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常中有许多情理在
朱家溍先生是我的父亲， 他 2003 年

去世， 到今年已经过去十五年了。

父亲在世的日子 ， 有了任何问题 ，

张嘴就问， 父亲去了， 不能重现往日旧

景， 真有很长时间不能适应。 不仅是我，

周围的同事、 朋友皆如此感觉。

而事实是， 上一辈人去了， 生活必然

还在继续， 我， 和我的同辈人， 以及更年

轻的人， 总要继续承担我们应负的责任，

总要学着自己解决遇见的问题。 老的人去

了， 孩子长大了， 长辈没有了， 我们已经

到了所谓长辈的年纪了。 这是自然规律，

除了适应， 并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十五年中， 因了种种需要， 反而比

父亲在的时候， 听见父亲声音的时候更

多， 我说的听见并不是真的听录音， 是阅

读和回想的过程。

父亲的文字， 一如他的为人， 平常，

简洁， 不骄傲， 不端着， 就像他日常的说

话， 清楚明白， 任何的外行也能看懂。

父亲对待文字的态度是平和的， 对于

我这个读者来说， 读父亲的文字， 就是

“听” 他的说话。 听的次数多了， 就能回

想此处与彼处的关联， 就能有发问， 就能

听见原来没有明说的意思。

书中所收文字新旧都有， 挑选自己文

字的过程中发现， 专门写父亲的真不多。

但几乎所有的文字中都有父亲在， 因为他

的与人共事， 因为他的讲述。

《遥远的咸宁》 写的最早， 还是父亲

看着完成的。 父亲教我说， 你就按着自己

说话的方式写， 一件事说完了起个名字，

算是一个小节。 地名、 人名只要知道的尽

量多记下来。 投稿给故宫的职工报纸， 许

多当事人看见自己的名字， 都觉得亲切。

见了面， 都很鼓励我。

《我所知道的王世襄》 是请王伯伯看

后发表的， 他与父亲被拘留期间的编号，

还是王伯伯告诉我的。

1辑中所收 10 篇， 其中 3 篇是父亲，

7 篇是父亲的老师、 朋友、 同事和领导。

他们从同一个时代走过， 他们彼此互为背

景， 没有父亲， 我不会知道他们， 去了解

他们， 谈论他们。 尽自己所能去记录他们

的一些生活痕迹， 工作中的片段， 也就是

记录了我的父亲。

2辑 6篇， 是跟戏相关的人与事。 演

戏排戏， 是父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也是

我家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是在后台照管父

亲， 还是在前台看父亲演戏， 没有觉得什

么特别。 父亲去后， 今日一点， 明日一点

的体会， 平常中竟有许多情理在。

3 辑中的 8 篇 ， 有 5 篇是与我的工

作相关， 近似于面对着父亲说话。 今年

我做了什么， 怎么做， 对不对。

4 辑是家中的琐事与旧事 ， 大部分

是听来的， 少部分是自己经历的。

原来不知道心里积攒了这许许多多

过去生活中的片段， 写这些文字的时候

才一点点浮现出来， 描摹的过程并不容

易， 心手相应的程度也不能让我满意。

父亲去世之后， 时常会记起他对某

一种事物的表述方式， 会陡然间意识到

他为什么这样说， 而不是那样说。

同时我也会很自然的形成一种习惯，

凡事做出一个选择之后， 会在心里掂量

父亲对此事的看法， 是赞许， 还是摇头。

朗月初升 ， 暮色四垂 ， 默坐片刻 ，

似乎是， 父亲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 一

直可以交谈。

（《父亲的声音》， 朱传荣著， 中华

书局即将出版）

迈 克 半上流

古城春梦
忠实粉丝有跟着电影去旅行的嗜

