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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记忆力有限，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记忆，面对同一个人、同一个事物、几

个人共同经历的事，各人的记忆各有不

同。马塞尔·布鲁斯特关于贡布雷的记忆

依赖一块被茶水泡过的小玛德莱娜蛋糕唤

醒。有的记忆被追随和复制，在大作家普

鲁斯特之后，贡布雷的当地人大量复制小

玛德莱娜蛋糕的制作和食用方式，在通往

贡布雷的路上为来到那里追寻普鲁斯特失

去时光的游客和文学爱好者、文艺史家们

提供关于普鲁斯特的想象。在我并不丰富

的关于家乡浏阳镇头的记忆中，什么能成

为我的那块小玛德莱娜蛋糕呢？在一个午

后，在我听着一辑巴赫乐曲的昏昏欲睡的

午后，我趴在桌子上已经小睡过片刻，并没

有想到《地图册》和《传说》的写作，但我突

然被一种记忆唤醒。我相信泡着茶水的小

玛德莱娜蛋糕或许不是什么美味，或者它

至少不是习惯了喝茶解渴解乏打发时间的

东方人口中的美味。马塞尔·普鲁斯特所

拥有的是他自己独一无二的小玛德莱娜，

是恰好在一天晚上和往日严厉的母亲亲近

后品尝到的那惟一的一块小玛德莱娜……

小玛德莱娜没有在我的舌头上融化，但它

成为我这一次午后精神饥饿时的火种，使

我想到并决定写下30年前我家门前那由

我爷爷所拥有过的、我爸爸打造出来的小

花园。关于这座占地大约一座农舍大小的

不大不小的花园，我也在别的地方零星描

述过，现在我决定完完整整地回忆和描述

出来，首先是在我的脑子里，它已经再次显

现。现在我闭上眼睛，它就在那里。

它就在我家前面，隔着一块晒谷和走

路的地坪，它的北面当然是我家的土砖房

子，东面是付伯伯家的房子，南面是付伯伯

家的一口鱼塘，西面隔着一条公共的水渠，

从前是我家的菜地，后来是一片稻田，后来

又成为种植花木的田地。我家的小花园就

在这生机勃勃的环境里，里面曾种着姹紫

嫣红的花，十几棵桔子树。我爸爸将4棵

只开花不结果的石榴树种在花园4个角

上，分别朝向东南、西南、西北、东北，像四

颗图钉将花园钉在那块土地上。石榴树开

着红艳的石榴花，颜色是正红色，鲜艳而不

轻佻，在夏天让人见了很夺目。惟一可惜

的是它不能结果，花开过后，到了秋天，就

只剩下一棵树，似乎叶子也会落下，树枝上

有小小的针，让人不敢轻易爬上去。那4

棵石榴树是什么时候消失的，是被砍伐的，

还是自己死掉的，我完全不记得了。

花园有它自己的生命。一开始它大概

不能称作是花园，而应该叫做院子，叫做桔

子园，里头每隔两三米远种有一棵桔子

树。桔子树春季也开白色小小的花，夏天

花渐渐谢了，一个一个青绿色的桔子绿豆

般大小开始长出来，到秋天长成满树的桔

子，9月渐渐成熟，10月桔子就红了，到11

