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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 周末， 寒暑假， 不往天

南地北海内外的风景区打卡 ， 不打

球， 不喝酒， 也不吃茶去， 我自己越

来越愿意开车回乡下。 两三天像一个

逗号 ， 六七天像一个句号 ， 集腋成

裘， 一年到头， 就会有三四个月打发

在我出生的村落与周边的集镇里， 我

省城庸庸碌碌教书匠的生活之外， 又

加入了一条乡村生活的叙事线条。

可能是最懒散的那种叙事线条

吧！ 我会在肖港镇的超市里买蚊香、

矿泉水、 馒头， 黄鹤楼系列烟中， 最

便宜的 “蓝楼”， 杜门不出， 在三层

楼的旧居里游荡 。 书桌 、 草席 、 躺

椅、 由武汉运回来的布沙发， 抱持着

无所事事的我 ， 写点文章 ， 读一点

书， 画毛笔字， 看十余年前由水果湖

一家碟屋里收集到的碟片， 这些旧碟

片已经存放好多年， 用新买来的电视

机与旧的影碟机合作播放 ， 生涩断

续， 神鬼莫测， 并不能保证让我看到

电影的结局。 鸡鸣如粥里醒来， 鸟儿

在窗外的苦楝枫杨上叫， 中华田园犬

与流浪到乡村的宠物犬交配， 生出来

的奇奇怪怪的狗狗们， 各各地狂吠，

其实也大同小异。 老人们早中晚三餐

端着碗蹲地寒暄 ， 放下碗筷布桌打

牌， 留守的孩子放学后， 野马尘埃一

般聚啸村巷， 小贩骑着电动三轮来叫

卖种种货物， 豆腐干子泥千张噢， 提

醒着上午 、 中午 、 下午与夜晚的分

界， 其准确度， 并不比手机上的闹钟

标记时间差多少。 隔壁槐如大伯、 聋

子婆婆会拍门叫我去吃饭， 孝感城里

的姐姐妹妹也会打电话， 要我去城里

的小酒馆打牙祭 ， 我偶尔会去 ， 多

半是不去 。 这样虚空的生活 ， 能连

成故事 ？ 在我写作课堂上 ， 听我励

志的同学了解到此 ， 也会笑话 ， 也

会疑虑吧！

稍稍值得表扬的， 可能是早晚的

跑步 ？ 天亮之前出门 ， 太阳升起回

来， 或者是太阳落山之前出门， 摸黑

满天星光里回来 ， 换上运动鞋与衣

服， 顶着臂包， 去田野里跑步。 沿着

小澴河堤是六公里， 沿着大澴河堤是

十公里， 哪怕是乌龟般的慢跑， 也足

够让我汗流如浆， 湿透重衣。 四季轮

转， 日月星辰交替， 犯霜惊露地向前

跑， 朝晖夕阴里， 惊起一群群喜鹊与

斑鸠， 空荡荡的原野， 遇到人不多，

踢到鬼没有， 经过我们村的坟， 别人

村的坟， 墓碑高高地立成林， 新坟上

花圈环绕， 我也不怕了， 汗由头顶往

下流 ， 辣眼睛 ， 与身体上的汗水汇

合， 滴到水泥路与堤面上， 好像自己

的感官、 情绪、 漫无边际的思考也与

乡土交织在一起。 这是一种特别的体

验， 好像你是在星星的凝视下， 亡灵

的凝视下， 童年穿开裆裤的我的凝视

下跑步 ， 大地回馈我一些珍贵的领

悟， 我的一些文章、 课件， 一些更深

的自我的体察， 好像就是这些时刻，

在我的脑海里慢慢涌现出来的。

翻读过前面八个小说与十六个散

文的读者， 会对我描述的这些河流与

村落有所了解。 这一块邮票大小的乡

土， 大概在中国南北部的中点， 也在

东西向的中点， 沪蓉高速公路与京广