好，收拾行李的同时乖乖做功课，地图

上勾勒起著名光影景点， 如果是意大

利首都，《罗马假期》 的咬手石头人像

和 《甜美生活》 的许愿泉方位清清楚

楚，抵埗后按图索骥。天生懒惰的半票

影迷当然没那么虔诚， 最多只能带着

电影去旅行，兴之所至就地取材，糊糊

涂涂走马看花。 譬如这次在比雷埃夫

斯港搭早班船，预订旅馆先一晚下榻，

出了地铁耳膜自动播放 《永不在星期

天》，我就记起这是周日妓女不上班的

港口， 街童码头嬉水画面如走马灯般

涌现，无心插柳，惘惘吹了一阵昔日的

微风。

生平看的第一部希腊电影， 并非

主题曲熟极而流的这一部， 而是原名

《希腊人佐巴》 的 《古城春梦》（Zorba

the Greek）， 可巧那段衬托两个男主

角跳土风舞的音乐，电台也常常播出，

由慢到快的节奏考验腿力腰力， 和测

试肺能量的《王昭君》异曲同工。 六十

年代中至末， 星洲福康宁路斜坡的小

小文化馆， 是法国文化协会和新加坡

电影学会放映场地， 幸好当时尚未实

行分级制， 未满十八岁的黄毛小子只

要交足会费， 可以大摇大摆和老鬼们

平起平坐， 生吞活剥成人世界的七情

六欲。毫无盈利可图的活动，经费可省

则省， 空运而来的十居其九是声色水

平差强人意的十六厘米版本， 饥渴的

眼睛可顾不了那么多， 卑微地学习何

谓惜福———最记得电视深宵播映 《大

国民》， 血淋淋的接收器出现故障，每

隔几分钟画面就浮一浮， 能屈能伸的

我也不以为忤， 金睛火眼看到玫瑰花

蕾水落石出的一刻。

《古城春梦》由安东尼昆挂头牌，

令人惊艳的却是阿伦卑斯， 立即注册

成为他的影迷，接踵而至的《远离疯狂

的人群》《恋爱中的女人》和《中介人》

看得津津有味。安东尼昆相貌奇丑，然

而欧美左右逢源， 主流商业片支流艺

术片大小通杀，之前在《六壮士》领教

过， 甚至比查理士布朗逊更不开胃，

《古国游龙》 饰演蒙古大汗忽必烈，和

演马可波罗的德国俊男贺滋保荷斯成

强烈对比———此片卡士包括奥马沙里

夫和奥逊威尔斯，单看明星值回票价，

一直希望在巴黎二轮戏院重睹。

父女情深，生活恬淡
季黄 （朱家溍 ） 先生是我的长辈 ，

也是我最崇敬的前辈学人之一。

不久前， 季黄先生的女儿传荣送来

她为中华书局写的新书———《父亲的声

音》 校样， 要我为这本书写一点文字 。

其实， 传荣回忆其尊人的著作我是没有

资格评议的， 更不敢妄称为 “序 ”。 只

是岁月流逝， 老成凋谢， 与季黄先生同

辈的人基本都已离世， 而在晚辈中我又

虚长了几岁， 加之我与季黄先生的接触

较多， 也写过怀念他的文章， 传荣来找

我， 大概就是基于这个原因吧。

传荣对我说 ， 她无法写一部详细

叙述父亲生平的书 ， 我想这是很实事

求是的 。 目前这部 《父亲的声音 》 分

为了四个部分 ， 分别记录季黄先生在

故宫工作的往事和接触的师友 ； 季黄

先生一生所钟爱的戏曲和有关人物 ；

季黄先生遗留文字的整理与编辑 ； 回

忆父母和家庭的旧事 。 我想 ， 这四个

部分已经提供了不少了解季黄先生生

平的资料。

我曾经写过一篇 《不以物喜 不以

己悲》 的小文， 仅就我和季黄先生的接

触做了点滴回忆， 这里就不再重复文中

的内容了。 而为什么用 “不以物喜 不

以己悲” 作为题目， 是因为我觉得没有

更恰当与贴切的语言来形容和表达

了， 抑或这就是中国老一代文化人的

德行与操守。 这样的德行与操守甚至

超乎了学人一生的名山事业， 也超乎

了后人的任何崇高赞誉。

传荣是季黄先生最小的女儿 ，

也是在他身边时间最多的孩子 。 据

我所知 ， 传荣是随同父母在那个特

殊年代到湖北咸宁 “五七干校 ” 的 ，

她的小学教育几乎是在干校完成的 。

回到北京后， 她才读了仍然处于 “文

革” 风气笼罩下的中学。 因此， 传荣

