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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

风悦 读· S H I J I F E N G· 輥輳訛

石头梦和前贤梦

黑 陶

石头梦。在浙江上虞，覆卮山

是充满了裸露、巨大石头的梦境。

覆卮，酒杯倒置。东晋山水诗人谢

灵运言，“登此山饮酒赋诗， 饮罢

覆卮”，于是，后世文人由此命名

是山。从城区乘车前往县域南部，

与嵊州、余姚交界的这座名山，需

要经过的事物有：斜向路中、接近

汽车玻璃的一枝枝秀野绿竹，大

团大团碧青发亮的新鲜桑树，有

鹅的池塘，我曾拜访过的、埋藏汉

代激烈思想家王充的乡镇，然后，

再绕盘旋而上的狭窄山间公路

（枝柯交接，枯叶积累），然后，就

豁然开朗， 看见了作为上虞最高

峰的覆卮山上的条条石浪。

无法数清的青黑石块， 像已

经冷却的天外陨石，或嶙峋，或浑

厚，或大如饭桌，或约为臼斗，在

覆卮的山坡之上，滚滚倾泻，而于

瞬间，又像被施了魔法，凝固成道

道令人震惊的壮观石浪。 这些宛

若凝固泄洪的山中巨石， 有人说

是两百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遗

迹；有人则称，覆卮山的石浪，距

今上亿年， 是山中岩石风化后经

外力作用， 引起石崩， 在山谷滚

泻、堆积而成。

我注视这亿万年如斯的山中

巨石。 它们曾经并将继续被昼与

夜的流动光阴无尽洗刷， 它们目

睹过人类最初幸福或痛苦的诞

生，它们稳固缄默，它们从无言语。

它们硌痛着我在上虞的梦境。

前贤梦。上虞白马湖畔、春晖

中学后门外的那一方小小地域，

是完美保存下来的梦境博物馆。

20 世纪 20 年代， 上虞春晖

中学，是真正奇异的灵秀之地，她

以自身无法言清的诱惑力 （源于

白马湖的粼粼禅光和春晖学堂的

琅琅书声），吸引着各路文化精英

来此聚会———夏丏尊、朱自清、丰

子恺、朱光潜、刘熏宇、匡互生、杨

贤江、刘叔琴、王任书、陈兼善、方

光焘等负有盛名的一代师表，在

春晖园中执教；蔡元培、何香凝、

陈望道、刘大白、张闻天、俞平伯、

柳亚子、黄炎培、李叔同、张大千、

黄宾虹、叶圣陶、胡愈之、廖承志

等文化名流， 在白马湖畔留下衣

袂拂动的幢幢影迹。

当年蔚为大观的精英汇聚，

至今存留郁郁遗迹。 从春晖中学

后门出来，过绿树遮蔽的石桥，自

西向东，他们当年的住屋，依然历

历在眼———

弘一法师，晚晴山房。弘一大

师出家后，仙鹤云游，四方为家，

因为与在春晖教书的夏丏尊、经

亨颐、丰子恺等人的友生关系，便

与白马湖结下不解之缘 。 1923

年，1924 年，1925 年，他曾三游白

马湖。 晚晴山房建成于 1929 年。

当年在春晖中学的经亨颐、 夏丏

尊、丰子恺及刘质平、周承德、穆

藕初、朱酥典七人，为了让老友和

尊师弘一法师有一个安心修研佛

学之所，募资修成此山房，并以夏

丏尊为主， 成立 “晚晴护法会”。

晚晴山房落成后， 弘一连续四年

都来山房小住。 1929 年 9 月，弘

一五十寿辰， 经亨颐在长松山房

请弘一吃寿面祝贺，夏丏尊、刘质

平等友生参与了素宴 。 1930 年

夏，夏丏尊四十五岁生辰，夏也曾

约经亨颐、弘一“共饭素食”。当经

亨颐回忆昔日三人同在钱塘的种

种“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今已不

可复得”时，弘一“乃潸然泪下”。

丰子恺， 小杨柳屋。 建成于

1923 年。 丰子恺爱画“杨柳和燕

子”。“昔年我住在白马湖上，看见

人们在湖边种柳， 我向他们讨了

一小株，种在寓屋的墙角里。因此

给这屋取名为‘小杨柳屋’。 ”