月，桔子都被采摘，偶尔还有零星被漏掉的

桔子隐蔽地藏在树上，渐渐干枯，挂在树

上，或渐渐零落到地上。冬天，桔子树仍然

是绿色的，叶子大多留在树上。我家那园

子里的桔子树给我们结了数年桔子，外面

被我爸爸砌了一圈围墙。让人觉得那围墙

里的十来棵果树和一些花花草草比后面房

子里的人和家当还要宝贝一般。

我家那四方形的砌了围墙的花园的生

命在90年代有了变化。第一个变化大约

是我爸爸将园子里所有桔子树全部砍掉，

后来改种了一种叫做箂李的李子树。成熟

的箂李比一般的李子要大三四倍，味道很

甜，几乎没有一点酸味。在桔子树和箂李

树这两种生命之间，还有短短数年，爸爸将

那桔子园改造成了名副其实的花园，在里面

种了各种花草，最多的似乎是兰花。我记得

有白色的兰花、粉色的兰花，还有水仙。兰

花之外，有茶花、指甲花，玉兰是后来才有

的，因为玉兰开在一棵棵高大的玉兰树

上。除了开花的植物，还有不开花的四季

青……再后来，花没有了，种了箂李树，顺

道在里面养起了家禽，鸡啊鸭啊，在里面繁

衍，生蛋。有了鸡鸭鹅，花园就再也不是花

园了，里面尽是家禽的羽毛和粪便，隔那么

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去里面清扫粪便……

而我们几乎每天都会去里面捡各种蛋。

在我记忆较为清晰的30多年来，我家

门前那园子一再变迁，后来它一半是池塘，

一半栽着几棵茶花树，几棵不结柚子的柚

子树，南边长出半人多高的杂草。曾有两

条葡萄藤在围墙上爬过，结过几年良种葡

萄。爷爷也在那围墙边上种着南瓜和丝

瓜，搭了简易的架子，长出来的南瓜和丝瓜

挂在架子上。

如今那园子不再有池塘，剩有半截围

墙，断壁残垣，一年又是一年，长着青苔，那

半截围墙围着的半边园子里，也没有什么

可宝贝的东西了。如果我常年住在家里，我

会做点什么？不知道。说实话，那样的园子

在我们那里是大部分人家里都会有的。有

的砌了围墙，有的用篱笆围着。那园子或院

子里种着树，种着蔬菜，养着家禽，有的还

有一口鱼塘在里面。果树和小乔木在园子

里不断生长，久而久之，园子可能会被植物

充满，像一个头发过多的少女。一家人有一

个园子，所谓家园，大概就是这样吧。由此

看来，在涧口的生活，也算得上是理想生

活、理想人家了。

我家那园子稍微与别家有所不同的在

于：

第一，它曾被多次改造过；

第二，它曾被种过不少花草；

第三，它没有被用来种菜。

整个下午听着BAHA，在键盘上写下

了这些。我的记忆得以尽力呈现，我的秘

密得以继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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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的魅力自不待言，提起焦刘二人的爱情，我们无