铁路线， 就交会在小澴河边。 我常常

跑进那片荒凉的白杨林， 去看由公路

铁路上运行不息的人类机器， 它们连

接起来的当代社会， 深深地将我们出

生的村落覆盖在水泥与钢铁的巨腹之

下。 在玫瑰红的黎明里， 可以远眺东

边大别山的列列青山， 在光芒如箭的

夕阳里， 也可以西望云梦泽故地上蒸

腾起来的烟水， 我身边的这些村落，

就在群山与平原的交界上。 我当然也

会想起我自己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往

返徘徊， 乡村此刻又处在由田园向荒

野转换的中点， 以我这样在青年与老

年之间的年龄， 我自己被唤醒的欢乐

与悲伤， 为了记住这些交集的悲欣，

我写出来小说与散文， 将虚构与非虚

构的时间与空间混合在一起， 大概就

算不上稀奇了 。 大家往前看 ， 曹雪

芹、 鲁迅、 萧红、 废名、 沈从文、 汪

曾祺诸位先贤， 也是这样亦真亦幻地

描述他们的故园的 ： 假作真时真亦

假， 无为有处有还无。 纪实与虚构，

写作与跑步， 将那些珍贵的记忆、 美

妙的想象连接起来， 就像本雅明在万

里之外数十年之前的巴黎散步， 提升

“密度 ” ， 收集 “印迹 ” ， 发现 “灵

韵”， 浪荡子的漫游会开辟一个有魔

力的临时空间， 来缓解现代性予以诸

位的重重压力？ 我也希望我的读者，

不是沉湎在农家乐里、 田园梦里， 而

是由这样的重建之中， 感受到荒野与

机器， 过去与未来， 山川与星象， 自

然与神话， 在转换之中， 生发的这些

力量。 这些喜悦的微光， 萤火一般明

亮， 灯焰一般温暖， 是予以我们大数

据与人工智能的科幻都市生活的一点

补偿， 这种生活， 大家知道， 高效而

舒适， 但它是凉凉的。

“重建家乡的屋顶” 意味着重返

故乡， 重新发现 “自我”， 意味着第

二次 “成长”， 这大概是我想与读者

分享的最大收获。 通过荡路与写作，

亲友们好像离开工厂中永不止息的流

水线， 又重新回到了家园， 黄牛与水

牛下到田地里 ， 作为被尊重的劳动

力， 而不是牛肉的供奉者去劳作， 水

车在池塘边被男人踩得呼呼作响， 女

人们花红柳绿地在稻田里弯腰插秧，

燕子重新飞回衔泥筑巢， 也不会被紧

闭的门扉挡住， 那些停滞的乡间仪礼

又活跃起来， 过十岁生日的孩子被同

伴满村追打， 小伙子们敲锣鼓吹唢呐

去迎接新娘 ， 道士与和尚协同作法

事 ， 将亡者的棺木送到黄泉 。 田园

里， 各种作物与各种野花野草联袂生

长， 野生的飞鸟与动物与我们养育的

禽兽嬉戏在一起， 这样有机的、 交互

的 、 乡野的生活 ， 仅仅是在三十年

前， 还在焕发出灵光， 这样的桃花源

灵光， 是可以被唤起， 并加入我们的

钢铁、 信息与智能的乌托邦里去的。

我自己靠文字唤醒它的时候， 就好像

重新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 在 “子宫

间” 眷眷滞留， 又得到重新出生的机

会 。 “暮霭用余光/ 把我们引向产

房/ 群山环抱着/接住我们的出生 ”，

曾经养育我的大别群山， 养育我的云

梦泽， 在将我不由分说推向世界数十

年后， 又将我重新召唤， 予我重生的

机会。 “送得王孙去， 萋萋满别情。”

