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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可以群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

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

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论语·阳货》）

通过学习懂得诗歌，有这么多意义

和作用。中国古人不大讲究个人独立

的存在，而特别重视如何把自己安顿在

群体之中，也就是处理好各种人际关

系，活得顺顺当当的。这里有君臣、父

子、夫妇、师生、朋友等不同的层面，诗

歌有助于安顿这些关系。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者爱

人”，所以无论写诗读诗都足以培养爱

心。“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

颜渊》），从事于诗，归根结底是为了爱，

爱君王，爱父母，爱配偶，爱老师，爱朋

友，处处为他们着想，尽自己的力量为

他们做好事。人人都成为这样的君子，

社会就一定是稳定和谐的，这样的世界

将无比美好。所以古代多有讴歌圣君

贤相的诗，有歌颂清官的诗。当然也会

有批评，有讽谏，但那是属于“诗可以

怨”的范畴了。

古代诗歌里又多有讴歌祖先的作

品，有表达孝心的篇章。为老师唱的赞

歌亦复甚多。即使父母、老师有什么弱

点，作为子女、学生，在诗文里一般不涉

及这些负面的东西。

“诗可以群”中最常见的是亲人朋

友之间写给对方的诗，其内容几乎可以

涉及人生的所有方面，赠答、送别、怀

念、哀悼等尤为多见。这些题材的作品

在历代诗歌里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名篇

迭出，传诵极广，例如下列诸诗——

曹植《赠白马王彪》、嵇康《赠秀才

从军》、刘琨《重赠卢谌》、陶渊明《答庞

参军》、陶渊明《赠羊长史》、谢朓《暂使

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王

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孟浩然《夏日

南亭怀辛大》、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

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黄鹤楼送

孟浩然之广陵》、李白《哭宣城善酿纪

叟》、杜甫《赠卫八处士》、杜甫《春日忆

李白》、杜甫《又呈吴郎》……

如此等等，举不胜举。读这些充满

人情味的好诗，会令人感到很温暖，觉

得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很有意义的。此

即所谓“诗可以群”也。

比兴

诗人们写诗往往不高兴直说，而多

用“比兴”即比喻象征一类手法，这样抒

情达意才能够曲折多姿，更有味道。与

此相应的，则是说诗者的工作之一就是

要分析说明这些“比兴”之下的深层含

义，帮助一般读者正确地理解和欣赏这

些作品。

以“比兴”论诗是许多诗论家十分

关心的事情，各种诗话以及涉及诗歌

的其他文本中谈论此义的条目甚多，

这方面还有专著，如清人陈沆有一本

著名的《诗比兴笺》，而在此之前常州

词派的张惠言的《词选》，大讲“意内而

言外”，即已专门以“比兴”论词，产生

过很大的影响。

以“比兴”论诗的种种议论中多有

理论精华，其中种种概念、术语、命题，

大可成为重建中国本土文学批评和文

学史话语的一大矿藏。例如刘勰在《文

心雕龙·比兴》中说，“写物以附意”为

“比”，而“起情故兴体以立”。这样来讲

比兴的差别相当深刻。又如宋朝人李

仲蒙说：“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

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则分疏尤为清晰。由此可知有两种创

作路径，一是“情——物”，一是“物——

情”。虽然在实际的创作思维中不容易

分得十分清楚，但是把主题先行与在生

活中先有所见然后才进入创作这样两

条路径加以区分，仍然是很有意义的。

朱自清先生的《诗言志辨》一书中

有一节专讲《比兴论诗》，其中提到中国

古代诗歌的几大类型：“咏史之作以古

比今，游仙之作以仙比俗，艳情之作以

男女比主臣，咏物之作以物比人。”这就

是一个关于部分诗歌类别很好的说明

和总结。

凡是好的主意往往容易被扩大

化，以“比兴”论诗在实际运作中也

容易因扩大化而疑神疑鬼、穿凿附

会，正如黄侃先生所说：“一卷之诗，

不胜异说。九原不作，烟墨无言，是以

解嗣宗（阮籍）之诗，则首首致讥禅代，

笺少陵（杜甫）之作，则篇篇系念朝廷”