不为之叹息。但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也在于它

在悠久的流传中不断生发新意，从而释放出更多

的内涵。那么，我们从头再来看这首长诗，分析

一下悲剧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首先我要问，是谁提出要休弃刘兰芝？

诗的开篇即是刘兰芝的抱怨：“妾不堪驱使，

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请注

意，在这里是她自己请求被休。

古代女子对婚姻不满意，丈夫又不肯休她，

她是可以请求被休的。朱买臣之妻不愿再跟着

朱买臣过穷日子，逼迫他写休书，拿着休书洋洋

而去，另嫁了别人。这是真的想“被休”，而刘兰

芝是真的想被休吗？

她后头的言行表明她是多么不想离开焦家

啊。焦仲卿送她到大道口，二人山盟海誓，刘兰芝

提醒仲卿快来接她，她有个脾气不好的哥哥，怕会

逼她另嫁。回到娘家之后，她又拒绝媒人，专心地

等待焦仲卿。即使应了太守家，也是在“虽与府吏

要，渠会永无缘”后，对焦仲卿绝望了，觉得回焦家

没戏了，才应下的。可见，她请休并不是真心。

那么，她不想被休却又请休，真实意图何

在？吓唬焦母吗？焦母巴不得她离开，这一请休

正中老太太下怀，于是就坡下驴，让仲卿赶紧休

了她。可见她请休并不是针对焦母。在焦家谁

舍不得她走？只有焦仲卿。她知道仲卿舍不得

她走，却偏要说走，这是想干什么？从下文可知，

焦仲卿听了她的抱怨，去找母亲质问，问她为什

么就不喜欢这个儿媳。刘兰芝与焦母之间的矛

盾诗里说得很清楚，焦母说“此妇无礼节，举动自

专由”，刘兰芝则说“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

两人争的是“自由”，是在这个家里的自主权。刘

兰芝想通过“请休”激焦仲卿找焦母为自己讨个

说法，可惜，焦仲卿把事办砸了。

面对妻子的抱怨，作为丈夫的焦仲卿该如何

处理才算妥当呢？如果刘兰芝的抱怨仅止于夫

妻之间，仲卿不去找焦母，对妻子好好安慰，也许

会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惜，他没有，不但去找

焦母，还被焦母训了个落花流水，还把“请休”弄

成真的了。

整出悲剧焦仲卿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没成为

婆媳之间的润滑剂，反倒成了煽风点火的人。听

到妻子抱怨，他问母亲：“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

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

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把这几句

话分析一下，会发现没一句让焦母喜欢。首先他

说，自己在工作上是没什么长进的了，幸好娶了

这么个媳妇，还算是个安慰。这是一大忌，没一

个母亲愿意让儿子娶了媳妇就丧失斗志。其次

他说要与刘兰芝生死都在一起，这种爱情的告白

当然令焦母不自在。第三个意思焦仲卿说，媳妇

没做错什么，您怎么就不喜欢她呢？这就把错推

到了焦母身上，既然媳妇无错，那就是当娘的错

了，这是挑战焦母的权威。所以她“槌床便大

怒”，先骂了焦仲卿一顿，骂他怎么敢“助妇语”，

又声明“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逼着儿子“便

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得，弄假成真了。在这

里请注意诗的跳跃性，焦母如何知道刘兰芝自请

遣归呢？当然是焦仲卿泄露的，正如他在下文对

刘兰芝说焦母逼自己休妻一样，“我自不驱卿，逼

迫有阿母”，他这样两头泄密，当然把事越弄越

大，搞得焦母怒气冲冲，兰芝更是绝不低头。

其实他本来可以在中间和和稀泥，把错往自

己身上揽一揽，两边抹和抹和，稀里糊涂也就过

去了。但焦仲卿把妻子的抱怨拿去质问母亲，弄

得太认真了。结果让刘兰芝骑虎难下，假戏不得

不真唱，导致了悲剧。

这算是弄假成真的第一步。再一步弄假成

真是刘兰芝把焦仲卿一句脱口而出的话当了真，

导致了悲剧的真发生。

兰芝应下太守家的婚事之后，即将成婚，这

时候，焦仲卿来了。

自从大道口分别，焦仲卿不见踪影。刘兰芝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太守遣媒来，他一直不

