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的傍晚，用芳香称量空气，用
黑夜称量芳香……”诗无国界、雅韵流
觞。《桂花》发布会更是一场文学的盛会。

翻译家薛庆国、诗人欧阳江河，译
林出版社编审王理行、休中校友吴浩
博士，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杭州橄榄
树学校高一年级朱奕涵以及休宁中学
外教蔡成龙、柯文杰、罗瑞和高一同学
逐一上台即兴朗诵阿翁《桂花》中的诗
歌，一时间《桂花》暗香浮动。

校史馆门口，一座满头银发的老
者雕塑矗立，休宁校长李顺宝携阿翁
共揭红绸，这是休宁中学正在兑现一
个诺言，以阿多尼斯的名字，在休中建
造一个阿多尼斯花园，让这位伟大诗
人在徽州驻足。《桂花》出版了，衡山亭
揭幕了，阿翁雕像永驻休宁中学，因阿
翁造访徽州而起的中华文明和阿拉伯
文明的“相会”，使得新棠邨百年老校
满园生香。

吴浩博士这样解释这次活动的主
题：“阿多尼斯先生曾有一句诗——

‘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阿翁看到中
国水墨画的创作之后，画风一变，由中
东剪贴画变为泼墨画。徽州产墨，我
借鉴阿翁这句诗把主题定为‘云翳泼
下徽州的墨汁’，在某种意义上，《桂
花》诗集就是阿翁在云翳泼下徽州的
墨汁。”阿翁在讲话中说：“我要特别感
谢我的好朋友——吴浩先生，是他主
动邀请我来安徽考察，他是这所学校
的校友。从今以后，我也会像他一样，
成为从这所学校毕业的一名学生。”此
语一出，掌声一片。

更为令人振奋的消息是：阿翁在
发布会上庄重宣布：他将为黄山再创
作一本书。掌声再次响起。

薛庆国说：“阿多尼斯是世界级大
诗人，不仅富有诗意，而且具有思想，
他的诗歌能屡屡表达他对这个世界的

现实与未来的深刻思考。对中国的人
文和自然表达爱恋和敬意。”

“这是一次文明的‘相会’”，中国
作协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全国人大常
委吉狄马加如此评价阿多尼斯的休宁

之行，并亲笔题写“阿多尼斯花园”。
他说：“叙利亚和中国一样，都是世界
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之一。阿多尼斯的
中国之行、黄山之行，是一次中华文明
与阿拉伯文明的美好对话。”

C.《桂花》余香——为黄山再创作一本书

从地中海滨到新安江畔，从叙利亚到状

元县休宁，11月 9日，由安徽省文联、译林出

版社主办，安徽省作协、黄山市文联、休宁中

学承办的“云翳泼下徽州的墨汁”阿多尼斯

（以下称阿翁）中国题材长诗《桂花》安徽发

布会在休宁中学举行。这是阿翁第二次

来黄山，他说自己也是休宁中学的学生，

会为黄山再创作一本书。

“桂花树，我要向你表白：你崇高
而珍贵，普通又特殊，但又混杂于众树
之间：这恰恰是你的可贵！”

这是阿翁《桂花》中的篇章，也是
他在发布会上朗诵的片断。环境和时
令十分的应景，休中校史馆前、衡山亭

旁的一株比阿翁大 20 岁（110 年）的老
桂花树虽然盛期已过，仍留有余香。

阿翁的《桂花》与这所“百年老校”
的桂花早在一年前就有约定。

2018 年的秋天，阿翁来华参加多
项活动，三周时间分别去了北京、上

海、广州和南京。黄山是最后一站。
正 是 桂 花 盛 开 的 时 节 ，阿 翁 足 迹 所
至，桂花的浓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10月 9日，阿翁应他的好友、翻译
家、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薛庆国和休
中 校 友 吴 浩 博 士 邀 请 ，来 到 休 宁 中
学，为校史馆前、桂花树下的衡山亭
揭匾。黄山的自然风光和徽州文化
以及衡山亭旁的桂花之香沁入阿翁
的心脾，进一步触发了他创作《桂花》