（《文心雕龙札记·比兴》），把许多好好

的诗都解释成谜语的样子。李商隐的

命运亦复如此，处处是牛李党争引发

的感慨。陶渊明的遭遇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如此，许多诗篇被认为皆关乎因晋

宋易代而产生的“忠愤”。在重建“比

兴”话语时，务必要扬弃那种“过犹不

及”的扩大化路径，把以“比兴”论诗纳

入客观理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河床里

去，总之应成为一条滋润文学研究的大

河，而不至于泛滥成灾。

流水对

中国古代的皇宫、衙门、庙宇，以至

于大户人家的住宅，其中的主要建筑物

都是左右对称的，显得整齐、稳定、端

庄、气派，看得人心态平和、肃然起敬。

这就是对称的好处。但是一到御花园、

后花园、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其中的亭

台楼阁、池沼假山，就几乎没有一处是

讲究对称的了——这里体现了一种赏

心悦目的自然之美。

对称是一种美，到处都对称则是大

冒傻气。

中国古代的诗歌很讲究对仗，律诗

中间的两联即第三四句、第五六句，更

是非对仗不可；而开头的两句、结尾的

两句则不要求对仗。这无非是要在同

一首诗中兼取两种美，而不陷入单调。

绝句里也常常看到有两句对仗，另两句

则不对仗的，意思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在对仗的部分也会动些

脑筋，防止刻板。

一般的对偶句，其上下两句对应的

字总是词性相同而平仄相反的，例如李

白的《夜下征虏亭》诗云：

船下广陵去，月明征虏亭。山花如

绣颊，江火似流萤。

李白坐夜航船离开南京要到扬州

来，只见月光下山花烂漫美丽如少女的

面颊，江上的船火在快速的移动中，则

宛如流动的萤火——这后两句就是很

工整的对句。

太工整的对偶句也不宜老是使用，

而且即使是对偶也要让它有飞动之

势。这里的一大窍门是让形成对偶的

上一句（或称“出句”）意思不要完全独

立，要在添足下一句（或称“对句”）以后

才能彻底站稳，上下句形成一种流动的

态势，这就是所谓“流水对”了。

这种“流水对”中颇多佳句，试举出

几联来看——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王维《终南别业》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

阳。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

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

——杜牧《九日齐山登高》

王维或行或坐，意态闲散潇洒；而

水穷云起之间不仅有时间的流动，还有

天机的运行，其中多含哲理。白居易的

一联知名度更高，简直已是成语。杜甫

的诗说战乱已平，深感国家有了转机，

自己回老家的路线图也都已经画定了，

极度的兴奋啊。

在对偶句原有的空间对称之外，更

引进时间的流变，这样的对偶句不仅仍

然整齐工巧，而且兼有运动或因果的

元素。这种“流水”的笔法不仅是救弊

的措施，也代表着诗人们自强不息的新

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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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慕克的梳妆台及其呼愁帕慕克的梳妆台及其呼愁
□□斯斯 日日

有些词语是有性别色彩的，比如梳妆台。作

为以“红晕香腮粉末匀，梳妆闲淡稳精神”为终极

功用的特殊物品，梳妆台最初的诞生是为了女性

的美丽。梳妆台这个物品更是自带香艳，只看其

词语表面仿佛脂粉之气扑面而来。然而，男性作

家帕慕克却对梳妆台这样的女性闺房之物有着

非同一般的眷恋，梳妆台曾使帕慕克心心念念、

流连忘返。

名人多怪癖。席勒写作时必须闻烂苹果的

味道；巴尔扎克不仅要穿一身白色僧袍，还要一

杯接一杯狂饮黑咖啡；大仲马写诗用黄色的纸，

写文章用粉色的纸，写小说用蓝色的纸；伍尔夫

写作用紫色的墨水；纳博科夫年轻时喜欢在浴缸

里写作。难道帕慕克也有特别的爱好，喜欢在梳

妆台上写作吗？

帕慕克流连梳妆台而忘返时还没有开始写

作，因为他当时还是个孩子。

横跨欧亚大陆的奥斯曼帝国曾经是人类历

史上别样的存在，创造了一直延续近600年的辉

煌，不过最终还是未能战胜万物盛极则衰的规

律，1920年代褪尽所有的光芒，寿终正寝。“一

战”战败是奥斯曼帝国解体的直接导火索。战

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土崩瓦解，原来的广

阔领地纷纷独立，1923 年凯末尔领导并建立

土耳其共和国，成为帝国在新世纪的继承者。

其实不应叫继承者，因为新成立的土耳其共和

国不曾继承帝国任何遗产，除了身份识别基因

之外。新的土耳其“忌”往开来，开始的是另一种

崭新的征程。

对土耳其而言，西方是一种诱惑，这个诱惑

最初经历了种种方式的抵制，如细密画中该不该

留下如西方油画里的个人风格等等。个人无法

看透时间的力量，然而时间会自己讲述。向东还

是向西，这个伴随了土耳其几个世纪的艰难选

择，在凯末尔时代终于尘埃落定。从此伊斯坦布

尔不再是东方城市，也不再吸引西方文人墨客，

变成一座寂寥而忧伤的“废墟之城”。

一种文明的衰落，一定是一次累累的伤痕，

不过，同时又会为另一种生态提供所谓的机遇。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造新贵族，这次现代化工业