露头，直到兰芝要再嫁，他快马加鞭来了，并且怒

气冲冲：“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请注意，“向

黄泉”在这里头一回出现，此前二人根本没有死

的念头。如果不是焦仲卿前来，刘兰芝将真的再

嫁，此时她一筹莫展，“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

衫”，之后便“愁思出门啼”，下一步如何走她还心

里没谱儿。是焦仲卿提出了死的念头，电光石火

间启发了她。

那么焦仲卿是真的想死吗？从后文来看，他

何曾真的想死。回家先去见母亲，透露出自己已

有死的想法。在焦母依然不肯吐口让刘兰芝回

来的情况下，“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

而立”，他是这时才真的有了死志。然而他又不

肯先死，还要等那边的信儿。我们可以推断，如

果刘兰芝不死，焦仲卿是不肯死的，他要看兰芝

如何行动。直到传来兰芝的死讯，他才“徘徊庭

树下，自挂东南枝”。可见，最初他不过是说了一

句半真半假的气话，没想到刘兰芝抓住这句气话

真的行动了，迫使焦仲卿不得不跟着行动。这算

是又一次弄假成真。

兰芝跳水前有一细节：“揽裙脱丝履，举身赴

清池。”这句诗一直令我猜疑。跳水脱鞋，岂不多

此一举？命都不要了，还在乎这双鞋？纵观全

诗，“丝履”算不上重要意象，远不如“磐石”“蒲

苇”有意义。在兰芝与仲卿分别时写她的盛妆一

段有一句“足上蹑丝履，头上玳瑁光”，然此两处

“丝履”也未必是同一双，算不得什么珍贵物件，

她偏要跳水前脱下，其意何在？

她十分冷静地把鞋放在清池边上，用意十分

明确：我就在这里跳水了。这样人们不会乱找，

会迅速打捞，她的死讯也会迅速传出从而让焦仲

卿知道。写此诗的人无意中把这一真实细节放

进诗里，偶然为我们撩起了一角掩饰刘兰芝内心

隐秘的帘子。她的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让这双鞋

给焦仲卿报信：我已上路，你快来。就这么简单。

刘兰芝性格倔强，很有自尊，不肯向焦母低

头。但我们还应该看到，她确实有易冲动不冷静

的倾向。她与焦母，并不是非要你死我活，只要

一方低一低头，结局完全可以改变。拿刘兰芝来

说，当焦仲卿为她去找焦母讨说法，碰了一鼻子

灰回来，哽咽地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时，

兰芝二话不说，上来一句“勿复重纷纭”，随后就

一样一样地交代自己的东西，立刻做起回娘家的

准备。告别焦母时，她特意打扮得异常光鲜亮

丽，惹得焦母“怒不止”，焉知焦母没有盼着她蓬

头垢面双眼红肿好放她一马？换任何人，见她这

么光鲜亮丽地回娘家，不以为她是真的想被休？

本想留一留她的，也不想留了。年轻的刘兰芝只

知一味逞强，却不知南辕北辙，离她的真实意图

越来越远。

回娘家之后，她焦急地盼着仲卿接她回去，

如果仲卿能接她回去，说明焦母已做了让步。谁

知焦仲卿压根儿就不敢与他母亲正面交锋，一直

没回家，直到听说兰芝要再嫁，才“因求假暂归”，

整个过程他没有积极争取，而是消极等待，一拖

再拖，拖得事情起了变化。从故事开始到现在，

他一直令兰芝失望，而兰芝偏偏一直对他抱着很

大的期望，希望能通过他为自己争得某种权利。

也许他惟一没让兰芝失望的就是最终“自挂东南

枝”，但如果不是刘兰芝先“举身赴清池”，他恐怕