朱自清，旧居。三间平房原是

夏丏尊平屋的一部分。 1924 年 2

月， 朱自清应在宁波省立四中兼

任校长的经亨颐邀请， 到宁波任

教；3 月，同样由经亨颐聘为春晖

中学国文教员，成为来往于宁波、

上虞的“火车教员”。 朱自清带家

眷来白马湖时，借居于此屋。朱自

清的次子朱闰生， 就出生在这白

马湖旧居。

夏丏尊，平屋。 1922 年，夏丏

尊应经亨颐之邀，到白马湖共事。

他为白马湖 “水光照眼， 山色宜

人”的“野趣”所陶醉，便起了“终

老是乡”的念头，在湖边负山面水

建造四间平房，取名“平屋”，寓平

凡、平淡、平民之意。 夏丏尊的平

屋哲学，就是“穿一件夏布长衫，

教其书，写其文，不愿当官，更不

想立名，只愿平淡终生”。 平屋天

井里， 犹有一丛当年夏先生亲手

种植的天竺，烂漫葱郁。

……

这些湖畔的住屋，质朴简旧，

在野生植物旺盛繁茂的绿色掩映

下，正向时光的深处溯回、退隐。

几乎没有几个外来的游人， 连这

几间房子的看门人对于外人的到

来，也是拒斥的，“这么晚才来，要

关门了，关门了……”白马湖光晃

映的空气里， 有前贤们当年清晰

的衣影与呼吸。我深知，要想真正

进入上虞的这个梦境， 惟有内心

虔诚的敬意，以及，悄悄的远离。

卡
门
的
故
乡

张
锦
江

我怎么也不会想到， 我会站在
这座陌生的烟厂门口。 这是一座被
遗弃了的烟厂， 它座落在西班牙安
达卢西亚大区首府塞维利亚城内 。

准确地说，在城内沿着中心大广场，

绕过一大片幽静的花园， 就能见到
西尔皮斯街上一幢巨型长方石砌的
建筑。 这座古老而沉重的建筑大门
上有一块椭圆形棕红色的门牌 ，刻
着安提瓜烟厂的名字， 门框的上方
镶着制烟工具、烟叶、烟民的铜饰图
案。 这就是建于 18 世纪的西班牙皇
家卷烟厂旧址。 哥伦布发现了美洲
新大陆， 从那里带回了咖啡豆与雪
茄烟叶， 欧洲第一家国家垄断的卷
烟厂就在这里诞生了。

史料记载，1812 年卷烟厂决定
招收女工， 这本是纯粹出于经济上
的考虑，因为女性的手指更灵活，工
作效率更高。1830 年，年轻的法国作
家普罗斯佩·梅里美来到塞维利亚，

这是他第二次来西班牙了。 这时，他
已写作了短剧集《克拉拉·加苏尔戏
剧集 》、抒情民歌谣 《独弦琴 》、戏剧
作品 《雅克团》《卡尔瓦亚尔之家》、

历史小说《马泰奥·法尔科纳》、中短
篇小说 《查理十一的幻觉》《攻占炮
台》《塔曼戈》等。 他在塞维利亚看到
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场面： 女工们从
高高的大铁门中成群结队闹哄哄地
走出来， 他的创作灵感从这里发芽
抽枝了。 1845 年他的传世小说 《卡
门》在《两世界》杂志上发表了。

《卡门》创作背景与人物原型都
是出自这家卷烟厂。 我在 1980 年购
得一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梅里美小说选》。 法语翻译家柳鸣
九在前言里写道：“此人肯定具有某

种独特的才能和动人的魅力……而
仅仅是， 或者主要是靠不到二十篇
中短篇小说， 就在深受后代读者赞
赏的十九世纪法兰西文学中占有了
一席光荣的地位，进入了司汤达、雨
果、巴尔扎克所属的不朽行列。 ”我
对梅里美的尊崇即是从他的小说
《塔曼戈》开始的。 我写海洋小说，而
《塔曼戈》是一艘贩卖黑奴的海船的
故事。 当然，小说《卡门》也读了，后
来又在上海大剧院观赏了由西班牙
剧院演出的歌剧 《卡门 》。 歌剧 《卡
门》 是由法国音乐家比才在梅里美
小说的基础上谱写的，1874 年他完
成了这部一生的最后作品， 也成为
了他的巅峰之作， 是当今世界上上
演率最高的一部歌剧。

阅读的记忆使我与这座烟草厂
有了亲切感。 我寻找《卡门》在烟厂
遗存的痕迹。 作品与实物陡然缩短
了距离， 时空也穿越到温暖的岁月
光隧中。

烟厂主楼边有一栋小房子 ，门
上有一标牌 “一号囚室 ”。 据说 ，这
里曾关押过一个名叫卡门的脾气
火爆的女工 ， 原因是她与工友打
架。 这个人物的出场对梅里美有了
轻微的刺激 ， 幻化出小说的由头 。