但苦闷而倦勤的王孙们， 其实也有返

回的机会， 云梦泽的春草被野火烧尽

后 ， 年年生长出来 ， 等候着他的再

生： 漫游、 出猎， 给予血肉， 在对自

我的反省中重新生成———会有第二个

特洛伊为你燃烧， 义勇忘我， 经历青

春与爱； 也会有第二个云梦泽， 飞禽

走兽， 青枝绿叶， 供你游牧。

这些微茫的习作， 是我出版 《飞

廉的村庄》 《绿林记》 之后， 所特别

看重的， 也认同评论家们给予的 “新

乡土写作” 的标识， 它们经过二十余

年的创作与修订， 先后曾刊载在 《长

江文艺》 《上海文学》 《思南文学选

刊 》 《散文海外版 》 《新华文摘 》

《文汇报 》 《文学报 》 《湖北日报 》

等杂志与报刊上。 感谢有鹿老师绘制

的插画， 让这个 “出草记” 充满了草

木的清甜与童贞的色调， 我喜爱这些

图像， 一如喜欢有鹿的双胞胎姐姐沈

书枝的那些美好的文字。 本书命名的

灵感， 来自刚刚由海外归来的连芷平

老师， 她予我一枚新西兰毛利族少年

佩戴的墨玉钩形佩： 就像本书中的自

行车 、 鱼钩 、 手指 、 水车 、 棉花钩

子 、 翠鸟 、 蜻蜓 、 北斗七星 、 杀猪

刀、 裟椤船、 江豚、 雉这些回旋的符

号， 它们在回忆里闪闪发光， 不停地

将我们卷入黑暗中 ， 卷入往昔的岁

月， 它的目的， 并非是要让我们固执

地怀旧， 而是野气勃发， 神采奕奕，

复杂而微妙地面向未来， 活在当下。

2019 年 1 月 9 日

（本文为 《云梦出草记》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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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棠无香书有香
刘心武