长诗的灵感。一路上他多次表示，要
为这次中国之行创作一首长诗，题目
就叫《桂花》。

作为《桂花》指定的中国翻译家，
薛庆国教授在获悉阿翁为长诗定名时
问他：阿拉伯没有桂花这种植物，阿拉
伯语中也没有这个单词（只能根据英
语音译），为什么要选用这名字？阿翁
稍加思忖，微笑着答道：因为中国在他
心目中的印象，就如桂花一样。

A.《桂花》香约——时隔一年再聚新棠邨

蹲在椅子一侧，翻开《桂花》，怯怯
地用中文比划着，发布会现场，来自休
宁五城镇西田村的李爱华正在向阿翁
索要签名。

虽然在农村工作，可李爱华却是一
名诗歌爱好者，特别崇拜诗人，尤其是
像阿翁这样的世界级大诗人。当阿翁
给她签完名后，她第一时间就晒到了朋
友圈，引来点赞无数。她说，文化是跨
国度的，能有机会亲身感受阿翁的诗，
很幸运。

当天的现场，请阿翁签名的学生排
起了长队，就像李爱华所说，这样的机
会是非常难得的。黄山诗歌爱好者也
来了不少，学生们更是欣喜若狂。毕竟
是 90 岁的老人，因此他的女儿爱尔瓦
德不得不帮忙，为签到手酸的父亲“解
围”，一一为“粉丝们”签字。

《桂花》“很香”，50 首相对独立的
诗篇，记述了阿多尼斯中国行，尤其是
黄山之行的印象、感受和思考颇深。写
黄山的诗作占比很大，《请告诉我，黄
山！》《安徽之一》《安徽之二》《为什么？》

《变幻》《问题》《变身》《练习》《痕迹》《接
吻》《我和黄山在傍晚的对话》等作品，
用充满奇思妙想的文字，呈现不一样的
黄山。

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副主席林勇说：“《桂花》在安徽（黄
山）的发行，犹如一株盛开的文化之花、
艺术之花。”

薛 庆 国 教 授 说 ：“ 皖 南 的 徽 派 民
居，尤其是黄山挺拔秀美的自然景观，
让阿多尼斯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并引
发了他对中国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深
入思考。”

B.《桂花》飘香——呈现不一样的黄山

我会为黄山再创作一部诗集
——阿多尼斯《桂花》诗集安徽发布会侧记

□ 程向阳 文/摄

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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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有根到家的时候，已经临近吃
当头（徽州人至今还把吃午饭称作“吃
当头”、吃早饭称作“吃天光”）的时辰
了，因为他在歙县城里又逛了一圈，耽
误了时间。

方老根正在烧午饭，蒸腌菜馅玉
米馍馍。听说茶叶卖了好价钱，方老
根也没有心思蒸馍馍了，赶紧褪了灶
里的柴禾，跟方有根到堂前，在方桌旁
坐下，目光急切地望着方有根。

方有根捧起桌上的搪瓷缸，灌了
几口茶，抹了抹嘴，从外套的上口袋里
掏出一叠钱，递给方老根：“你数数。”

方老根仔细地数了两遍，吃惊地
望着方有根，说：“二百一十块，这么
多？你是怎么卖出来的？”高兴之后方
老根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问：“记得
出门前，我只给了你三十块钱，这几天
你是怎么过来的？”

方有根说：“我带了那许多咸菜炒
米苞芦粿，吃饭就不用花钱了。前两
天我住了最便宜的旅社，后来，为了卖
汪老伯那只花瓶，我只好多待两天，晚
上没有住旅社，就在汽车站过夜。”

方老根听得有些心酸，眼睛潮湿
起来，偷偷拭了拭眼角，说：“这一趟，
你吃了苦了。”

方有根走出屋，朝汪老伯家大声
喊了两声“汪老伯”，汪老伯应声而出，
看见方有根，高兴地说：“哎呀，是有根
呐，你回来啦？昨晚还梦见你呢！”

方有根知道汪老伯耳背，提高了
声音：“汪老伯，我刚回来。你的事我
办好了！”

汪老伯先是一愣，随后急忙朝方
有根又是摇头又是摆手又是挤眼，嗓门
提得格外大：“什么？篾筐帮我编好啦？
太劳烦你了！等一下我去你家拿！”

方有根见状，晓得汪老伯的两个
儿子此刻就在屋里，汪老伯不方便说
话，于是说：“那好，我在家里等你。”