的教育多来自于父亲的言传身教。 后

来有幸进入故宫的紫禁城出版社 （今

故宫出版社前身） 工作， 不断学习提

高， 整理了乃父许多生前的论著， 编

辑了很多重要的书籍与图册， 直到在

副总编辑的职位上退休， 很多学问的

基础是来自于家庭的熏陶。 大概， 这

就是所谓的家学。

在第三部分的最后 ， 传荣用了

“善承嘉锡， 毋坠世守 ” 八个字 ， 我

想， 这正是传荣所恪守和秉承的家训

罢。 因为和朱家很熟， 也就比较了解

季黄先生的生活和家庭。 先生钟爱他

的子女们， 但是又没有那种刻板的父

亲威严， 这使我经常感到在旧居的斗

室之中 ， 那种其乐融融的气氛 。 父女情

深， 生活恬淡， 至今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

记忆。 先生生活简朴， 无欲无求， 也极大

地影响了子女的生活态度。 而 “有所为 ，

有所不为” 的做人准则也成了传荣她们行

为的规范。 朱家近代自文端公朱凤标以来

就是诗礼之家， 世家的承传绝对不是财

产的承继， 其实至季黄先生这一代， 家

中的收藏早已捐献给了国家 ， 可称清

贫， 但却又是富足的， 这种承继是不泯

的家国情怀和道德操守， 这才是取之无

尽 ， 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 孔子云 ：

“父在， 观其志； 父没， 观其行 ； 三年

无改于父之道 ， 可谓孝矣 。 ” 传荣以

“善承嘉锡 ， 毋坠世守 ” 自勉 ， 我想 ，

这也正是家风的所在。

《父亲的声音》 即将出版了， 这既

是传荣对于父亲的怀念， 也为今天的人

留下了了解老一辈学人经历、 学养、 志

趣、 生活的资料， 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 于此些许赘言， 也寄托着我对季黄

先生的思念。 于丁酉年岁杪

洗牙
许多细节一起定义中年。 在我身

上，由牙齿率先起义。也是托生时欠些

考虑，未能投到讲究人的樱桃小嘴里，

它们变得羞怯又多情。 上阵时娇弱无

力，随酸咸而俯仰；与牙刷亲密接触，

便血泪交流。去年夏天，牙龈已经发炎

红肿，还又凑合到如今。

近来家庭、事业、猫，居然都严格

运行在正轨上，实在没了借口，不得不

约见牙医。 先要拍 CT，上下牙咬着小

铁片儿，下巴搁在托子上。脑袋被两侧

夹条固定，不能转动。又遵嘱闭眼一分

钟。 机器嗞嗞作响， 我也配合着走神

儿。这拍出来该是什么样？大约青面獠

牙，可以去卖刀。 奈何这一口刀，医生

看着直叹气。 影像上缺了角，卷了刃，

斑斑锈迹。 “倒也整齐，只是太钝”，就

是还想用，也须下力气磨洗一番。

诊所在城市中央，繁华胜境里。眼

前有彤云丽日，时节已渐近凉秋。那时

也真不紧张，见着皮椅兜头便躺。居然

还隐隐有些期待，好似一旦齿如含贝，

也就能腰如束素，美若宋玉之东邻。不

过现实总很残酷，医生开始拆器械。金

属声呛啷作响，每一下都扣人心弦。

然后就是漫长而不可描述的时光

了。虽被告知“疼就举手”，总还有个大

将风度，宁可僵直了身子，双握成拳。

因为局部问题比较严重， 清理时不得

不下点儿狠手。而我只能半张着嘴，含

着一口污泥浊水，小心地卷起舌头。

终于解脱了。失去许多结石，获得满

嘴细小伤口，还有若干大牙缝儿。这新伤

与旧患不同，据说一周内都会痊愈。医生

此时也高兴起来，敲着一枚尤其摇晃的

可怜鬼说，连它也可慢慢恢复，只要牙

床里血色消退，重新变作粉红。

我从此又有一口好刀，砍瓜切菜无

不如意。 这些天，舌头也忙碌起来：它像

一位将领，每天检阅精兵，乐此不疲。

陆蓓容 望野眼

杰西·金与《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风和日丽的一天， 西班牙王国的