也未必肯“自挂东南枝”，这就是夹在婆媳之间可

怜可叹又可恨的焦仲卿。也无怪兰芝临死要脱

鞋，那是对他不放心啊。但算一下她的岁数，17

结婚，共事二三年，最多也才20岁，我们怎么能

要求20岁的刘兰芝样样考虑周全，样样镇定自

若。也许在她这样的岁数，支撑她一意孤行的也

只能是冲动。

不用说，她是有许多优点，但人无完人，焦母

说得没错，“举动自专由”，自尊心强，还不听人

劝。她回到娘家，刘兄说了几句，她立刻答应了太

守家的婚事，“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其实刘

兄所言不也很在理吗？焦家已休你，你还等什么？

有好人家你不嫁，以后怎么办？在情在理。刘兄虽

说脾气不好，这番话说得确实不差。刘兰芝和脾

气不好的人总是对着干，在焦家和焦母对着干，

在娘家和刘兄对着干，她是遇柔则柔，遇刚更刚，

她这种性格遇上焦母，悲剧便不可避免。

我们再不妨大胆推断一下，她是不是用“再

嫁”使仲卿前来呢？从后文来看，焦仲卿让这消

息一激，还真跑来了，来了就质问、生气、讽刺，最

后冒出一句“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而兰芝

立刻抓住这句话，“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并

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这句誓言。

这出悲剧，可说是“风起于青萍之末”，谁也

没想到会变成滔天巨浪，把两条鲜活的生命席卷

而去。故事一环扣一环，似乎受着一只神秘之手

的推动，每到一个节点，就把他们往悲惨的结局

推一把，再到一个节点，又推一把。这神秘之手

说起来也不过是人物自身的性格，性格决定命

运，有什么性格就注定是什么命运。刘兰芝与焦

仲卿的命运，就这样被他们的性格注定了。而他

们两个的命运又纠缠在一起，互相启发互相推

动，你抱怨两句，我就去为你讨说法，你一说死，

我就真的去死，这样一步一步走下去，实现了“君

当作磐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

移”和“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的誓言。

回头说焦母。人们对焦母痛恨，是痛恨她作

为长者不宽容不大度，竟然强行拆散一对恩爱夫

妻。她的跋扈与刘母的慈爱形成对比，可以说，

曾经有很多机会摆在她面前，她没有珍惜，从而

导致了悲剧的发生。我们看她对儿子的态度，知

子莫如母，她知道焦仲卿软弱，对他不是训就是

哄，要么是“何乃太区区！”要么是“东家有贤女，

阿母为汝求……”似乎焦仲卿是个小孩儿，哄一

哄就没事了。直到焦仲卿临死前来告别，明说自

己已“故作不良计”，她还执迷不悟，继续哄他。

她没把儿子当成年人看待，一直忽视他与兰芝的

深重感情，从来不去想刘兰芝竟然可以左右她的

儿子。儿子媳妇的幸福，在她眼中约略于无，只

要刘兰芝不低头，她宁可轰走儿子的心上之爱。

俗话说，“不痴不聋，不做家翁”，而焦母这当家的

却是瞪圆双眼挑毛病，惟恐家里不乱。如果她抱

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此事，结局将会改写。可

惜她没有，她抓住兰芝的“自遣归”大作文章，逼

着仲卿休妻，推波助澜，把刘兰芝的假“请遣归”

