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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日，我应邀赴某友的家宴，酒过三
巡、菜尝五味之后，满桌旧友新朋都变得谈
兴大发，或报大道新闻，或传小道消息，或
放谈国际形势，或漫议国内时政。而座中的
一个披金挂银的女宾却独树一帜，大谈其
丈夫孩子家中琐事，且大有垄断话题之势。
于大家都觉兴味索然之时，一位男客挺身
而出，婉讽曰：“我劝你没事读读书，看看
报，关心关心国家大事，不要把自己变成精
神的囚徒。”哪知该女士闻听此言，就像被
人踩痛了玉脚上的鸡眼，柳眉倒竖曰：“俺
老公在这一亩三分地上也算是条龙啦，而
俺就是骑在这条龙头上说一不二的凤！本
姑奶奶有的是钱，想上哪就上哪，别说出国
旅游，就是美国的宇宙飞船对外营业，本姑
奶奶也买得起船票，上太空去转它一遭。你
说俺是囚徒？你老婆你孩子才是囚徒！”我
见那位男客被她骂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可怜兮兮，便对该女士解释曰：“他说的‘精
神的囚徒’，意思是指一个人对外界事物所
知太少，思维空间狭隘，精神世界被自己所
禁锢，并非说你是被剥夺了人身自由的囚
犯。”不料她却凤眼圆睁曰：“你别跟我侃这
些大道理，你们还想把我打成思想犯？”该

女士一番高论，弄得大家啼笑皆非。
我的解释虽然未能消除该女士的误

解，但我想大约可以使读者阁下弄清“精神
的囚徒”之含义。可以当此“美誉”者，岂止
该女士一人哉！恐怕大家都曾有幸遇到过
这样的人物。有些女同胞，结婚之前还知好
学上进，一旦结了婚，那求知欲便消失得无
影无踪，别说读书看报，凡是有字的纸都懒
得看；别说对本职工作之外的知识信息不
感兴趣，对本职工作之内的知识信息也同
样不感兴趣。结果是一晃多年，毫无长进。
毫无长进倒还算好，有的人甚至是年岁愈
长，知识愈少，早年学到的一点文化，也多
半还给了老师。至于什么世界风云、国家大
事，更是几无所知。由于日之所思夜之所
想，很难超出家庭的小天地之外，因此，她
们平时与人闲聊，除了丈夫孩子、家中琐
事、张长李短、吃穿打扮，便无话可谈。

“精神的囚徒”之“美誉”，并非女同胞
所独享，我们的男同胞中也不乏其人。有些
人年轻时颇好学上进，有的人甚至是雄心
壮志冲云天，然而他们一旦成了家，或弄到
了一个颇为满意的职位，便与前判若两人：
好学上进的变得手不染卷，雄心壮志也云

散烟消。如果谁再不知趣，与他们闭眼谈什
么志向、理想，必然遭到他们的冷嘲热讽。
他们日之所思夜之所想，无非是今天到哪
里混顿酒，明天到哪里搓场麻，今晚到哪里
去“嘭嚓”，明晚到哪里去“卡拉”。这些人与
上述女同胞一样，也大多是年岁愈长，知识
愈少，精神上狭隘的程度，与上述女同胞不
分高低。

从微信朋友圈里所晒的文章图片，也
可大致看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其中不乏

“精神的囚徒”。
林语堂在《读书的艺术》中道出了一些

人之所以成为“精神的囚徒”的原因，他说：
“一个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是被拘束在他的
身边世界中的，在时间与空间上来说，他的
生活只是落后在一些日常琐事中，他的接
触与交谈只限于几个少数相识的人，他的
见识只限于身边的环境。这个小监狱他是
无法脱身的。”随后，他给了我们一把打开
这监狱之门的钥匙：“但是，他一旦读了书，
他便立刻走进了一个不同的天地。”我想，
只要不是在精神上甘于自囚的人，都可以
用这把钥匙打开监狱之门，为自己的精神
插上强有力的翅膀，在广阔的世界中遨游。

经四路那个书店很别致，墙
上挂油画，窗台摆花草。靠窗处有
一对软椅，中间放一个茶几，上面
是一炷新燃的香。对我们的到来，
年轻的店主微微一笑，并无言语，
于是老友静静地选书，我静静地
等待，音乐是房间里的主角……

没错，我就是在彼时第一次
听到了莱昂纳德·科恩。低沉沙哑，
阴冷灰暗，听得见的苍老。语言的
障碍丝毫不影响音乐抑或嗓音的
魅力，歌声像讲述隐秘的故事，也
像旁若无人地吟诗，我凝神听了
好一会儿，觉得更像是一颗老灵
魂在黑夜里诵经。这让我起了鸡
皮疙瘩，忍不住打破了书店里的
气氛，一问一答，从店主那里得知
了歌手的名字。

