声簌簌的
世界。松鼠照例表演空中走电线，无声无息。被松鼠
一路胳肢的电线反而忍不住，要变作风里的琴弦。门
前的小小风铃闷声不响，风太弱了。

今天是倾倒垃圾日，我把垃圾桶推到马路旁边
去，过了中午，垃圾车会开来，伸出机械臂，把一个
个塑料桶清空。我的天！垃圾桶隆隆滚过，我制造了
类似春雷一般的音效！

其实寂静并非从此刻开始。我也早就“自然醒”
了，那时才四点。随后，静由尚笼罩鱼肚白的远山蜿
蜒而来。我在灯下读川端康成散文《花未眠》，开头一
段是：“昨日一来到热海的旅馆，旅馆的人拿来了与壁
龛里的花不同的海棠花。我太劳顿，早早就入睡了。
凌晨四点醒来，发现海棠花未眠。”于是我研究起花的
睡眠来。

按川康端成在此文的界定，花开曰“醒”，海棠之
外，“有葫芦花和夜来香，也有牵牛花和合欢花，这些
花差不多都是昼夜绽放的。”那么，何谓“睡眠”？众
所周知的例子是睡莲，睡眠时花瓣向上竖起，闭合。

白天盛开，是绝美的娇媚。查网上资料，川端康成指的是“昼夜绽放”的海棠
花，作息时间和人类类似，白天“醒”时叶子上的小叶都舒展平坦，夜里就寝，
小叶片成双结对地折合，酷似含羞草。蒲公英也这般。我愿意加入文学的因素，
在川端康成的海棠花瓣洒上凌晨的露珠，露珠在星光或者晨曦里闪烁，这就是睁
得溜圆的璀璨眸子。如此这般，“未眠”的花就神采奕奕了。当然，上述“睡”态
是我们的肉眼可以见到的，如果拿上仪器作精密的检测，花朵睡与醒，表征肯定
更多。据说有的花入睡后叶子的温度不一样。有的花爱午睡。

问题来了，对大多数花而言，开放就是“未眠”，那么，“睡眠”就成为伪命
题。我今天在推垃圾桶之前，特地到后院去查看了。雪白的波斯菊从来没“睡”
过，金黄的满天星、嫣红的虞美人和紫色的芍药也是。扶桑的花信已过，乌黑的
枯瓣不是委地就是粘在枝桠，它们长睡不醒。那么，多情苏东坡为海棠花而写的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红烛照红妆”是多此一举了。而所谓“海棠春睡”，干脆
是形容杨贵妃的惺忪之态的，和花的作息毫无干系。我从网上找出几幅“海棠春
睡图”，连巨匠张大千之作在内，左看右看，找不出睡和醒的区别来。我既缺艺术
的悟性，又没经植物学的专业训练，平庸之眼只及平面和表层。只是，如我这般
归类为“凡俗”的人，也许占了世间多数。川端康成“凌晨四点的海棠花，应该
说也是难能可贵的”一句，换为凌晨一点，下午五点，任何钟点，都不成问题，
直到花瓣委地。

我毫无诗意地和垃圾桶打交道时，一脑子依然是花的“睡醒之辩”。从马路旁
边往回走，瞥见左边人家的前院，木樨树下，一朵白色花飘落，如此巨大，吓我一
跳，定睛看，是一只白腹鸟从枝下飞下，姿势过分舒徐，引起我的误会。美丽的误
会！鸟当了一回山寨版木樨花。同理，凭借好风，花也能够冒充飞鸟。如此说来，过
分计较花的“睡眠”，未必不是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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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春拂大地万物醒，
百花斗艳群鸟鸣。
官兵结伴山间走，
欢声笑语满军营。

夏

遥望群山多起伏，
蓝天碧水紧相拥。
夏日渐去秋将继，
静待十月枫叶红。

秋

一轮明月照夜空，
哨兵挺拔似青松。
手握钢枪多警惕，
神圣使命记心中。

冬

隆冬大雪漫天飘，
祖国河山多妖娆。
警营男儿不畏寒，
训练场上逞英豪。

军营美如画
孙毓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