小公主，正要过她的十二岁生日。她平

时没有地位相等的游伴，独处宫中；这

一天，获得国王恩准，可以邀请小朋友

进宫一同游乐。看着公主，国王想起往

事： 小公主只有半岁时， 王后撒手人

寰，国王从此鳏居不娶。此日他也是郁

郁寡欢，远避人群。 那边厢，宫中百戏

杂陈，公主对一个驼背、罗圈腿的小侏

儒的舞蹈觉得特别有趣，在他跳完后，

学着大人的样子， 取下戴在头上的白

蔷薇，扔给了侏儒，还说想再看他的表

演。侏儒是穷人的孩子，从不知自己形

容丑陋，前一天在林间独舞时，被打猎

的贵族发现，带进宫中为公主取乐。侏

儒自以为受到公主的垂爱，高兴非凡，

在宫中游荡，到处寻找她。后来他闯入

宫中一个房间， 在镜子里见到一个丑

陋的怪物。 从未见过镜子的侏儒过了

一会儿终于发现， 原来自己就是其中

的怪物，这才意识到公主并不爱自己，

痛苦地倒在地上抽搐。 公主一行人也

进了房间，以为侏儒又在表演，叫好不

迭。 未久，侏儒不再动弹，朝臣发现他

已心碎而死，如实禀告。小公主老大不

高兴，说：“以后凡是来陪我玩的人，都

不可以有心，”随即跑出屋子到花园里

去了。 故事至此，戛然而止。

王尔德的《西班牙公主的生日》说

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此篇与其他三

篇故事一起，收入作者 1891 年出版的

第二部童话集《石榴居》，题献给自己

的妻子。 据一部传记记载，作者曾经说

过， 就文体而言，《西班牙公主的生日》

是他写得最好的故事。这篇童话除了富

丽的文藻、生动的对话之外，在叙事结

构上也颇有特色，故事所贴近表现的中

心人物，由国王到公主到侏儒，随着不

同的场景次第变换。 这篇作品跟《快乐

王子》《夜莺与蔷薇》一样，反映出作者

对于美丑、善恶对比的观念，语含讥刺，

包含着比较强烈的伦理道德意义。

苏格兰艺术家杰西·金 （Jessie

Marion King, 1875-1949） 出生于格拉

斯哥西北郊的拜尔斯顿小镇，父亲是苏

格兰长老会的牧师， 家里宗教气氛很

浓，幼年她在学校里画好的画，回家都

要小心藏好， 怕被母亲发现了会撕掉。

也许正因为如此，反而造就了她青春期

的叛逆和成年后的特立独行。 十六岁

时，她不顾父母反对，先后入玛格丽特

王后学院和格拉斯哥艺术学院，攻读培

养美术老师的课程，在校时她的作品经

常得奖。 1899年起，她在母校格拉斯哥

艺术学校任教。 1908年，她嫁给了艺术

家泰勒， 成婚后继续保持娘家的姓氏。

她曾去德国、意大利游历，婚后还与丈

夫一起卜居巴黎多年，到 1915 年才回

到苏格兰定居。她主要以儿童读物的插

图和装帧设计知名，但是也从事于珠宝

和纺织品的工艺制作，还画彩陶。 她跟

当地许多同代的女艺术家被统称为“格

拉斯哥女郎”， 都受到十九世纪末欧洲

“新艺术”风格的影响，在当时的英国声

誉卓著。 这幅插图出自 1913年在格拉

斯哥出版的一部王尔德童话集，是她为

这篇作品所创作的三帧作品之一，画的

是故事开头时的情节：公主平日 “总是

一个人玩，没有谁来陪伴她。 ” 小公主

被置诸图画的中心，手中拿的、脚下放

的，都是没有生命的玩偶，从上方花树

掩映的宫殿到下沿布满鲜花的池塘，都

是怪异地毫无生气， 相当符合故事的

原意。 整个画面的布局有强烈的装饰

性色彩。

叶 扬 名著与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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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赠书刘大杰

