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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厚春（中国·岳阳）

周厚春词三首
西江月·寿辰

酒绿灯红盛宴，
琼香味美佳肴。
好友亲朋与故交，
满是欢颜喜笑。

玉镜鬓衰色褪，
莲池绿败红消。
逝水韶华絮自飘，
旧梦随风去了。

清平乐·冬去春来

春容妆重，
神造河山梦。
遍野花潮春浪涌，
大地娇为贵宠。

枝头鸟唱欣欢，
曈曈日暖无寒，
莫道严冬尽去，
天则四季回环。

清平乐·暮春

东风嚯嚯，
蔌蔌春红落。
看客游人林苑过，
面对余花默默。

春风浩浩茫茫，
春花任尔拂扬。
漫漫萍飘野地，
一丝淡淡忧香。

在

‘

圣彼得堡圣彼得堡
子初（德国）圣█第█第 269269 期█投稿信箱期█投稿信箱：：755792341755792341@qq.com@qq.com

‘

你不是姓你不是姓““胡胡””
胡少璋（澳大利亚）

六十年代末，夏日的一
天，我带了几篇文章去

请教蔡其矫，他认真地看了
许久后，突然问我：“你姓什
么？”我感到莫名其妙，我姓
什么你不是早知道了吗？我
答道：“我姓胡。”他即回答
说：“你不是姓胡。”等了片
刻，他就对我说，你太老实
了，见到什么就写什么，要想
成为作家你就要真正地姓

“胡”。
我离去之后，心里想，他

是个著名的作家、诗人，难道
他也姓“胡”，明明是姓蔡的
吗。但他的话一直记在我的
心里，随着知识的增长，阅历
的增加，不断地写作，不断地
思索，我逐渐地理解了蔡老
对我说的话。

对于蔡诗人的话，应当
要深入地去理解去体会。在
数十年的创作生涯中，我逐
渐明白了他说的话不但合情
合理，并且也是他的创作的
总结。

在文学创作上，说“胡”
字，十分不好听，因为，人家
一听就想到“胡编滥造”，故
而创作者总是避而不谈。

其实，创作上并不“胡”，
这个“胡”字，也许就是写作
的基础方法之一的“联想”，
当然，在创作中还必须深
化。像《诗经》中的第一首
《雎鸠》，开头只写河边的两
只小鸟，接着就运用“兴”的
手法，联想到青年男女的纯
洁的恋情。

写作者不仅自己去联
想，还要促使读者去联想，就
像蔡其矫的代表作之一《祈
求》，诗人一连写了几组祈求
之后，就别出心裁地道出最
后的心声：

我祈求
总有一天，再没有人
像我作这样的祈求！
这个结尾十分独特，极

为少见，它远超朱自清的代
表作之一散文《绿》的结尾：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
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而开头却是：“我第二次到仙
岩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
的绿了”结尾与开头一样只
增加两字“不禁”。

《祈求》一诗结尾的奥妙
和作用，这要让读者去细品
与思索。

我爱读蔡其矫的诗，在
我心目中:他是普希金！

现再举我自己的一两篇
作品加以验证吧，写散文无
论是写物、写景，最后总要落
实到人的身上。我写的《东
京追樱花》是以一个曲折的
故事，联想翩翩地加以展开：

金宋玉的日本父亲青野帆治
原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生，任早稻田大学文学院院
长，现在是荣休教授。夫人
因难产身亡，后来他到韩国
首尔大学讲学，遇见宋玉的
妈妈。因宋玉的爸爸去日本
公干，遭遇空难身亡。于是，
他俩一见钟情，结婚后他即
带着大小美人回到东京。

文章最后，将青野帆治
教授所说的“樱花就像人，人
就像樱花”进行破解，而告诫
读者珍惜生命。

最近，我写了一篇《她净
化了你心灵的尘霾——凯阿
玛喷泉观赏随笔》，是写全球
最大的喷水洞。这是一篇游
记，而在游记中加入了“梦”，
这是极为少见的，这可以增
加一点读者阅读的情趣，也
是作为我的一次尝试吧。

联 想 ，顾 名 思 义 就 是
“联”起来想，但蔡氏所说的
“胡”，绝不是简单地只指“联
想”或指写作手法的综合体，
它是有更深邃的含义——对
生活现实进行提炼、升华、重
组乃至虚构、创新、开拓等
等。但这种创作方法应叫什
么名称？范围有多大？定义
是什么？一概不知。既然如
此，那就姑且名之为“朦胧手
法”吧，它也包括思想范畴及
境界等等。蔡氏自己在运
用，我也学着运用，我相信作
家们也都在运用之中。然
而，这都只是意会而无法言
传，更无法说清道明。

