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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某种程度上讲，俄国最辛勤最忙乎
了。!"世纪末 !#世纪初与中国相继签
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中俄布连斯奇
界约》和《中国恰克图界约》三个条约之
后，中俄双方保持了大致的和平与隔离。

!$世纪初，沙俄又开始活
跃了，除了在广阔天地中四处考
察之外，还通过中亚向中国输入
鸦片。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
俄国加紧了在中国边疆的考察
活动，试图证明诸多土地是无主
的，并不属于中国。而且，随着考
察的深入，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
维约夫居然认为对中国这样一
个几百年都没进步的民族，不侵
略实在对不起自己。
当英法美忙着勾搭的当口，

沙俄已侵占中国黑龙江及库页
岛的诸多战略要地并开始了自
己的黑龙江移民计划。在这乱忙
乎的中间，沙俄发现英法美结伴跟中国
对着干呢，所以忙派个代表前来掺和。

!#%"年 &月，俄国全权代表普提
雅廷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
交涉，从恰克图进京以商讨两国事宜。
中方的回复是：中英之间的矛盾，中国
自己就可解决，不用外国帮忙。
被中方拒绝后，普提雅廷并没
有泄气，而是三番五次地行文，
当然口气有些不耐烦了，不但
埋怨中方回复太慢，且语句中
也渐露威胁之意。一句话，俄使多情，咸
丰政府更多情。跟俺平起平坐商量机密
事，没门儿。
普提雅廷一看从恰克图进京不行，

就说，那我改从中国东北走吧。清政府

当然还是拒绝，并且在回复时强调：我
国只知道遵守旧例，中俄相处这么长时
间了，从来没有派过大员商办什么要
事。清政府在给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
尔济指示时，中心意思就一个：一定要

拦住他，不能让他进京，不管走
什么路，一律不行。普提雅廷可
管不了那么多，强行由黑龙江出
口，# 月 % 日抵达天津白河口。
此前，咸丰已经给直隶总督谭廷
襄下谕指示：不管俄使投递什么
文书，一概不接。如果俄使听话，
一劝就回，回时可以赠送食物，
表示犒饯之意。如果不老实，什
么食物也不给他吃，而且要严令
百姓，不准与之交易往来、买卖
食物。他没法，会自动走开的。
但天津方面并没有这么做。

他们向皇帝汇报说，看俄使那么
坚决，我们就没有拒绝；还有，这

次拒绝了，他走了，难保他下次不来啊。
想来想去，还是别拒绝了。咸丰前面说
过的话算是白说，他也同意在天津接递
普提雅廷的投文了。

那么普提雅廷在天津递文是什么
意思呢？除了说英法的坏话，说愿意帮

助中国镇压太平天国之外，重
点意思还是操心清国的领土，
要求确定中俄东段———即黑龙
江的边界。清政府回复说，按照
尼布楚条约，中俄东段以格尔

必齐河和外兴安岭为界，不用再确定
了。至于尼布楚条约中的遗留问题———
乌第河一地的边界倒是可以确定一下，
你们派代表，去跟我们的黑龙江将军奕
山商量吧。

东渡新记
徐旭峰

! ! ! !九天的日本之行已
至倒数，无意中我和同
行挚友来到了“衣笠山
地藏院”，都说日本人喜
好螺蛳壳内做道场，果
不其然，清露悬枝九时
许，地藏院里无人居，往
里一望只见大片苔，厚
绿的很。
我们通过书谏才得

知这是一休禅师幼少修
禅之所，本殿供奉的是
地藏菩萨本尊，因为光
线暗淡，加之布帘低垂，
想一观究竟更是不易。
在日本大大小小的寺
院，诸僧常会此举，观者

总想弄清诸佛的面相，观
佛只能由下往上，自然而
然就达到了敬仰的目的。
尤其是西本愿寺的阿弥
陀堂，门扉高硕一列望不

到边，殿内出奇的静，周围
的空气都是凝滞的，赤足
入殿，硕大无际的榻榻米
席，只有淡淡的伽罗香味，
周围的气场已经告诉自己
不用太惊讶，只要坐下来
呆上几分钟就够了，现在

