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内瓦的重逢与记忆 	  

戴耘 	  

（一） 	  

今年（2014）十月上旬去法国里昂开会。会后给自己留了两天到周边看看的时间

（因为有课，还要赶回美国）。看了看地图，里昂离日内瓦很近，于是想起了在日内瓦的

正平兄。	  

我 1988年从母校华东师范大学硕士毕业就职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当时正平兄

在学报编辑部任副总编。他的办公室紧邻中文系，所以经常碰面，我的硕士论文摘了一部

分发表在文学院学报上，主要也是正平兄在操办。我和正平兄同为华东师范大学校友，后

来又成了围棋棋友。记得去他家（印象里是老式石库门房子）下过两次围棋。第一次是在

晚上，由于当年上海人居住条件普遍逼仄，没有单独卧室，他太太只好坐在沙发上睡了，

棋下完，已经是半夜两三点。第二次去，他太太已赴瑞士，正平兄说他也准备近期去瑞士。

我猜测，正平也犹豫过，父母年迈，需要他照顾。记得正平兄当时还念叨他母亲的关照，

如果瑞士混不下去，回来就是了。年迈的母亲这么说，让他感动。	  

1990年正平兄去了瑞士，1991年我去了美国。这一别近 20年我们没有联系。和正

平兄联系上，还是 2008年，我给他寄去拙著《围棋心理学》。他给我寄来了他写的《日

内瓦与瑞士法语区》旅游指南一书。正如我猜想，正平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在日内瓦一家

旅游公司供职。几年前正平兄在《华夏文摘》上连续发了几篇文章，我读后颇感兴趣，便

发 emails给正平，连续数次，邮件都退了回来，“查无此地”，只能作罢。这次想起正平兄，

唯一途径是写信。所幸，我的通讯录上记下了他寄书的信封上留下的瑞士地址。但那已经

是六年前的事了。我给提笔给正平兄写了封短信，告诉他我有意到日内瓦拜访他。我是碰

碰运气。信投出去后没抱多少希望，因为据我的经验在国外搬家是常有的事，石沉大海也

不足奇。不料一个礼拜后收到正平兄的电邮，信收到了，说这年头，能拿到信封上盖着邮

戳的信，很亲切。就这样说好了，里昂会后的两天时间去日内瓦。	  

（二）	  

日内瓦，在我的记忆里，与一个戴着老式眼镜和瓜皮小帽的老人联系在一起，皮亚

杰。读大学那时，就读过些介绍他理论的书，在我的书架上，至今放着他的薄薄的一本

《结构主义》，后来进入了心理学专业，他当然属于鼻祖级人物。除此之外，就是阿尔卑

斯山了。日内瓦的湖光山色，在正平兄的书里已有所领略。里昂的会一结束，我就搭地铁，

然后径直坐火车去日内瓦，两个多小时候，过了几个法国小镇，到了山区的东边，就是日

内瓦了。由于我赶上了早一班火车，晚上七点左右提前到了日内瓦车站。给正平兄打了电

话。外边下着小雨。我边等边揣摩二十四年后正平的样子是否有变，至少不会认不出吧。

日内瓦火车站比我想象的小，出口处就像一个简单过道。终于看到了正平提着伞进门的身

影。正平兄还是那样，除了仔细看稍有几缕白发外，和二十多年前比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

两人上海话一说开，二十多年的间隔顿然消失。	  



正平兄住的是一个公租房单元，楼里有地下车库。家里完全是中式的布置，墙上挂

着中国字画，柜子上有中式的摆设，家具也是中式的。一进门，就见了正平兄的两个儿子，

行健和思静，一对双胞胎，都长得比我高。岁数和我女儿只差一个月，同为 1997 年出生。

我说这两个名字很中国化，代表了正平的人生哲学和对孩子的期待，和两个人的体态和性

格也符合，行健是老大，更勤快，更“懂事”些，思静相对散淡，laid	  back，自己的想法会

多一些。行健和思静数学都很出色，正平说学校很当回事，问他们什么时候发现孩子的才

能的，外国人一惊一咋挺可爱，不过也体现出他们的惜才。瑞士学制多一年，两人 2016
年上大学。到了节骨眼上了，中国的父母，和欧美父母不同，都会担心孩子玩得多啦，学