《卡门 》 中卡门因为一位工友说了
一句夸耀自已有钱的话刺痛了自
尊心 ，用切雪茄的刀子在工友的脸
上划上了两道斜十字。 卡门被押往
另一所监狱———城市监狱 ，才有机
会半路哄骗押解他的警卫班长唐·

何塞让她逃跑。 小说的逻辑有了合
理性，得以编造下去。

何塞站岗时警亭就在眼前 ，两
百多年了还完整无损。 岗亭主体用

坚固的长方岩石砌成，六角型，底基
凸出的弧状条石嵌在护厂堤基上 。

亭上竖长的观察孔面向护厂堤外 ，

当年烟厂戒备森严， 是正规军人护
厂。 也就是说何塞是国家正规士兵，

就是这位老实巴交、 与女人说话都
脸红的班长掉进了卡门的情感陷
阱。 作家描写何塞眼中的这个波希
米姑娘的形象：“她穿着一条非常短
的红裙子， 露出她的不止有一个破
洞的白丝袜， 还有一双小巧玲珑的
红摩洛哥皮鞋， 鞋子用火红的绸带
系住。 她推开披肩，让她的两只肩膀
暴露出来， 还显出她的衬衫上面一
大束金合欢。 她的嘴角上衔着一朵
金合欢，她向前走着 ，腰扭来扭去 ，

象科尔多瓦养马场里走出的一匹母
马。 ”虽然岗亭的石块己经失去原来
的光质，变得黑斑满身 、黯灰无光 ，

《卡门》的故事依旧光彩照人。

比才的歌剧中， 在亭岗前卡门
唱起 “爱情是一只不羁的鸟 ”，她相
中了何塞把花扔在他的脸上， 何塞
捡起花，唱道：“多么美丽的眼睛，多
么芬芳的花。 ”何塞在押送卡门去牢
狱的路上放了她， 这件傻事让他走
向了绝路， 那个该死的副官与他为
争夺卡门发生了激烈冲突， 情急之
下他用刀捅杀了副官。 何塞犯了死
罪，成了在逃犯浪迹天涯。

岗亭隔着一条深深的壕沟 ，当
初也许是一条护厂河， 壕堤用平滑
的大石衔砌， 边缘上是一圈三格竖
杆的铁护栏， 铁护栏的蓝漆是新刷
的。 护厂壕沟把厂区的建筑团团围
着，约有十公尺宽 ，己没有一点水 ，

积叠了松软的黄土， 长着浅浅的野
草，沟底昂扬而上长着三株树。 遥远

年月的古沟继续讲述着这个奇特的
爱情故事。

当我站在塞维利亚城的皇家骑
士俱乐部斗牛场时， 卡门的悲剧故
事有了终结。 我无意再叙述那座建
于十八世纪的富丽堂皇的半圆型拱
廊和王子门。 我只说斗牛场门前一
座英姿勃勃的斗牛士塑像， 这就是
卡门移情别恋的斗牛士卢卡斯。 卡
门滔滔不绝地对何塞谈起这个机灵
的斗牛士，引起了何塞的警惕，后来
去观斗牛时亲眼见到卡门对斗牛士
献殷勤。 他的爱变成了疯狂，他百般
劝阻卡门离开卢卡斯与他远走高
飞。 卡门执意不同意，她说：“你想杀
我，这是命中注定，可是你不能叫我
让步。 ”何塞失去理智大声喊：“最后
一次，你愿意跟我一起吗？ ”卡门跺
着脚说：“不！ 不！ 不！ ”她把何塞送
到她的一只戒指从手指上脱了下
来， 扔到了树丛里。 何塞砍了她两
刀， 可怜的姑娘为爱的叛逆就这么
死了。

斗牛场对面不远处有一片桔
林， 那里有一座叫 “雪茄厂女工卡
门”的塑像。 我在塑像前良久端祥这
位为爱不屈的姑娘。 她有着椭圆的
小脸，清秀精巧的五官，一只手拎着
长裙， 另一只手叉在腰间， 敞胸而
立。 我的耳畔响起了比才的歌剧《卡
门》中著名的乐曲《在塞维利亚城墙
边》《斗牛士之歌》《花之歌》《阿尔卡
拉龙骑兵》……

厚实绿郁的桔树叶片中还未成
熟的青桔果实累累， 这是阿拉伯传
统的苦橙，它酸涩多汁不能食用，然
而香气沁人。 苦橙砸落在湿漉漉的
街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