革命也造就了一个新的贵族——帕慕克家族，当

然是作家帕慕克的祖父。帕慕克祖父当时还很

年轻，正值活力四射的年岁。他从共和国铁路建

设中赚取第一桶金，发了大财，完成了财富的原

始积累，使帕慕克家族一跃成为伊斯坦布尔新的

名门贵族。只是好景不长，1934年，祖父罹患白

血病，英年早逝，但身后依然留下了巨额财富。

1950年代初，富家子弟帕慕克父亲和哥哥

一起建造了一栋五层的帕慕克公寓，一大家族

居住在一起，排场十足。如果选取一个上流社

会幸福生活的象征符号，那么这个符号一定是

奢华的物质享受。帕慕克公寓亦不例外。名目

繁多的豪华摆件将五层公寓布置得如同帝国时

期的博物馆，每层楼里至少有一架钢琴，虽然几

乎没人弹过；每间公寓里都有一组上了锁的玻

璃柜，里面陈列着没人碰过的中国瓷器、茶杯、

银器、糖罐、鼻烟壶、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壶、

餐具和香炉。

童年帕慕克所恋恋不舍的梳妆台，作为幸福

生活的象征，也摆放在这栋帕慕克公寓里，而且

是两张，一张属于帕慕克母亲，一张属于帕慕克

祖母。

“尤瑟纳尔曾描述她在观看皮拉内西关于

18世纪的威尼斯与罗马的蚀刻版画时‘手持放

大镜’，我也愿意这么观看梅林伊斯坦布尔风光

中的众生相。”帕慕克在自传体小说《伊斯坦布

尔：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如此写到。

梅林是18至19世纪德国画家，1782年，年

轻的梅林追随当时欧洲文化时尚，到异国情调的

东方城市伊斯坦布尔游览观光，本来是一次说走

就走的放飞心灵的旅行，不曾想梅林对伊斯坦布

尔一见倾心，从此无法离开，一直生活了18年，

有点像来了元朝时期的中国即变得乐不思“意”

的马可·波罗。作为画家，梅林想画伊斯坦布尔，

他是西方人，本可以用西方绘画风格，他却另辟

蹊径，现学现卖，以波斯细密画的风格描绘了伊

斯坦布尔的人与物以及博斯普鲁斯海岸线异域

景致。梅林的画深得100多年以后的伊斯坦布

尔人帕慕克的赏识，帕慕克说：“为博斯普鲁斯作

画的西方画家当中，我认为梅林的画最细致入

微，最具说服力。”