回想起来也怕是难言其状
的。而清水寺之处的佛寺，
因为旅行团的关系，几乎
不可能会有这样的体会。

回过神，如同宋人山
水中的瀑布一般，满地的
厚实苔藓挤出一条小路，
将曲径通往方丈庭院，入
内同样需要赤足，门口见
一铜钟，上写道“喝抹茶者
大敲两声”，半信半疑间好
奇地敲了两下，不少时便
来了一位六十上下的老
人，点茶之后她便里屋准
备去了，我们便选块中央
的位置，跽坐老式榻榻米
之上。庭院三面往昔壁障
画，四面光景无限，抬眼向
上，就是衣笠山，往后便是
一片松尾山，园间还不忘
一点猩红植物，色彩、长势
更像一幅小品中跳出的。
左侧壁龛中还有插花、枯
木与挂轴，使人无不“入
静”。不单是物理上的，而
是一种精神的、意识的、哲
理的“静”，是一种参悟。只
有这种环境，你才能深层
体味，山路、石阶、青苔、竹
光、枫叶、庭院、鸟鸣，都是
这个参悟的载体。此番园
景与天龙寺、龙安寺的“枯

山水”又若即若离，靠山的
园林较为湿润，苔藓园林
则容易造作，而在城中，空
气湿度较干，一方开阔的
枯山水，几块石头，一两
处苔藓也是另番滋味。心
想玄思，有山、有海，更有
宇宙。而整座庭院则被完
全带入一片苍茫之中，仿
佛是一个宇宙和人的心
境的浓缩。“蝉噪林逾静，
鸟鸣山更幽”，以小博大，
借景寓景，日式园艺的特
有理性，美在其中。

入静之间，随着木板
轻微的摩擦声，妇人端着
两碗茶，毕恭毕敬的献茶
方式，将日本女性特有的
气场与这空山新雨不分
不灭，粗制滴釉的抹茶
碗，配合着竹叶形状的精
致茶点，抹茶配茶点，由
苦至甜，再至咸，如同雨
露滋润一般，又是一种
美，一种细腻精神的美，
是可以营造的。同样是抹
茶碗，在伏见稻荷大社，

在山间高处手捧抹茶碗，
从茶社俯望山下成排的红
色鸟居；在智积院，品茗自
家携带的粗陶清茶，眼前
则是一片枯山水。在地藏
院，跽坐喝着抹茶的绿，静
观清露悬枝的绿，体悟一
片烟云；温润极致之余只
能说他们太会玩了。

执笔捻转之间，发现
此次日本之行已经完成了
我们一直想做的三件事，
学习抹茶道、观赏佛寺雕
塑、体悟日本传统园林，真
是收获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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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前段时间，在整理祖辈遗物时找
到了一幅书法，这是书法大家沈尹默
赠给我祖父陆士谔的妹妹灵素的墨
宝“金琖子”。!$'(年沈尹默为追忆
逝去的灵素丈夫刘三（字季平）而作。
这幅书法其字如行云流水、其文饱含
深情，堪称沈尹默之力作。词中的字
里行间充溢着他俩浓厚的诗书情结。

沈尹默与刘三都曾留学海外，
回国后又同赴浙江陆军学堂（位于
杭州大学路蒲场巷）同执教鞭，常在
西子湖畔的西泠印社、南屏晚钟等
处交流书法或诗词唱和。他俩同是
南社社员，常一起在华泾黄叶楼研
讨诗书，互赠墨宝。沈尹默曾以《题季平黄叶楼》：
“眼中黄叶尽雕年，独上高楼海气寒。从古诗人爱秋
色，斜阳鸦影一凭栏”一诗赠刘三。&))$年 !!月南
社成立百年之际，沈尹默与刘三双双被列为“南社
百杰”之一。

!$!(年岁末年初，刘三夫妇与沈尹默同往北
京。在京六年，沈尹默与刘三一起合作订润卖字，沈
尹默的行书与刘三的隶书风靡京城。

又同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沈
尹默与刘三夫妇均就任监察院委员。
最巧的是，沈尹默辉煌的书法成就

的取得也与刘三的奇缘密不可分。
沈尹默 !!岁起即练习书法，!%岁

替人书扇，至中青年时已书艺超群，但未有突破。直
到 !$)$年时，因刘三家的一幅赠诗为由头，自此，使
沈尹默的书艺大进。

沈尹默在《我和北大》中谈到：刘三招饮我和士
远，辞归寓所，即兴写了一首五言古诗，翌日送请刘
三指教。刘三张之于壁间，陈独秀来访得见，因问沈
尹默何许人。隔日，陈到我寓所来访，一进门，大声
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刘三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
得很好，字其俗入骨”。也许是受了陈独秀当头一棒
的刺激吧，从此我就发愤钻研书法了。我和陈独秀从
那时订交，在杭州的那段时期，我和刘三、陈独秀夫
妇时相过从，徜徉于湖山之间，相得甚欢。