十八岁以前， 住在北京钱粮胡同一

所四合院里， 春天推开我家堂屋窗户，

会有海棠花树的枝子蹦进屋来， 起初会

缀着朱砂红的花蕾， 后来就都绽放成粉

心黄蕊白瓣的花朵， 张爱玲判定海棠无

香， 确实没有馥郁的香味， 但那股子特

有的润泽水气， 沁入肺腑， 也足令人脑

醒神清。 我从十三岁到十八岁， 春夏秋

就常靠窗而坐， 在探进窗内的海棠树枝

下， 静心读书。

那时我是一个狂妄的文学小子。 我

读书， 常常越出老师布置与报刊推荐的

书目。 我会被好奇心牵引， 一阵阵的，

寻觅同龄人一般不大会去读的文本。 比

如十七岁前后， 因为看了舞台上的一些

演出， 忽然觉得， 我何不读剧本？ 于是

找了不少中外古今的剧本来读。

中国的 ， 先是读曹禺的 《雷雨 》

《日出》 《北京人》 《原野》 《家》， 吴

祖光的 《风雪夜归人》， 田汉的 《丽人

行》， 夏衍的 《上海屋檐下》 《法西斯

细菌》， 这些都是看过剧场演出的。 后

来知道洪深是中国话剧的开拓者， 就找

来他的 “农村三部曲” 《五奎桥》 《香

稻米》 《青龙潭》 来看， 不得要领。 又

找到茅盾的 《清明前后》， 那是茅盾创

作的唯一剧本， 读起来像读小说。 老舍

的 《茶馆 》 在 《收获 》 创刊号上一刊

出， 也就读了。 那时丁西林的 《一只马

蜂》 《三块钱国币》 有演出我看了， 想

看他的剧本集， 没找到。 听说李健吾、

熊佛西也都是名噪一时的剧作家， 但我

也没找到他们的剧本集。

外国剧作家的剧本也进入我的视

野。 买到希腊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

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戏剧集， 罗

念生翻译的， 读了觉得非常震撼， 特别

是歌队的演唱部分。 莎士比亚的 《哈姆

雷特》 自以为很懂， 墓地一场掘墓人的

话， 似乎比哈姆雷特那 “活着， 还是死

去， 这是一个问题” 更给我稚嫩的心以

刺激， 不禁就 “什么是死亡” 而苦思。

印度古代大作家迦梨陀娑的诗剧 《沙恭

达罗》 搬上了中国舞台， 先看剧， 再读

剧本， 对其中 “你无论走得多么远， 也

不会走出我的心 ； 正如黄昏时刻的树

影， 拖得再长也离不开树根” 的金句推

崇备至。 那时候也就知道， 俄罗斯有个

伟大的剧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有 《大

雷雨》 等剧作， 这个亚历山大·奥斯特

洛夫斯基不是那个写 《钢铁是怎样炼成

的 》 小说的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 ，

两位前后差了快一百年， 这位十九世纪

的剧作家的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由北

京人民艺术剧院搬演了， 我看后还写了

艺术评论刊发在 《北京晚报》 副刊。 我

原来看过老托尔斯泰的小说， 后来得知

他也写剧本， 那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

版过他的几种剧本， 我找到的有 《黑暗

的势力》 《教育的果实》 《活尸》， 记

得版权页上标记着印数只有 500 册。 之

所以强调是老托尔斯泰 （列夫·托尔斯

泰）， 因为到苏联时期有个小托尔斯泰

（阿列克赛·托尔斯泰）， 写小说也写剧

本。 高尔基的剧本 《底层》， 以及柯灵、

师陀将其中国化改编为 《夜店》 的剧本