很遗憾，这位加拿大老人已
于2016年11月离世，享年82岁。这意
味着他所有的音乐均是绝唱。搜
索并聆听他的作品，阅读与他有
关的资料(《我是你的男人：莱昂纳
德·科恩传记》最为全面)，越发为
之惊叹。作为音乐人，科恩在全球
拥有千万歌迷，而他最初的成就
却是文学。他写过两部小说，出版
了九本诗集(其中《渴望之书》于
2011年在国内出版，译者是北岛、
孔亚雷)，上世纪60年代，因为诗，他
还获得国家最高文学奖——— 加拿
大总督文学奖。之后，他不断地写
诗谱曲，一生出版过十几张专辑，
曾获“音乐界奥斯卡”之格莱美终
身成就奖。隽永的诗句，以音乐的
方式，不可抵抗地飞到全世界。“万
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的地方”，
就是他的《Anthem》里的歌词。

从作家、诗人到摇滚歌手，
其间避世隐居，剃度参禅，如此
跨界，莱昂纳德·科恩完成了文
艺 界 最 不 可 思 议 的华丽 转
身——— 不，所谓跨界只是我的俗
见，在他看来，两者是一回事，自
13岁起，他一直是音乐人，文学
只不过让他的音乐更完美罢了。

记得数年前，在一个与文学有
关的研讨会上，有人问著名诗人寒
烟，诗与歌有什么区别？诗人笑了，
当即做了阐述，意思是这原本不是
问题。我听了云里雾里，与自己的
理解也相去甚远。几乎同样的问
题，莱昂纳德·科恩却轻描淡写地
说，“诗即是歌，歌即是诗。”真的，就
像听他的音乐，我再次被深深触
动。人们盛赞他为摇滚乐界里的拜
伦，称呼固然充满敬意，但明显纠
结于他的特殊身份。我的意思是，
也许只有他这样有着传奇经历以
及“跨界”体验的人，才会有这样身
心合一的诠释吧。

另，书店听到的那首歌名为
《In My Secret Life》，中文译作《在
我的秘密生活里》，歌即是诗，诗即
是歌，摘录一段，读一读或听一听：

在我的秘密生活里
我愤怒的时候保持微笑
我欺骗我撒谎
我做着身不由己的事情
好让日子继续下去
但我知道什么是错的
也知道什么是对的
而我愿意为真理而牺牲

歌，即是诗
□毕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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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中载：周太王有三个
儿子——— 太伯、仲雍和季历。其中，小儿子
季历最为贤德，而且他又养育了一个聪慧
贤明的儿子姬昌。于是，周太王想立季历为
继承人，以便将来把大位再传于姬昌。太伯
和仲雍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以后，双双跑往
南方的荆蛮之地，“文身断发”，以示决然无
意于继承君位。太伯和仲雍出走之后，季历
顺利继承了君位，而后又传位于姬昌，也就
是史称千古圣君的周文王。

作为兄长的太伯、仲雍，特别是身为
嫡长子的太伯，原本具有王位继承“立嫡、
立长”的族制、祖训的传统优势，但是为了
本部族的稳定安宁和发展兴盛，为了让比
自己贤明的弟弟以及侄子安心、顺利地接
掌王位，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主动出走避
让，从而避免了为争夺王位兄弟相残、百
姓涂炭、家国分裂的局面，也为周王朝八
百年基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太伯和仲雍来到遥远蛮荒的南方，荆
蛮人认为二者皆为义士贤人，遂有两千余
家前来归顺，同时拥立太伯为君，此即吴
国的起源。由此可见太伯、仲雍亦非平庸
之辈，此二者的“避让”，在封建礼制神圣
严明的西周王朝，实为惊天大义之举。
范蠡作为春秋时期越国的股肱大臣，

在立下助越王勾践灭吴兴越大功之后，追
求的不是自傲和享乐，而是清醒、理智地

认识到，“狡兔死，猎狗烹，高鸟尽，良弓
藏”，“越王为人，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

“大名之下，难以久居”，于是毅然乘舟泛
海而至齐地。
范蠡到了齐国，“齐人闻其贤，使为相”。

仅三年，便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再
一次辞掉位极人臣的至高权位，举家迁至

“天下之中”的陶地，以一介布衣，退而经商。
然则积资聚产每至千金，则尽散于至交和
乡邻，以致三聚三散，被后世尊为“商圣”，备
受称颂。

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归隐之后，
躬耕劳作、自食其力，然而远离尘嚣、清新
恬淡的田园生活，极大地激发了他的文学
灵感和创作欲望，为后世留下了大量反映
田园生活的诗文，以及千古名篇《桃花源
记》等大量著作。其中，以决意归隐为立意
的抒情小赋《归去来兮辞》，则被大文豪欧
阳修评赞为“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
兮辞》一篇而已”。陶渊明作为“田园诗派
创始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让一股平
淡自然、恬静优美之风吹入当时虚玄萎靡
的文坛，令世人耳目一新。