想起蔡老的话，从我数
十年的写作实践来看，我觉
得我还不是姓“胡”，抑或是
还不够姓“胡”。但对于一个
初学写作者的我，蔡其矫以
这个方法去开启其心智，此
确是一件非常可贵的事！

作者简介：1941 年出生
于福州市，福建师范大学中
文系毕业。现定居澳大利
亚。2021年6月在澳洲悉尼
出版一本《胡少璋散文选》。

彼得堡，这座300多年前
彼得大帝在涅瓦河口大

兴土木建造的新都，以土地奖
励政策吸引欧洲各国的建筑
师、技师、手工艺者、画家、艺
术家前来参与圣彼得堡的建
设，他引进欧洲的文化、书籍
和历法，雄心勃勃地要依照文
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打造这座
城市，如今这座城市处处充满
了欧洲的文化艺术气息，意大
利、法国、德国式建筑随处可
见，宫殿、广场、剧院、艺术馆、
教堂遍布着城市的每个角落，
河流、运河就在这些美妙的建
筑中巧妙地穿行，所有这一切
构成了一个令人流连忘返的
美丽城市。

位于涅瓦河畔的冬宫博
物馆、芬兰湾南岸静谧森林中
富丽堂皇的夏宫、拥有“世界
最美街道之一”之美誉的涅瓦
大街，汇聚了各种教堂、名人
故居及历史遗迹，圣彼得堡真
不愧是俄罗斯乃至欧洲的浪
漫之都，她的浪漫迷人胜过莫
斯科10倍！她就像一位高贵
典雅的贵妇，而莫斯科则像是
一位威严古板的军官，就连这
里的人们也让人觉得亲切了
许多，不像莫斯科的人们那么
冷漠，这里饭店的工作人员讲
英语，饭店设施更加现代化，
气氛也更加宽松。此外，还有
一点，就是在圣彼得堡的银行
里，我们终于取出了现金，把
向瓦丁借的钱还给了他。

圣彼得堡的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还体现在有无数
文学经典、艺术创作诞生于
此，城市中的大小剧院便是孕
育文化的摇篮，来到圣彼得
堡，就一定要看看美轮美奂的

剧院。得知圣彼得堡大剧院
正在上演莫扎特的经典歌剧
《魔笛》，我们一听很兴奋，与
一位朋友约好当晚一起去观
看。晚上6点我们三人在饭
店门口搭了一辆黑出租车来
到大剧院，那里已经聚集了很
多人，因为朋友说一口流利的
俄语，自然是由他去交涉买票
事宜，他去了一会儿后回来说
演出票已售罄，于是他买了高
价黄牛票，60欧元一张，我们
拿了票进剧院坐下来后才发
现这不是我们要看的剧目，而
是芭蕾舞剧《罗密欧与朱丽
叶》，原来这个大剧院有两个
剧场，在当晚同时上演不同剧
目，我们阴差阳错地买错了票。

俄罗斯剧院之华美，小时
候在苏联电影《列宁在1918》
中有过朦胧的印象，而这一次
便要好好领略一番。一进到
剧院内，立刻感到金碧辉煌、
异常的豪华、奢美，从一层往
上还有四层包厢，而每层却只
有三四排座位，因此整个剧院
内部空间形成一个立体感很
强的圆球形，这一点与所有国
内的剧院剧场内部结构都大
为不同，最靠近舞台两侧的包
厢是豪华包厢，一般为皇家座
席。剧院内的圆顶在天蓝色
的底色上绘制了无数飞翔的
天使，墙壁在象牙色的底色上
镶嵌了无数金色雕花，使得整
体呈现出金色，周边墙壁上密
布的蜡烛形壁灯，把剧院内部
照得金光闪耀，使剧院上看去

极具古典之美。
虽然我曾在丹麦哥本哈

根歌剧院观看过丹麦芭蕾舞
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而此次再次观看圣彼得堡大
剧院芭蕾舞团的演出，我发现
两个版本的《罗密欧与朱丽
叶》在场景和编舞方面都有些
不同，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意
外的收获。就是有机会领略
圣彼得堡大剧院的华贵之
美。另外，我发现台下的戏一
点也不比台上的逊色，来看演
出的观众上座率惊人的高，几
乎座无虚席，观众不分男女老
幼，不说盛装出席，至少也是
着装隆重，说美女如云毫不夸
张，这些美女并不是一般意义
上的好看或者打扮入时，其中
不少简直就是绝色美女，堪比
电影明星。

有一对青年男女，两人像
是在彼此赌气，女的烫了一个
大弯儿的齐肩金发，穿一条咖
啡色紧身半长裙，上身是一件
燕型花纹紧身衬衫，脸儿美艳
得像玛丽莲·梦露。另有一位
身高一米九几的绅士，穿一身
深色西服，挽着一位身高一米
七五以上的苗条女郎，她脚蹬
十厘米的一双细跟高跟鞋，穿
一条紧身黑色毛料短裙，裙子
下摆刚刚好遮住臀部，毫不吝
啬地露出一双细长的大腿。