7 月 25 日 多云。 友人相告，网上

有本钱锺书题赠刘大杰的《宋诗选注》

高价出售， 一查， 果不其然。 此书为

1958 年 9 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初

版本，小 32 开平装，列为“中国古典文

学读本丛书”第五种。扉页有钱锺书毛

笔题词：

大杰道长以大作《中国文学史》相
遗，余乃邮此奉 正，非敢以雕虫报雕
龙，聊志永好耳。

槐聚识 己亥仲春
又钤阴文“钱锺书印”和阳文“默

存”、“槐聚”三方章，郑重其事。“己亥”

应为 1959 年。书中则有作者的几处亲

笔修改。

时任复旦大学教授的刘大杰是文

学史家， 他把 1949 年前出版的两卷

《中国文学发展史》 修订扩充成三卷

本， 于 1957 年 12 月由上海古典文学

出版社出版。 书出后他一定寄了一套

请钱锺书指正，所以钱锺书选注的《宋

诗选注》问世后即回赠刘大杰，投桃报

李。 从题词看，钱锺书称“非敢以雕虫

报雕龙”，很谦虚。

钱锺书比刘大杰小六岁， 他俩是

同代人，两人的文字交始于何时？尚不

可考。 但《槐聚诗存》（2002 年 10 月北

京三联书店版） 中有两首与刘大杰的

唱和 ， 可证他俩交谊匪浅 。 一首是

1952 年所作七律《刘大杰自沪寄诗问

讯和韵》：

春申林际望漫漫， 曩日诗盟未渠
寒。心事流萤光自照，才华残腊泪将干。

忻闻利病摭千古，会见招邀并二难。 为
道西山多爽气，何时杖策一来看？

颔联起句 “心事流萤光自照”，钱

锺书有注云：“来书言久罢文酒之席，

方改订《中国文学史》。 ”正可与《宋诗

选注》题词相呼应，说明刘大杰当时正

在沪埋首于 《中国文学发展史》 的修

订。 第二首是 1954 年所作七律《大杰

来京夜过有诗即饯其南还》：

情如秉烛坐更阑， 惜取劳生问晚
闲。欲话初心同负负，已看新鬓各斑斑。

感君鸡黍寻前约，使我鲜莼忆故山。 预
想迎门人一笑，好风吹送日边还。

这次他俩在北京重见，“欲话初心

同负负”，想必都不胜感慨。可惜的是，

刘大杰的两首原诗均迄今未见， 无法

进一步对照领略两人的诗情。

刘大杰也很会写诗 ， 早在 1934

年 3 月就在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过《春

波楼诗词》。 目前所知，他写给钱锺书

的诗有一首幸存 ，那就是五律 《寄钱

锺书兄》：

每过蒲园路，低回忆故人。诗传山
谷体，书寄北京春。 往事难回首，心平
易养身。 别来消息少，远望总伤神。

此诗为刘大杰 1954 年春节所写

行书自作诗横披的最后一首， 横披有

跋云：“新春得半日闲，录旧作自遣，不

执毛笔三年有半矣， 即赠纪廉老弟存

政。”这首五律“旧作”，刘大杰自注“一

九四八”作，恐为笔误。 钱锺书是 1949

年夏赴京出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

的，同年 10 月共和国成立，所以诗中

才有“书寄北京春”之谓，也因此，此诗

作于“一九五○”才对。 此诗表明在上

海的刘大杰对在北京的“故人”钱锺书

很是想念，至于钱锺书是否也有唱和，

就不得而知了。

陈子善 不日记

胡适的“白话”摄影作品

胡适 （1891-1962） 可能是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中最善于面对照相机
镜头的人了。 不过， 他也是一个喜欢操弄照相机的新型知识分子。 从他的日记
可以发现， 在留学美国期间， 他频繁上馆子 （照相馆） 拍了照片寄送他人， 可
见他于亲情、 友情与社交的重视。 他也自己上手拍摄照片。 这个摄影的爱好
（作为被摄体与拍摄者）， 在他回国后稍无消减。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