陶渊明辞职之后，并未被上层社会所
遗忘，曾屡被征用而未从。他并非没有从
政之才干，即使不能出将入相，至少彭泽
令尚可继续任职，以其卓越的才华，升迁
亦不乏机遇。但是，他清正廉明的执政理

念，守志不阿的个性品德，与当时昏暗污
浊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使其不得不“自
毁前程”，毅然决绝于政坛。幸哉，视名节
志趣重于官宦利禄的陶渊明，愤而抛弃了
一顶轻若五斗之米的“七品乌纱”，而中国
历史、中华民族却收获了一位不可多得的

“田园诗宗”和散文、辞赋大家。
据《郁离子·贿亡》记载，东南地带所

产上好的东西中，有一种是麝肚脐中的麝
香。当遇有人追逐逃脱不掉时，麝便掏出
肚脐中的麝香丢进草丛，趁追逐者去草丛
中找寻麝香的机会脱身逃走。

记得儿时的小学课本中，有一则兄弟
二人到太阳山捡金子的寓言故事。说是太
阳山的洞中有好多好多的金子，闪闪发
光，十分诱人，但是上那儿去捡金子，时间
不能待得太长，否则太阳出来会把人烧死
的。弟弟去的时候，只捡了两块，觉得够用
了，于是早早地下了山，回家以后过上了
幸福的生活。哥哥是个财迷心窍的人，他
去捡金子的时候，带了一个好大的口袋，
在山上只顾捡个不停，直到太阳出来还没
舍得离开，结果被烧死在金洞里面。

如此看来，那些财迷心窍、官位之上的
“老虎”“苍蝇”，大都与晒死在太阳山的那个
“大哥”同群，连麝兽都不可同日而语。

总之，有价值意义的“放下”，既需要
聪明智慧，更需要高风亮节的德操秉持。

□韩子奎

【人生随想】 “放下”的智慧与德操

小时候，一进入五月，就开始翘
首期盼六一的到来。我们每天除了
上课写作业，课余活动就是紧锣密
鼓地排练庆六一的节目。

我整个小学时期都担任班长，
我的邻居小芳则是文娱委员，老师
每次都把排练节目的任务交给我
俩。考虑到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兴趣
不同，我们把男孩子和女孩子分开
排练。女孩子在跳舞方面有灵感，我
们就选择动作柔美的舞蹈如《采蘑
菇的小姑娘》《月牙船》等让她们练。
男孩子有阳刚之气，我们则选择节
奏感较强的歌舞《青蛙跳水》、小品《蚂蚁搬
家》等由他们练。在男孩和女孩都学会了
各自的动作后，再组合起来跳。当然，那时
我们演得最多的还是合唱《学习雷锋好榜
样》以及歌舞《王二小》。

那时，学校没有舞蹈房、音乐室，我们
的排练都是在操场上进行，我们跳得汗流
浃背，唱得嗓子嘶哑，晚上回到家吃完夜
饭倒头就睡，可第二天排练时大家仍然精
神抖擞，劲头十足。

越近六一，我们就越兴奋不已。没有
校服，记得五年级要表演《让我们荡起双

桨》，老师要求每人都穿白衬衫。回家跟父
亲要，父亲说家中这么困难，哪有钱买衣
服啊！我又转向母亲，母亲心疼我，就偷偷
取出她陪嫁来的两块银圆卖了，给我买了
一件白衬衫。那天穿着雪白的衬衣站在舞
台上，那快乐，那轻松，那自豪，现在的孩子
恐怕难以体会。

六一终于到了！这一天，校园里处处
洋溢着欢快气氛，鲜花与笑脸相映，歌声
与笑声齐飞，整个校园成了一片欢腾的海
洋。学校邀请全体家长来校观看庆六一演
出。没有豪华的舞台，没有精美的乐器，没

有亮丽的服装，但我们质朴的表
演，还是一次次博得了台下家长
和师生的掌声。我们用动听的歌
声唱出了激情与自豪，用优美的
舞姿跳出理想和追求，用绚丽的
梦幻与彩虹编织出一个彩色的
童年！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尽情
欢歌，尽情舞蹈，尽情享受童年
的欢乐和美好。

演出结束，心情特别愉悦的
家长破例拿出五毛、一元钱给我
们作为奖赏。这天放学特别早，
我们高高兴兴地飞奔到代销店，

用奖励的钱买一支冰棒犒劳自己，多余的
钱则买一支垂涎已久的英雄钢笔和一本
印刷华美的日记本。然后，我们就快快乐
乐地一起玩。男孩子一般喜欢玩抽陀螺和
驱滚环之类的游戏，女孩子则喜欢跳橡皮
筋和踢格子……

我们走出了小学的校园，那些背着书
包上学的日子一去不返，从此不是住校就
是求学在外。而六一的歌声和笑声，仿佛
还在耳畔，我们在歌声与微笑里徜徉，我
们的童年就在回忆里慢慢流转，在时光中
愈发质朴，在回想中愈加清亮。

□吴建

【流金岁月】

那些年，我们一起欢度的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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