习不上心啦这类事。普遍的，太太们更操心、担心孩子将来的发展，比如读什么专业合适。

我说美国大学生换专业达到一半以上。瑞士的大学和中国一样，进校就定专业，而且不容

易换专业，这要增加了父母的焦虑。不过可以看出正平和太太对孩子自己想法的尊重。这

里的医学专业很热门，门槛也高。思静不喜欢和病人打交道。行健读的数学先修班，已经

在修大学的课程，学校关心心理健康，有定期的心理辅导。正平兄半开玩笑说中国人不需

要心理咨询辅导，自己就能化解问题。这让我这个从事心理学专业的颇有启悟：是啊，阿

Q精神不就是最好的例子。	  

晚上，聊起我们共同的朋友金冠军的突然辞世。才知道正平兄与冠军兄有几十年的

交情。正平兄向我问起王智量，我们共同的老师。我每年回国，基本都会去看望智量老师，

所以情况知道得多一些，我们也聊了我们出国后中国的一些变化。正平兄在日内瓦做旅游，

也接待过不少中国富豪，一些“八卦”也非常有趣，比如亿万富豪的贪小，让人忍俊不禁。	  

（三）	  

在日内瓦的第一天早上，冒着零星的小雨，正平兄开着他的本田雅歌带我驱车在日

内瓦市区”踩点“。我们在卢梭的故居驻足，这里的公寓建筑让我想到上海静安区徐汇区一

带比较高档的公寓楼，门前有卢梭故居的铭文，不经意的话很容易插肩而过。相比之下，

伏尔泰的故居，可以称得上是 mansion了，风格也是古典主义的，简洁而端庄。伏尔泰不

仅是文豪，还是个房地产商，生财有道，在瑞士有不少业务，长期居住在瑞士，直到去世。

伏尔泰的精明通达和卢梭的专注痴迷恰成对照。正平兄在《情迷瑞士》中写到卢梭和伏尔

泰是对“冤家”，乃性格和口味上的差别吧。	  

在毗邻日内瓦大学文学院的公园里，看到了加尔文和当年宗教改革的其他重要人物

的群雕。而我更欣喜的是看到了坐落在草坪上皮亚杰半身塑像。皮亚杰的影响力，在我们

的学术交流和研究生课堂里，随处可见。皮亚杰理论，新皮亚杰学派，依然是有现实理论

价值的话题。和斯金纳和班杜拉这些美国本土学者的理论不同，皮亚杰理论有很深的大陆

哲学的背景，如康德的认知先验范畴和伯格森的生命哲学，皮亚杰的思辨色彩，体现大陆

心理学家的文化底蕴。在社会科学方面，源于大陆哲学的欧洲学人的思维更有历史感，批

判性。相对来说，英伦风的学术有思维的简洁明晰和实证的坚实严谨的优点。而在美国，

学术研究的技术主义，实证主义倾向更加明显，如经济学的数学化，心理学的实验和论证

精细到繁琐，教育研究也是玩大数据和复杂的统计模型，总之谁能做数学模型，计算机模



拟，复杂的统计模型，谁就牛逼。有些像好莱坞的大片，动作极其花哨，制作极其精湛，

看完后留下回味的却不多:	  形式大于内容。	  

就在公园一侧，是李斯特任教过的音乐学院。我们还去看了日内瓦湖边茜茜公主的

塑像，富人区拜伦和雪莱的曾经住过的地方。有趣的是，正平兄根据图片资料，这回终于

锁定了他们当年租借的日内瓦湖畔的那幢小楼。我女儿这些天在阅读她的 AP英语阅读清

单里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这部小说就是当年玛丽雪莱在这小楼里写的。但

一天走下来最喜欢的还是日内瓦老城，也是我最觉得有“欧洲味”的，包括那蜿蜒的，有坡

度的石子路，简明而精致的古典建筑，低调而有品位的酒店，包括供市长骑驴上班的楼厅

里盘旋的“驴道”。走在这里，仿佛是穿行在历史中。	  

第二天，天气放晴，我们驱车向北到日内瓦之外的瑞士法语区看看。高速公路上，

时而可见阿尔匹斯山脉的绵延脉络，我最心仪的是山坡上的农庄，在云雾缭绕的面纱中依

然透出妩媚和艳丽。瑞士很秀丽，但也很大气，比如日内瓦湖，有些像西湖。但这里色彩

感更强，更具有西方风景画的质感。而杭州西湖的烟雨朦胧，更契合中国画的写意和水墨

意境。	  

我们按计划先来到中世纪小镇 Gruyères，可能因为不是旅游季节，而且那天早晨大

雾，小镇还没醒来似的，只有零星几个人。看看里边空荡荡的客栈，咖啡屋，想必热闹时

会人满为患吧。正平兄说这地方最近评上了什么最佳度假胜地。这里有著名的奶酪的生产

作坊，瑞士的巧克力和奶酪，都是出名的。这天的安排中，最亮眼的还是因拜伦的诗而声

名鹊起的”西墉的城堡”，正平兄对这段故事有详细的描述。从城堡出来，我们到城堡对面

唯一的餐馆用午餐，招待我们的胖乎乎的老板娘是上海人，乡音未改，自然聊起来没有障

碍。在这里我尝到了味道上佳的南瓜浓汤，还有正平兄特地让我品尝的奶酪火锅，算是意

外的收获。一路上我们经过Montreux和	  Vevey小镇，还有洛桑。瑞士真是个吉祥之地。

Montreux依山傍水，人气很旺，Vevey则是一花园小镇，与世无争。街上的果戈里、卓别

林的塑像，记录着这些名人对瑞士小镇的情有独钟。洛桑则是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国际组织