沈尹默在家排行老二，被称沈二，陈独秀曾作“结
识刘三、沈二少年狂”一诗，亦显示沈刘两人关系独特。

父亲叶以群的精彩人生
叶 周

! ! ! !去年十月在上海参加了由上海作家协
会和文学基金会主办的叶以群百年诞辰纪
念会。父亲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时间并不
长，'%年前他受诬陷迫害，含冤去世于“文
革”之初，当时他才 %%岁。回望他并不长的
人生，有些岁月是他可以引以为傲的，一些
难以忘怀的历史时刻他经历了、奉献了，并
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圆满地完成了一系列
艰苦卓绝的任务。

我特地为这次纪念活动制作了一个短
片，与到会的各位前辈一起重温了父亲所经
历的短暂的却是不平凡的一生。纵观父亲的
文学生涯，在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他与同
时代的文坛巨擘们都曾有过十分紧密的合
作。在抗日和国共内战时期，他在周恩来副
主席的领导下，历尽艰险，掩护郭沫若、茅盾
撤退转移*在重庆与老舍共同主持“文协”的
工作；建国前夕，他在香港执行潘汉年的指
示，送往迎来四百多位著名人士，最后将他
们安全送往新中国。
建国初期，他和于伶并肩打造新中国上

海的电影事业；稍后，他又接受周扬的委托
主编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最终这本
教材走进大学课堂，曾经滋养了无数代文学
人；上世纪 ()年代，他辅佐巴金先生主编

《收获》和《上海文学》杂志，在时风时雨的文
坛上如履薄冰，殚思极虑，尽己所力，创建文
学品牌，培养年轻一代……

想起这些我终于觉得，父亲的生命不
长，可是他活着时极尽了精彩！
我为这次活动编撰了一本纪念集，在整

理文稿的过程中，我仿佛重新沿着父辈走过
的坎坷道路走了一遍，不仅仅是父亲，潘汉
年、巴金、傅雷、于伶、周文等等，以至郭沫

若，哪一位没有经历过炼狱般的折磨？有许
多人甚至为了他们挚爱的事业献出了生命。
母亲刘素明与父亲在香港相识，并在新

中国成立之初的 !$%)年在上海结婚。'%年
前父亲离世时她才仅仅 ')岁。她承担了带
领全家五个未成年孩子渡过难关的责任，
保证了家庭的完整和孩子的健康成长。巴
金在文章中也撰文赞扬：“这是一位英雄的
母亲。她在‘四人帮’的迫害下，默默地坚持
着，把五个受歧视的小孩培养成为我们祖
国各条战线需要的年轻战士，这难道不是值

得我们歌颂的吗？”+月 &!日凌晨，她久病
不治去世，享年 #%岁。想起她生前的往事，
我还记得她曾与我谈起和父亲在一起的趣
事时，脸上依然露出灿烂的笑容。虽然她跟
随父亲回到上海共同生活了 !(年后，在“文
革”中遭遇了政治迫害，家毁人亡。可是她
始终十分珍惜生命中的这段姻缘，毫不后
悔当初的选择。她和父亲跨越了半个多世
纪，阴阳相隔的爱情确实是弥足珍贵的，现
在她终于可以跨越鸿沟，到另一个世界和
父亲重新团聚了。
如今，父亲叶以群和他的同时代人已经

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们的身影渐渐远离我
们，但是他们的音容笑貌依然常留在我的记
忆中，他们留给后代的是宝贵的文学财富，
崇高的人格品质。他们即便在极其艰难的历
史岁月中，不论是忍饥挨饿，或是经受着精
神上来自各个方面的干扰和迫害，他们仍然
矢志不移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
民，自己的文化，矢志不移地追寻着对文学
的探索。这是父辈们留给今天这个世界永远

不朽的精神财富。

以诗为别
王 蒙

! ! ! !去秋在太湖边，妻崔瑞芳病情
不好，我含泪写了两首七律：

其一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长吟块垒亦含情"

何惊恶浪同舟渡!有幸晴晖携手行"

忧患人生八百岁!朝云唱罢晚钟声"

其二

京华何处是边疆!古路茫茫恁断肠!