稍顷，汪老伯一手托着一碗红烧
鸭、一手提着一大瓦罐米酒进来了。
他把鸭和酒放在桌上，返身关上门，然
后重新回到桌边坐下，笑眯眯地看着
方有根。

方有根拿过旧帆布包，撕掉夹层
里的胶带，从里面取出一沓钱来，放在
汪老伯面前。相形之下，方老根身前
的那叠钱，就显得有点像后娘养的。
方老根说：“看架势，这小子做事还有
点稳当。”

“那当然，为汪老伯办事，可不能瞎
搞。”方有根说着，看了汪老伯一眼，又
说，“汪老伯，你发什么呆啊？快数数。”

汪老伯闻言，又愣怔了一下，开始
一五一十地数起来，越数额头越红亮，
好不容易数完了，直愣愣地看着方有
根：“一千八！真的卖了一千八？”

“不真的卖了一千八，难不成是我变
出来的？”方有根说着指了指汪老伯，“我
晓得了，敢情这一千八的底价，是你瞎估
摸出来的，害得我在屯溪差点跑断了腿。”

汪老伯脸上的皱纹笑成一朵花，
连连说：“难为有根了难为有根了，我
早就说过了，有根是个能干大事的
人。”汪老伯一边说着，一边抓起那沓

钱往身上塞，可塞了几处地方都觉得
不合适，想了一想，对方有根说：“有根
呐，把你的帆布包借给老伯用一用。”

方有根笑嘻嘻地将帆布包递给汪
老伯，说：“大哥二哥都在家吧？”

汪老伯笑而不答，把钱塞进帆布
包的夹层里，正弯腰打算捡扔在地上
的旧胶带，方有根从裤子口袋里掏出
一小卷胶布递到他面前，说：“那个已
经不黏了，用这个吧。”

“有根就是聪明，打小我就看出来
了。”汪老伯一边说着，一边用胶布封
好了帆布包的夹层，然后把包稳稳当
当地放在自己腿上，对方老根说：“老
根，拿几只碗筷来，我们好好喝几盅，
犒劳犒劳有根。”

方老根说：“有根这一趟吃了不少
苦，待会儿不吃玉米馍馍了，我炒油炒
饭给你吃。”

汪老伯突然想起一件事，问方有
根：“对了，有根呐，包花瓶的那块旧青
花布，你带回来了没有？”

“青花布？”方有根不解地望着汪
老伯，说：“要那块破布干什么？一起
给那个广州佬拿走了。我走的时候，
你可没有让我把青花布带回来。”

“这个、这个这个……”汪老伯吞吞
吐吐地说：“我突然想起来，好像听我叔
公说过，那块青花布从前也是宫廷里用
的东西，我寻思，讲不定也值几个钱。”

方老根插嘴说：“一块破布，能值
什么钱？我看你是钻到钱眼里去了，
上瘾了。要知道，有根这次为了卖花
瓶，可是吃了不少苦。”

汪老伯感到很难为情，忙说：“不
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就是顺口一说。
这一次是烦劳有根了，帮了我的大忙
了，我都不知道怎么答谢才是。”

方有根说：“汪老伯别客气，我是
拿你当亲伯伯的。不过……汪老伯如
果舍得，能不能把你家盖腌菜坛子上
的那个瓷盘子送给我？”

汪老伯先是一愣，随即笑眯眯地、
意味深长地看着方有根，说：“当然可
以，你只管去拿。那是个民国的东西，
民窑货，不值钱，你要它做什么？”

“没想到汪老伯是个行家呀！”方有
根显出刮目相看的表情，“我知道它不
值钱，要不你也不会盖在腌菜坛子上。
我就是觉得它好看，想留着看看。”

汪老伯说：“行行行，你随时去拿。”
方有根忽然又问：“汪老伯，你家

里，是不是还有一只同样的花瓶？”
（未完待续）

生命的化妆
□ 纳兰泽芸

2019 年 11 月 2 日，“黄山市草原
风情书画院书画展”在市美术馆开展，
画展既展现了内蒙古高原宽阔无边的
风景，又勾勒了黄山山水秀丽的气
象。黄山市草原风情书画院院长周恩
博 1954年出生于内蒙古科尔沁草原，
现为内蒙古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
美术家协会会员，囯家一级美术师。
周恩博在内蒙古草原的几十年里，深
入草原牧区体验生活，挥动画笔，积累
了大量的素材。2007年创办了黄山市
草原风情书画院，把草原绘画与新安
画派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既有草原
民族豪放之风，又有江南细腻之神韵，
形成了个人鲜明的特点。 ·小 吴·