弄成了真事，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这出悲剧谁都有责任。刘兰芝沉不住气引

发了事端，焦仲卿把事弄大又无力灭火，焦母是

九头牛都拉不回，最终谁都没赢。此结局令人唏

嘘，无怪乎事发之后，“时人伤之”，焦刘两家更是

“求合葬”。只是，当时做计不思量，两条生命，再

加上焦母老年失子的悲痛，又岂是“求合葬”所能

弥补。婆媳争斗已上演了几千年，至今仍是余音

袅袅，一个家庭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也许应从此

诗得出教训吧。

审美像油盐酱醋一样浸透着我们的生活，凡一说到

美，我们就已经进入了意识的自主审美，也就是对象化

的审美。审美呢？又分为日常审美和艺术审美。无论是日

常审美，还是艺术审美，构成美的因子都不是单一的，而

是一个集合体。每一个美的构成分子都会影响美的最终

效应，以及构成美的内部杠杆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美分

子之间和谐度达到一定的力学效应之后，才会出现柏拉

图的“美的效应”，以及老子的大美无言。

所谓的美学，就是哲学的一个分枝，也就是艺术哲学

论和哲学艺术论，像老子的大美无言、庄子的论艺，以及

孔子的思无邪……都属于美学。美学研究不只是审美的

对象和审美活动，最主要的内容还是传统文艺理论的，像

如何营造美的问题、美的效应如何发生的问题，等等。

如何营造美？

在实际的营造过程中，可谓条条大路通罗马，怕的

只是通不到。

比如一些流行歌曲，把传统的说唱艺术改良进唱腔

艺术里，但是他建构的声腔却无法达以和谐圆润之美，

而同样说唱结合的唱法，到了有些歌曲那里，就和谐出

了一种最佳的黄金比例，说和唱的结合以及转换，几乎

炉火纯青的没有痕迹，构成一个动变和谐的三角函数。

再比如有一个小姑娘唱的《念诗之王》，可以说没有什么

艺术的含金量，恰恰正是什么也没有，却通过她的童声

唱念出两耳的天趣，和谐出更原初状态的“和谐”。因为

百听不厌，仔细查查才发现她是套唱别人的曲儿。可原

唱和她这个套唱的审美效果却是天壤之别的。

这正应了毕达哥拉斯说的：“音乐之所以神圣而崇

高，就是因为它反映出作为宇宙本质的数的关系”。换言

之，也就是万般艺术和宇宙的构成基点都是数理和谐

的，最典型的除了绘画，就是音律，比如，按比例划分一

根振动的弦，就可以产生出悦耳的音程：1:2等于八度，

2:3等于五度，3:4等于四度。可以说，凡是美的都是和

谐的，无论是听觉和谐，还是视觉和谐，自然的，还是人

为的，大美之标都是数理和谐的结果。正如大数学家莱

布尼茨说：“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

现来说，是直觉的。”

当然，中国音乐更是数理，如《吕氏春秋》所言：“音

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要是不相信

我们世界内在和谐性，那就不可能有科学，这种信念是，

并且永远是一切科学的根本动力”（爱因斯坦）。所以中

国文化里无论是音律、天道，还是民俗、地理，都讲究和

谐而乐。比如中秋节、元宵节，都是和乐文化的结果，喻

指一个家庭团圆和美，有大人有小孩，有掌外者也有主

内者……和合才美，和合才乐，它用在艺术里，也就相当

于各个美分子和谐相处着的共在。除了和乐文化，中国

还有一个词叫文采飞扬，一般都用于夸赞文笔，事实上

它原指音乐数理上的和谐之美，也就是说只有数理之比

和谐了，音乐才能飞得动、飞得起，否则就是哑音。再像

唱歌、弹琴、吊嗓子，练一生，不过是找一个准确、更准确

的点——声点，从而和谐出最佳的黄金比例，让音之文

采飞扬而动。

当然，美，不止是数理和谐出来的直觉判断，审美活

动之所以产生，还有公共经验的支持。或者说，所有的审

美，都是建立在公共经验的基础上，只是经验分为没有

内化的经验，需要意识反思，以及内化后的经验，也就是

西方哲学正努力探索的假象直觉。比如学习，可以说我

们的启蒙教育始于12345，等我们学到万家学科的深

入，研究的还是12345，从中国数理到八卦，到乐理……

皆是如此，可惜能学到这个深处并能共知其理者少之又

少。再比如说相声，同样一个包袱，能不能抖响，看的就

是说家和听家之间有没有公共经验。比如：“你大声点，

不费电！”如果这个包袱在清朝以前就没有构成笑点的

基础。再比如“天上才三天，地上已三年”，如果读者不知

道道家炼丹术的数学规则，你看到的只是神秘主义。从

而我们可以看出，艺术不是单纯的数理直觉，而是抽象

公共经验的结果，也就是文艺理论上说的普遍性。

无论是莱布尼茨，还是克罗齐，这样定义美都是非

常深层的美，或者说是微观世界里数学和谐之美的直觉

判断。

无论是视觉审美，还是听觉审美，不管学问深浅，审

美活动的第一直觉判断总是合拍的，或许说不出个所以

然，就觉得反正就是一个好，这个好的直觉判断就是源

于数学和谐问题的直觉判断。应该说从营造学来说，它

是经验内化后的数理直觉，从审美活动来说，又分生活

审美和艺术审美。任何美的构成分子都不是单一的，所

以美的最终效应必须是经验后的数理几何的直觉判断。

说 美
口孙青瑜

是谁要是谁要休弃刘兰芝休弃刘兰芝？？
————《《孔雀东孔雀东南飞南飞》》辨意辨意 □□虽虽 然然

游
牧—

遐
想
（
油
画
）

黄
济
生

作

一座花园一座花园
□□严严 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