我愿随君经百世!君宜与我走八方"

伊犁绿谷情歌苦!拉萨金佛法号长!

更喜遨游全世界!五洲尽阅是风光"

写完，芳很感动。我自觉文字
尚欠火候，乃致电诗友王锋，请他
帮助加工。他立马写了四首：

其一

与君携手走天涯!水驿云程处处家"

雪域观山闻梵曲!边城落日动胡笳"

晋祠曾羡泉难老!沧海同珍目未花"

半纪光阴如此过!晚钟迤逦伴烟霞"

他解释说，水驿云程是指我与
芳以海陆空路访问了世界上许多
国家与地区。晋祠句则是说到芳在
太原上大学时，我去看她，共游晋
祠的不老泉。目未花云云则是说我
们对爱情的珍惜。

其二

有沙发且烫头发!如此言辞如此枷"

大铁锅非达列阔!小青鱼也浪淘沙"

初尝世味曾瞠目!渐历人情转饮茶"

最爱天山明月满!云烟往事薄如纱"

这首诗里说的是我们在新疆
的“文革”经验。芳曾被学校红卫兵
攻击为家有沙发并烫头发。而我唱

苏联歌曲《遥远啊遥远》时，把俄语
的“达列阔依”（遥远）发音成“大铁
锅”，以免有“恋修”嫌疑。小青鱼是
我常引用的克雷洛夫寓言，一条小
青鱼被控犯了天条，获罚是“扔到
水里去”，说我在新疆与民众一起
如鱼得水。这些“典故”，皆出自我
的自传文字。

其三

犹忆边城同往时!举家万里雪澌澌"

偷亲笔砚抒微臆!力舞锨锄随大旗"

厚道须眉多普卡!莫言巾帼少江其"

苍茫旧事沉千感!十六年间亚克西#

“多普卡”是写新疆的维吾尔
农民称“斗批改”为“多普卡”，语出
拙作小说《虚掩的土小院》。

其四

此身此世此心中!瑞草芳菲煦煦风"

淡对荒唐成一笑!深将感慨注双瞳"

伊犁绿谷情真苦!瀚海胡杨树未空"

我愿伴君千百世!主人媪共主人翁$

此诗中王锋友多用了几句我
的原诗。“瀚海胡杨树未空”句极有
力，新疆人的说法，胡杨干枯百十
年不死，死后百十年不倒，倒后百
十年不朽不空。

&)!&年 +月 +日，芳终不治
辞世。王锋闻讯又写了诗，有句曰：
“一世同行无近远，半生多事有悲

辛”，非常感人。
而德国友人，

女诗人萨碧妮·梭
模凯普，闻噩耗后
用英语写了三首
短歌，自汉堡电传给我，亦十分动
人。短歌用的是日本的诗歌体例
之一种，音节 %、"、%、"、"，五句为
一首。
现译她的诗如下：

春别

$$$怀瑞芳%致王蒙

其一

破晓迎晨曦!吾友春日永归去!

远方花园里!梦魂萦绕此生事!

悄然阖目自安息%

其二

含苞仍蓓蕾!远方花朵未开时!

冬春夏秋季!四时轮回一迭替!

花朵有梦亦如彼"

其三

春夜恁凝重!或闻旷野天鹅唳!

声声远方归!携来花园新讯息!

吾友远去长相忆"

加拿大籍诗家叶嘉莹院士，也
有诗相赠，曰：
记得相逢七载前!当时曾羡好姻缘"

何期比翼双飞鸟!肠断才人谱断弦"

我与瑞芳相爱六十年，婚姻五
十五载，不才能历经磨难而阳光至
今，全赖瑞芳。一旦离去，其悲何
如？长歌当哭，以诗为祭。刻骨铭
心，友人情意。瑞云长空，芳泽永
继。呜呼，哀哉！

说史纪老师

西本愿寺一景 &速写' 徐旭峰

书
法

桑
仲
元

! ! ! !《忍经》记载，唐朝
人张公艺，一家九世同
居，幸福美满。唐高宗羡
慕不已，亲临其家，问何
以能九世同堂？张公艺
提笔，写下一个大大的
“忍”字，送与高宗。高宗
敬佩，感动落泪，赐绸缎
为赏。阖家美满，亦为现
代人所追求，但要真正
做到忍，何其容易？

惜 遥

家和先学忍

! ! ! !丈夫去世后(坚强

的她一个人抚养三个孩

子健康成长)

WANGMENGCHU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