中国黄山自然风光得天独厚、徽文化传
承久远，意大利文艺之邦、浪漫国度，为促进
中西方文化交流，将“和平”的概念通过音乐
这个无国界语言，传递到世界各地。中国意
大利音乐交流——“和平指挥棒”室内音乐会
将于 11 月 13 日 19：00-21：00 在黄山学院举
行。本次活动由黄山学院主办、意大利贵雅
汇文化交流协会协办，活动组委会邀请意大
利钢琴大师 Sebastiano Brusco（塞巴斯蒂亚
诺·布鲁斯科）及长笛大师 Andrea Ceccomo⁃
ri（安德里亚·切克默里）来华，为黄山人民带
来一场震撼心灵的艺术盛宴。 ·阿 琳·

【文化广场】

中国意大利音乐交流
——“和平指挥棒”中国黄山首演

俞乃思先生是一位在皖南乡镇从
事宣传工作的农民通讯员，论发稿条
件和中稿率，根本无法与在册正式记
者抗衡。但是，乃思坚信天生我才必
有用，始终抱着“大记者能够做到的，
基层通讯员也能够做到”的信念，以苦
为甜，以累为乐，克服种种困难，抓住
一切机会，心无畏惧，勇往直前，多写
稿，写好稿，将劣势转化为优势。

三十多年来，乃思先生坚守在乡
镇基层文化宣传岗位上，立足孙村、放
眼全国乃至世界为家乡的各项建设摇
旗呐喊，不遗余力地传承故乡的文化，
真可谓倾心倾情，呕心沥血，为孙村
镇、为孙村镇的父老乡亲们做了数不
清的实事、好事。

也正因如此，他的新书《无证记者
的新闻课》读来让人格外感动。

全书分五个部分，特别纪念、伏案
十悟、创作手记、附录以及大美孙村的
摄影专版。

“特别纪念”是他多年之前的部分
旧文，包括处女作小说《同床共乐》以及
多位作家对《同床共乐》的评论、《老屋》
《清水河的回忆》等；“伏案十悟”是他当
“无证记者”的漫长生涯里，对于记者
这个职业“有所能有所不能”的精要概
括；“创作手记”记述了他创作的众多
散文、小说等作品背后的故事；“附录”
则是收录了多位朋友师长为他写的评

介文章，篇篇情真意笃，令人感动……
读乃思先生这本《无证记者的新

闻课》，最适宜夜阑人静之时。那些文
字透着朴实与智慧，充满了对生命的
深刻领悟。乃思的文字是有力量的，
有时看似温和素朴，如一碗青菜小粥，
实则充满了生活的真味。

在阅读的过程中，常常会遇见惊
喜。那些文字，含蓄而内敛，幽深而素
朴。繁华落尽见真淳，是历经世事与沧
桑之后，青涩褪尽，余下低垂饱满的思想
籽粒。你会难以想象这样的文字竟然是
出自曾经的一位砖窑厂拖砖工之手。

如果你见过衣着素朴、开朗真淳的
乃思本人，或许你会觉得他只是一个淳
朴的乡村文化人而已，似乎并非一位
心细如发之人。然而读他的文字，你
会发现他心有猛虎，细嗅蔷薇，你会发
现他的感受是如此灵敏，感情如此细
腻，感觉如此柔软，感动如此深刻。

来如春梦不多时，去似朝云无觅
处，他的文字看似并无固定渊源，但那
行行页页的文字里面，文已尽而意有
余，心澄境明。

我想，这大约正是人们所说的，三
流的文章是文字的化妆，二流的文章
是精神的化妆，一流的文章是生命的
化妆。

这本《无证记者的新闻课》里面的
很多文字，我认为就是生命的化妆。

黄山市草原风情书画院书画展开展

【文化视界】

阿多尼斯塑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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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多尼斯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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