一位年轻母亲带着女儿
在休息大厅里来回走了不下
三圈，她穿了一条鲜艳的绿色
的毛料长裙，里面套一件奶油

色长袖蕾丝花边衬衣，脚蹬一
双高跟皮靴，齐腰的金色长发
梳得一丝不苟，垂在背后，她
的手上牵着一个如天使般的
小女孩儿，她穿了一条花色连
衣裙，头上扎着一个蝴蝶结，
她们很高调地在大厅里走了
一圈又一圈，吸引着人们的目
光。我的眼睛追随着她们，欣
赏着令人赏心悦目的人物，心
想她们生得这样美丽，就是理
所应当地被人们欣赏的吧。
我们目光还不时地被其他的
美丽女性们所吸引，简直就是
目不暇接。

在剧院的三层有一个大
厅，可以开舞会那种，这里展
出剧院史上有突出贡献的人
物和重要演出剧目的照片、服
装、道具，在演出的两次中场
休息时间，我们也随着观众来
到这里参观，使我们了解了圣
彼得堡大剧院的发展史，真是
物有所值啊。

（节选自《俄罗斯——想
说爱你不容易》）

作者简介：本名魏青，旅
德作者，中欧跨文化作家协会
会员。出版散文集《德国故事》。

重重逢逢
夏婳（美国）从太太过世后，他觉得

日子是得过且过地打折
过。耳边少了唠叨自然是清
静的，可是同时的副作用更加
明显，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做
饭，连话也没有人说。去儿子
家住也不是长久之计，媳妇的
脸色终究是不太好看的。有
的时候，他甚至希望早走的是
自己，和太太吵吵闹闹都有些
厌烦了的三十多年婚姻，在她
死后才觉得是如此地离不开她。

他干什么都是懒焉焉的，
也有人劝他续弦，这个念头还
未冒出又被他压了回去，古来
稀的年龄儿孙满堂啊，婚嫁岂
是你情我愿两个人的问题。
搞不好是你死我活几大家族
的事情，还是这样凑合着吧。

每天早上照例散步，到楼
下吃早餐，回来拿信件，信件
都是一样的，账单和广告，没
有一点新意。这次却有个挺
大的包裹。他怔怔地看着名
字，核对了好些次确定是他
的，才紧紧地抱回了家。

包裹里是按时间顺序码
得整整齐齐的一叠信和贺卡，
收件人全是他。是当年擦肩

而过的她写的，他的心剧烈地
颤动起来。这么多年了，他都
不记得他们是什么原因分开
的，残存的记忆里她的笑容很
美丽。这些年来，她的身影偶
尔会在脑海飘，失意时也怅然
放手她的柔情，但已经没有涟
漪了，转瞬即逝。谁的年少没
有轻狂过，谁也不会用一生去
为这短暂的痴迷买单，只是他
没有料到她是如此地执着。

那些信有他们分开后，她
的心痛，她的相思，到后来她
婚后的简单问候，再到每年一
张简简单单他的生日贺卡。
虽然话语越来越少，称呼越来
越礼貌，他还是看到了这些背
后她对他从没有改变的深情。

他禁不住老泪纵横，他决
定要去看她。他细细地翻阅
着那些信，发现最后一张贺卡
是两年前写的，她有没有可能
已不在人间了？他的心锥子
扎般地疼了起来。

按照包裹上的邮寄地址，

他找了过去。开门的是位少
妇，有些疑惑地看着他。他鼓
起勇气说出了自己和她的名
字。

少妇的脸一下子灿烂了：
“那些信是我婆婆写的，我发
现后寄给您的！我想婆婆是
期待您可以读到的！”

这个回答让他觉得自己
的担心已成事实，他心灰意冷
带绝望地问：“您婆婆还健在
吗？”

“当然，当然！”少妇的回
答让他激动不已：“公公去世
后，婆婆坚持搬去了养老院，
我把地址给您！”

等待的工夫，他看到了墙
上她的照片，笑容一如当年的
美丽。那一刻，他设想好了他
们的未来，虽然有点晚，但是
这一次，不管怎样他一定要牢
牢抓住她的手绝对不放开。

他剪了头发，换上了新
衣，颜色是她当年喜欢的，还
买了一大束摆成心形的红玫

瑰，他要让她知道，即使是老
了心还是一样火热的。他还
跑了大半个城市，买到了她年
轻时爱吃的蛋挞。

养老院的护士很热情：
“她可是我们这里最受欢迎的
老太太，只是她的阿尔茨海默
症越来越严重了，都几乎不认
识以前的朋友了。”