也都看过 。 同样只印了 500 册的 《罗

曼·罗兰革命戏剧集》， 居然被我在王府

井书店买回一本， 读后很诧异， 他怎么

对法国大革命持那么冷静的批判态度。

挪威易卜生的 《玩偶之家》 名气大得不

得了， 很早就搬上了中国舞台， 从上海

演到延安， 又演到新中国， 更因鲁迅著

有 《娜拉走后怎样》 的雄文， 不是冷剧

是大热门， 可能是我那时对剧中构成关

键情节的法律权威性缺乏认知， 也没有

女权方面的观念， 无论是看演出还是读

剧本， 都不觉得心灵有所悸动。

读冷书是我一贯的爱好 。 除了好

奇， 也是想用那样的文本来磨砺自己的

认知与审美能力。 所以我平生第一篇被

刊登出来的文章， 是还没足十六岁时写

的一篇书评 《谈 〈第四十一〉》， 到现在

知道苏联有个叫拉甫涅尼约夫的作家写

了本 《第四十一》 的人士大概也不多，

我把那篇文章投给 《读书》 杂志， 竟被

刊出 ， 还上了封面提要 。 我最得意的

是， 有次逛东安市场旧书摊， 竟淘到了

一本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剧本集，

书页都发黄了， 译者署名郭鼎堂， 现在

这位剧作家通译为约翰·辛格， 后来也

就知道郭鼎堂是郭沫若的化名， 其中独

幕剧 《骑马下海的人》 所表达的与宿命

抗争的精神令我敬畏 。 1953 年贝克特

的 《等待戈多》 已经写出并首演， 我们

这边无报道无翻译， 我当然全然不知，

但知道德国有个布莱希特， 创立了与苏

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那种体验派对立的

表现派戏剧， 并且我们这边的 《译文》

杂志翻译了他的 《高加索灰阑记》， 读

了， 略识其表现主义的风味。 那时听说

西方有象征主义戏剧， 比利时的梅特克

林写了 《青鸟》， 德国的霍甫特曼写了

《沉钟》 （此二人分别于 1911、 1912 年

获诺贝尔文学奖）， 却怎么也找不到这

两个剧本，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 在上海

文艺出版社推出的 《外国现代派作品选

集》 里才读到， 有终于品尝到法国黄油

焗蜗牛的快感。

但是， 真正令我在海棠花下读来心

醉的 ， 是俄罗斯安东·契诃夫的剧本 ，

尤其是 《海鸥》 《万尼亚舅舅》 《樱桃

园》 《三姊妹》 这几部。 戏剧嘛， 似乎

必须具备戏剧性才符合规范 。 什么是

戏剧性 ？ 就是登场人物之间必须冲突

迭起 ， 从小波澜逐步演化为大波涛 ，

悬念不可少 ， 意料之外融化于情理之

中 ， 最终美好被毁灭是悲剧 ， 丑恶被

撕碎是喜剧， 乱七八糟一锅粥是闹剧，

宣示公理是正剧 。 契诃夫的剧本却淡

化了戏剧冲突 ， 似乎是若干日常生活

的片断连缀 ， 反悬念 ， 反高潮 ， 展示

意料之内 ， 呈现平凡平淡 ， 没有情理

的脉络 ， 不设哲理的高度 ， 但是有淡

雅的诗意 ， 有足可咀嚼的意味 ， 这种

剧本 ， 很难归类 ， 是异数 ， 是奇葩 。

读剧本 ， 除了读人物对话 ， 细品其对

场景 、 气氛 、 道具的说明 ， 也很有必

要 ， 我就询问过吴祖光先生 ， 他的剧

本 《少年游 》 里 ， 特意设置了孔雀翎

的道具 ， 这究竟是隐喻什么 ？ 他很高

兴我能提出这个问题 ， 因为这个剧很

早就不再上演了 ， 我只是读剧本 ， 却

能注意到他写作时的苦心 ， 他夸我不

仅是个好观众 ， 也是一个好读者 ， 他

回答了我的问题 ， 告诉我写剧本时不

但要有舞台上的动感 ， 也需具备舞台

下观众的视觉角度 ， 那孔雀翎的设计