梅林的细密画细致入微，这是帕慕克同样手

持放大镜欣赏后得出的结论；而帕慕克在《伊斯

坦布尔》里的这场念兹在兹、释兹在兹何尝又不

是手持放大镜呢？尤其是在浓得化不开的忧伤

中寻觅童年生活里的那两张梳妆台时，帕慕克的

笔更是转念之中穿透了半个世纪的沉寂尘埃，定

格在1950年代的帕慕克公寓，“以旧时细密画家

的谨慎与细心”，描绘出那依然香气氤氲的梳妆

台，犹如自己未曾离开过，一直在梳妆台边上。

等待母亲留意到我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梳妆

台前摆弄她的香水瓶、口红、指甲油、古龙水、玫

瑰香水和杏仁油。我会翻遍抽屉，玩着各式各样

的镊子、剪刀、指甲锉刀、眉笔、刷子、梳子以及其

他各种尖头用具。

一个腼腆羞涩的男孩，一张流光溢彩的梳妆

台，极致的反差，本身就是一幅极佳的画面。细

密画喜欢使用艳丽的颜色，更是通过颜色的对比

来凸显画面主题及其层次感，画家出身的作家帕

慕克是谙熟细密画特点的，即使只是运用文字，

也能够描写出惊艳的画面感。而更让人讶异的

是，时过半个世纪，当帕慕克重新回忆儿时的情

景时，居然能够把那些琳琅满目的女性化妆品叙

述得历历在目，更是都叫得出名字来，不得不使

人佩服其细节上的功夫。

帕慕克欣赏福楼拜，在《伊斯坦布尔》中不厌

其烦地介绍福楼拜曾来到伊斯坦布尔旅游，原本

计划待3个月，然而这趟东方之旅出乎意料，福

楼拜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了整整5个月，多享受了

两个月的异域风情。福楼拜是西方现代主义小

说的开创者，他在细节描述上的嗜好，西方作家

无人出其右。闲居在乡村多日，包法利夫人寂寞

得连草丛中一上一下飞翔的蝴蝶都羡慕，有一天

好不容易盼来伏毕萨安德维利埃侯爵家的舞会，

回家后便把“她那套漂亮的衣服连同鞋底被地板

磨黄了的缎花鞋，珍藏在五屉柜里”，谁会怀疑一

同珍藏的还有她自己一颗风情而躁动的心呢？

这种自带情绪的细腻细节，漫长的19世纪，唯有

福楼拜才能够写得出来。帕慕克以细密画般的

细腻风格描述童年生活里的梳妆台，或许是受了

细节大师福楼拜潜移默化般的影响。

与梳妆台上的瓶瓶罐罐在一起，对男孩帕慕

克而言只是游戏的开头而已，他更喜欢梳妆台上

的镜子——

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会玩一种跟我后来在小

说中玩的十分类似的游戏来给自己找乐子。我

会把瓶瓶罐罐和各类刷子推到梳妆台中央，还有

我从未见母亲打开过的上锁花饰银匣，接着我把

头向前倾，以便看见自己的头出现在三联镜的中

央镜板上，我把镜子的两翼往里或往外推，直到

两边的镜子映照彼此，于是我看见几千个奥尔罕

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无垠当中闪闪发光。

与自己的倒影做游戏，童年帕慕克一定是个

淘气的孩子，不过此时帕慕克再次回忆这个镜中

游戏，可不是为回忆而回忆。文学作品里的镜

子，经过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已经不再是普通的

镜子，包含了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精神层面关系：

一个人照镜子，照出的自我是自我，同时更是照

出他者。帕慕克的镜子也是如此，照出自己往昔

的童年，更是照出遗失的奥斯曼帝国昔日的辉

煌，还有在西方现代化和土耳其传统中左右为难

的自我身份焦虑。

帕慕克心仪的另一张梳妆台摆放在祖母房

间里。

在 祖 母 的 房 间 里 —— 就 像 在 母 亲 房 间

里——有一张双翼镜梳妆台。我很想打开镜板，

迷失在倒影中，但这镜子我不准碰。

在母亲房间里的梳妆台上，帕慕克可以随意

游戏，同样的梳妆台，祖母的则不准碰。帕慕克

不觉得意外，甚至他认为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

张梳妆台的存在不仅仅是作为梳妆打扮用的女

性物品，更具有其特殊的意义——

大半天都待在床上未曾起身的祖母这么摆

梳妆台，让她能沿着长廊一路看过去，经过厨房

通道、玄关，通过客厅，一直到眺望大街的窗户，

监督家中发生的一切——进进出出的人，角落的

对话，远处斗嘴的儿孙——却用不着下床。

祖父为家族赚足了财富，却无缘享受，不幸

病逝，留下帕慕克祖母和一大家子子孙，从此，祖

母就变成了家里的“头儿”，整日躺在摆放着精致

梳妆台的房间里的大床上，指挥着一个大家族。

祖母屋的窗户永远拉着厚厚的帘子，整个屋子杂

乱幽暗，而祖母躺在这样的屋子里，靠在一堆羽

绒枕头上，让女佣把丰盛的早餐端到床上来，一

边看报，一边慢条斯理地进餐，然后依然慢条斯

理地会见客人，犹如女王般威风。不准碰的梳妆

台，象征着渐渐走向没落的昔日辉煌。

帕慕克说，自己所写的《伊斯坦布尔》是一部

回忆录，不过他又补充道：“我们也在修正当

下。”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所有的过往，在今天

都有今天的意义。帕慕克在半个世纪后再忆躺

在床上指挥全家的祖母形象，不只是为了再现

祖母的威仪，更是带着深深的“呼愁”，向一个衰

落了150年的城市致以哀悼——“待在卧室里，

躺在床上，便能回去做我们失落的繁华梦”，这

样的姿势，使他们这些昔日的贵族与以往的辉煌

靠得更近。

帕慕克是忧伤的作家，忧伤于丢失了传统的

土耳其的忧伤，这种忧伤不属于个人，是属于数

百万土耳其人的忧伤，帕慕克称这个忧伤为“呼

愁”。当他回忆曾经使自己流连忘返的这两张梳

妆台的时候，这个“呼愁”也在梳妆台上，和他一

起忧伤着，不过，帕慕克更是一个意志坚毅的作

家，面对“呼愁”氤氲的故土，他依然说：“生活也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随时

都能漫步在博斯普鲁斯沿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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