他笑笑地听着，却不以为
意。这一刻，他觉得当年的分
手真的是壮举，经过了沧桑的
发酵，他们的情意才更显珍
贵。

她看见他了，很惊喜地，
已经浑浊的眼里闪出异样的
光彩。她开心地接过鲜花和
蛋塔，还把花放在鼻子底下闻
着，仿佛岁月在他们之间不曾
流过，他们还是年少的时光。
他的心被柔情满满地填充着，
千言万语涌了上来，不知如何
开口合适。

她抬起头看着他，依然笑
容满面：“真是谢谢！这么客
气！请问您贵姓啊？”

作者简介：江西南昌人，
现居美国夏洛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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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静好（英国）宅家日记Day 714

3月6日，星期日，晴
先生左眼有疾，预约下周

一去 Nework 的眼科医院检
查，医生叮嘱医生：因为检查
眼睛后，你需点眼药水和休息
几个小时，故最好自己不开
车，请人开车送或坐的士去医
院。

当先生告诉我这个消息
后，我建议：“你给儿子打电话
吧，让儿子请假两天，回家送
你去医院。”先生同意了。

周五晩餐后，先生打电话
给儿子，告诉儿子他于下周一
去看眼科，医生建议他当日他
不能自己开车。儿子听后，马
上关心地问：“你眼睛怎么了
呀？”先生答：“没有什么大问

题，就是遇风就流泪。”儿子问
“什么原因引起的？”先生答：
“还不知道具体原因，所以要
去医院检查。”

儿子劝慰先生：“你不用
担心，我会提前请好假，星期
六回家，星期一送你去医院。”

儿子对先生真好，不管自
己工作多忙，只要先生打电话
给他，他都会立马答应请假，
回家帮先生。有时甚至让我
觉得儿子对先生比对我还好，
因为有时当我想儿子了，让他
请假回家几天，他都以工作忙
为由，没有回家。当然先生每
次请儿子帮忙，都是重要事，
如去医院等，都是紧急，不能
拖的，我的理由不同，如想他
了，想换电脑了，就想儿子回

家帮我，儿子则每每以工作忙，请
不到假为借口，让我自己解决。

当然儿子对先生好，有求
必应，也是感恩，感谢先生曾
经对他的帮助。以前儿子上
大学时，每次寒暑假都是先生
开车接送他；儿子工作面试，
也是先生开几小时车送他去
的；儿子想买房，先生天天开
车陪儿子去看房子。善有善
报，儿子是一个重情感恩的
人，所以现在当先生有任何需
要帮忙的，只要先生告诉儿
子，不管儿子多忙，他都会马

上答应，然后请假，回家送先
生想去的任何地方等。

虽然先生有两个女儿，虽
然她们也都有车，且自己驾
驶，但先生从来没有请女儿帮
过忙，一是她们住得离我们
远，二是女孩子开长途车也是
很辛苦。在需要帮忙的时候，
先生第一个想到的还是儿子。

周六早晨儿子给我打电
话，告诉我：“他还有一些事情
需处理，今天晚一点回家。”我
回答：“好，出发时请告诉我。”
儿子同意了。下午五点左右

儿子发信息我：他现在动身，
大概晚上九点多到家。我回
复好，并叮嘱儿子：开车安全，
平安到家。

经过四个多小时的开车，
儿子于晚上九点左右回到
家。看到久未见面的儿子，我
很开心，忙问他饿了吗？吃东
西吗？儿子回答说：出发前已
经吃了，现在还不饿。然后
说：明天去帮你买电脑和请你
们去外吃饭。听到儿子说为
我买新电脑，很开心，我谢谢
了儿子，然后马上告诉先生。

星期日中午，儿子请我们
去林肯的中国餐馆吃自助餐，
自疫情发生以后，我们很少去
中国餐馆吃饭，这次来，发现
中国餐馆客人很多，座位几乎

坐满了；另外我还发现：此餐
厅除老板是中国人以外，服务
生和厨师都是外国人了。记
得此餐厅以前有几个中国留
学生当服务生的，现在因为疫
情，可能是为了减少被感染的
机率，留学生很少去餐厅打工
了，从这也可看出，中国人是
越来越有钱了，端盘子当厨师
这些苦力活是越来越少中国
人做了。

吃完午餐，儿子带我们去
林肯的电脑商场，说送我一台
好的笔记本电脑作为我的生
日礼物。先生感叹：你多幸
福，有这么一个好儿子。我
答：“是，我很幸运，有这么一
个懂事感恩求上进的好儿子，
多年的辛苦培养没有白费。”

——蔡其矫点燃了我写作的明灯

更正启事：第267期“世界文化之窗”发

表胡少璋的散文《讲文章、写文章和判文

章》，作者照片误植他人。特此更正并致谦！

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