就是希望通过视觉冲击 ， 强化观众对

其中特定人物的性格感受 。 契诃夫剧

本里更有对舞台表演节奏的设定 ， 他

经常使用 “停顿 ” 这个提示 。 细品他

的剧本 ， 其中的 “停顿 ” 提示不仅是

对人物心理流程缓急滞畅的细腻揭示，

也是人物之间心理冲撞的暗度陈仓 ，

真的是酽味揭于清汤。

青少年时代， 读了诗就心痒写诗，

读了小说就手痒写小说 ， 日记就是散

文， 读书笔记就是评论， 那么一段时间

里专注读剧， 难道就不心也痒手也痒地

写起剧本来吗？ 现在坦白， 就如我那时

写过许多诗却总未能沾诗坛之边一样，

那时我也写过剧本甚至也给 《剧本》 杂

志投过稿但无一例成功。 先是写过一个

表现学生生活的独幕剧 《校园的黄昏》，

后来又写过一个表现北京胡同杂院生活

的多幕剧 《臭椿树》， 后者写胡同里一

个穷青年追求一个相对富裕家庭的女

孩， 被女家嫌弃， 于是愤而在其院门外

种下一棵臭椿树， 没想到那棵不被待见

的树几十年后居然长成了一株粗过水缸

的大树， 当年的那男那女都不仅儿女成

行， 也都有了第三代……这个 “戏核”，

后来被我融进了 1992 年发表的中篇小

说 《小墩子》 里， 几年后中国电视剧制

作中心的沈好放将其改编导演摄制成八

集电视连续剧， 其中有一场三代人聚餐

的戏就在大臭椿树下展开， 饰演墩子奶

奶的黎频演完跟我说， 你真该围绕着臭

椿树把我这个角色的前传写出来， 再拍

一出戏， 爱我的小伙子种下这棵树， 我

那丈夫竟没有勇气砍掉它， 两家就一直

住在一条胡同里， 恩恩怨怨几十年， 臭

椿终于长成巨树， 过来过去， 多少社会

风云， 多少爱恨情仇！ 黎频在北京人艺

又是负责组织剧本的， 她更建议我写成

话剧， 她哪里知道我本是写过的！

我是直到 2001 年才发表一个歌剧

剧本 《老舍之死》， 2004 年法国出了法

译本， 但知者寥寥。

改革开放以后， 我有幸结识了林斤

澜， 后来和林大哥成为忘年交， 把酒促

膝谈心， 将尝试过剧本写作的事对林大

哥披露， 大言不惭地说， 是想写成契诃

夫式的有 “停顿” 特色的剧本， 林大哥

不但没有鄙夷， 反而掏心窝地告诉我，

其实他最早热爱的文本形式 ， 就是剧

本， 他在出版小说集之前， 先出版过剧

本集呢， 他的剧本看过的行家跟他说，

是很好的文学作品， 适合阅读欣赏， 但

很难搬上舞台。 前两年从人民文学出版

社出版的 《林斤澜文集》 里， 读到了一

整卷剧本， 我确是林大哥的知音， 觉得

真有点契诃夫的味道， 淡香氤氲， 尽在

半吞半吐中。 林大哥对我的启示是， 无

论读书还是写作， 都不要跟风， 要炼就

特立独行、 甘于寂寞的文人风骨。 那时

候阅读外国现代派、 后现代派作品， 追

踪蹑迹写那种作品的风气很盛， 林大哥

说这是好事， 补以往中国文学之不足，

作为刊物编辑 （他那时是 《北京文艺》

主编） 理应容纳， 但就他自己而言， 那

时专心细品已被冷落的法国古典作家梅

里美的小说， 他特别跟我聊到读 《伊尔

的美神》 的心得。

又将冬尽春来， 海棠花又会再度开

放。 虽然离开那个推窗便有海棠树枝伸

进屋内的住处近六十年了， 青春期在海

棠花下读书的求知追美之心丝毫没有衰

退， 回忆之余， 想对年轻一代说： 读书

要趁早， 练好童子功， 莫负好春光， 开

卷必有益！

2019 年 1 月 12 日 绿叶居

与夏目漱石为邻
耿传明

原定于 2018 年九十月份去日本访

学的计划， 因种种原因一再推迟， 直到

十一月下旬才匆匆上路， 我的心中隐隐

遗憾———此行大概看不到鲁迅在诗中曾

经描绘过的那种 “枫叶如丹照嫩寒 ”