他于摄影发生兴趣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作为一种文化实践的摄影， 不应该是新
文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吗？

这张拍摄年代不详的照片， 是胡适于安徽芜湖长江边上拍下的乞丐身影。

照片显然是他从江轮上以俯瞰视角拍得。 不事掩饰的清晰影像既显示了其画面
把控能力， 也凸现了现世关怀。 从某种意义上说， 这张照片可说是这位大力提
倡白话文学的摄影爱好者的 “白话” 摄影作品。

非专业眼光

周末茶座

顾 铮

随笔 刘 铮 看电视

李一氓读的英文书
1951 年，李一氓作为中国代表团

代表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 后即

出任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书记，常驻

维也纳。 这个位子，大体说来，算“闲

职”，李一氓在给何方的信里说自己是

去做“游仙”。

那时，陈乐民是李一氓的属下，他

后来在《氓公的风格》一文中回忆：李

一氓“带着我们三四个人。我们每天工

作、 生活在一起……氓公是老一代的

革命家， 但在我眼中他更是一个兴趣

广泛的读书人。他读书甚多，尤喜线装

书……他也看外国书， 在维也纳常去

旧书店走走看看。 我们那一摊还做些

关于国际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 氓公

和我们几个人一样分担一个题目，认

真地读书做笔记、剪贴报纸。他分工研

究英国工党……”

上个月， 我见人家卖的旧书里有

一本英文的，就买下了，书的扉页上有

用钢笔写的几个字———“李一氓 1955

维也纳 ”。 书名叫 《英国政治体制 》

（The British Political System）， 作者

约翰·高兰（John Gollan），他跟李一氓

倒是有些关系的。 李一氓五十年代初

曾译过一本小册子， 是约翰·伊顿著

《英国工党的假社会主义》， 翻译此书

的缘由李一氓晚年在回忆录里写过：

“那是 1951 年初， 我代表党中央去参

加德国共产党代表大会， 在会上遇见

英国 《工人日报 》 的副总编辑高兰

（John Gollan）， 后来是英国共产党的

总书记，他作为英国共产党的代表，提

到这本书才在伦敦出版， 我向他讨了

一本。 ”这样看，高兰可说是李一氓的

旧识了。 《英国政治体制》1954 年出版

于伦敦，次年李一氓就在维也纳读了，

一方面固然因为他有研究英国工党的

政治任务， 另一方面也因为书是友人

所著罢。

书的主人读得很仔细， 画线、标

注，有时候一页上批了几种颜色的字，

“丹黄烂然”。不过，多数标注都是用汉

字注出英文词的意思。应该承认，假如

这些词对这位读者来说都是生词的

话，那他的英文水平不算高，而那些中

文字似乎又确是出自李一氓之手。

李一氓青年时代先后在上海大同

大学、沪江大学、东吴大学读过书，1929

年到 1930 年，李一氓曾连续翻译了几

本小书：《新俄诗选》《马克思与恩格斯

合传》《马克思论文选译》， 其中第一、

第三种是郭沫若帮忙校订的。 李一氓

后来说：“搞这些翻译工作， 当时有两

个困难：一是英语的文字水平不高，二

是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极为贫乏。 ”

李一氓的这些说法， 或许不完全

是谦辞。但 1955年他已五十三岁，仍肯

下那么大的力气读书，我总觉得，是件

了不起的事；在人前表现自己如何饱读

诗书， 跟在人后老老实实 “丹铅事点

勘”，究竟是不同的。陈乐民说李一氓是

个读书人，大抵不错。当然，不晓得什么

原因，那本《英国政治体制》他只读了前

四章，后面的就没读了。 再认真的读书

人也不一定要把每本书都读完，正常。

朱传荣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