扶桑秋光了 ， 因为我所在的天津 ， 时

序此时早已入冬 ， 在外面行走都需要

穿羽绒服了 。 没想到真到了东京 ， 才

发现眼下才是在东京赏秋最好的时节，

它的冬天要比天津晚来一个多月 ， 正

处于深秋时节， 枫叶刚开始变红， 秀骨

婷婷、 明艳照眼， 迎风摇曳， 令人产生

惊艳之感。

到日本当日下午， 天空飘着细雨，

下午不到四点， 就接近黄昏了。 以前教

过的老学生小宋， 此时也在日本东京大

学访学， 听说我要来日本， 专程到机场

接我。 我们冒雨赶到学校， 办好住宿手

续， 把行李放下， 就去附近的一家小酒

馆， 喝酒、 叙旧， 直喝到微醺， 才走出

酒馆。 此时街灯灰黄、 小雨淅沥如旧，

我们沿着一条有点坡度的小巷， 向我住

的公寓走， 小巷很窄， 两边的店铺看上

去都很古老， 有一家酒店的门楣上居然

写着 “Since 1678” 的字样， 那就是说

有 340 年历史了 ， 给人以时空穿越之

感。 走着走着， 突然看到在路边竖着一

个长长的、 三角形的石碑， 上面写着三

个很大的汉字： 夏目坂。 旁边还用日文

小字说明这里是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

的出生地和夏目家族的祖居之地 。 我

很高兴 ， 没有想到我所住的喜久井町

公寓离日本的大文豪夏目漱石祖居这

么近 。 小宋告诉我 ， 夏目漱石的故居

就在附近， 现已辟为夏目漱石纪念馆。

次日下午 ， 我用手机导航 ， 兴冲冲地

去寻访隐没在弯弯曲曲的古老街巷之

中的夏氏故居。

我所住的公寓在喜久井町的西头，

沿着坡度不大的街巷东行 ， 经过一个

很小的街头公园早稻田公园和新宿小

学 ， 不久就到了夏目漱石的故居 ， 再

往前走一个街口， 就是 “神乐坂”， 也

就是平江不肖生所著 《留东外史 》 中

黄文汉戏弄日本警察之地 ， 这一带曾

是清末民初的中国留学生的聚居地

之一。

夏目漱石的父亲夏目直己曾是幕府

时代管辖东京早稻田周边的名主， “喜

久井町 ” 的街道就是由夏目直己命名

的， 夏目漱石回忆说: “我家的家徽是

井字形花纹上画着菊花， 因此就以菊花

加井来命名这个地方， 这就成了喜久井

町。” 明治维新后， 夏目直己作为幕府

旧人不太得意， 家境衰败， 漱石两岁时

就被送到盐原昌之助家当养子， 七岁时

又因养父母离异被生父赎回……夏目漱

石自幼就缺乏一种确切的归属感和恒久

的安全感。

夏目漱石原名金之助， 毕业于东京

帝国大学英文科 ， 1900 年 ， 奉日本文

部省之命前往英国留学两年， 回国后在

东京帝国大学英文课任教 。 1905 年 ，

38 岁的夏目漱石在 《杜鹃 》 杂志发表

短篇小说 《我是猫》， 颇受好评， 应读

者要求一再续写、 连载， 结果成为一部

长篇小说。 初炮打响之后的夏目漱石深

受鼓舞， 因之激发起创作热情， 此后十

年成为他创作的高峰期。 夏目漱石在日

本是家喻户晓的 “国民大作家”， 近代

日本文学的巨匠， 他的头像上了日元千

元纸币， 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 可以说

是莫大的殊荣。

夏目漱石强调文学的无用之用， 无

为而无不为。 正像庄子在 《大宗师》 中

所说： “藏小大有宜， 犹有所遁。 若夫

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 是恒物之大

情也。” 其意盖谓： 把小的东西藏在大

东西里边是合适的， 不过还是可能会丢

失， 但是你若把天下藏于天下之中， 则

不会丢失， 因为这才是看待万物的应有

方式。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 “藏天下于

天下” 的从容与超迈， 夏目漱石才能摆

脱那种物化世界的占有心态， 从而抵达

一种与万有共在的 “静坐观众妙” 的超

越之境。

夏目漱石纪念馆分为两部分 ， 一

部分是一座两层的小楼 ， 里面地上一

层是夏目漱石的生平图片展览， 还放映

一些关于作家的影像资料； 地下一层是

一个与他有关的图书馆， 陈列的是他的

作品集和关于他的研究论著。 来参观纪

念馆的人不少， 以青年学生和银发老人

为主 。 一楼还有一个附设的咖啡厅 ，

人们可以在那儿闲坐 、 聊天 ， 是一个

很好的放松身心的休闲之地。 纪念馆的

另一部分则是夏目漱石的故居庭院， 现

只剩下一个书房， 故居入口有一座夏目

漱石的半身石像。 夏目漱石的书房是一

座典型的主要以木头为材料建成的日式

木屋， 古趣盎然， 门旁有个牌匾， 曰：

道草庵。

小院里最有文物价值的我认为应该

是 “猫冢”， 也就是夏目漱石的成名作

《我是猫》 中的原型猫的坟墓， 在小说

中这只掌握 “读心术” 的灵猫， 最后也

像主人一样感到生之无聊， 染上了和主

人一样的酗酒的癖好， 有一次偷喝主人

的啤酒， 结果不胜酒力， 喝醉后摇摇晃

晃， 一头栽进了水缸里一命呜呼了。 院

子里的猫冢以青褐色的、 长满青苔的石

头垒成一个石塔 ， 有十二层 ， 一人多

高。 该塔矗立已逾百年， 成为佐证文学

史的文化遗物。

2018 年 12 月 24 日于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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