的所在地。瑞士的好山好水，加之中立国地位，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国家，一点不为过。	  

（四）	  

回法国前，除了正平兄先前送我的《情迷瑞士》一书，我还向正品兄索要了他的业

已出版的博士论文。《情迷瑞士》中的文章，曾经在海外华人中最有影响的网上刊物《华

夏文摘》上连续发表，显然颇受读者欢迎，所以一发而不可收，正平兄一路写来，最后有

了这本《情迷瑞士》。总结一下，这本书的主题是三个“情”字：爱情，友情，山水之情，

正平兄在叙述名人轶事时的亦庄亦谐，笔调轻松而时有透彻的剖析，透露着对人情冷暖的

体察和微妙心理的精准把握，令我刮目相看。那篇写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在日内瓦的幽

会，“巴尔扎克的到来给这座城市的噪音更增加了不少分贝”，还有描写韩斯卡夫人面对

这位举止显得轻佻的情人的复杂内心:	  “她害怕这个《人间喜剧》的作者本人也是个喜剧演

员”，真是妙语连连。而且看得出，写这些文章，正平兄一定是做了很多功课的，如此，

方能体味当事人微妙的内心，在书信等材料中读出弦外之音。	  



《情迷瑞士》一书的亮点，显然是好几个欧洲文豪的爱情。巴尔扎克和韩斯卡夫人

十八年的爱情，雨果和朱丽叶的半个世纪的爱情，萨特和波伏娃的一生伴侣关系，对这些

大文豪来说，婚姻反而像是一件世俗任务，可有可无。而情人则是万万不可或缺的。国内

的周国平、史铁生、李银河都探索过是否可以同时爱两个人，拥有多个爱侣。波伏瓦曾经

在和萨特的生活中接纳另一女性，尝试多伴侣的生活，但她最后还是告诫世人不要玩这种

危险的感情游戏。法国人的率性，无道德上的顾忌。就像乔治桑说的，什么都要尝试一下。

乔治桑的情人也是一大串。萨特和波伏娃等的乱性，其实有实验的成分，可能唯有这样，

爱情乃至人性的本质才会浮出水面。为什么雨果、萨特这些人阅人无数，情人众多，依然

情有独钟，精神上、感情上其实只有一个伴侣。一种解释是情人可以各种各样，吸引人的

地方也不尽相同，身体上，容貌上，个性上的。但这些吸引人的东西都不能持久。而真正

心有灵犀的，能懂你，欣赏你，甚至能包容你的缺点，世上难觅，能够遇上，已属万幸，

是为灵魂伴侣或灵友，soul	  mate，不紧紧抓住，岂不弱智？但这不妨碍男人沾花惹草的

习性，尤其如果他是文人、名人的话。但即使像巴尔扎克这样花心的，也必然知道什么时

候是逢场作戏，什么时候”动了真格”，否则也低估了这位写尽”人间喜剧”	  的法国大作家。

波伏瓦，或雨果的朱丽叶，容忍了自己男人的放荡不羁，也是出于无奈吧。连波伏瓦这样

的女权主义者，在自己生活中也不得不忍受这种不平等。男性在这点上似乎更容易得到社

会的宽容，尤其是如果他们能像巴尔扎克，雨果，萨特（或者罗素、比尔克林顿）那样出

色。伟人似乎天生具有某种道德豁免，是因为如果剥夺他们灵感的来源（女人给男人的正

能量啊），那些刺激他们想象力、生命力（乃至虚荣心）的人间尤物，人类会损失多少精

神财富!	  

正平兄的书里还有一篇写乔治桑和肖邦的恩恩怨怨。正平兄为乔治桑鸣冤，可能是

对大量历史传记的”矫枉”，我刚读完 George	  Marek的《肖邦传》，作者对乔治桑也颇多

微词，而且我认为他的观点还是比较公允的。诚然，肖邦作为情人的敏感多疑，情绪不稳

定（用上海人的话说是比较“作”），也只有乔治桑那样的有很强母性的女人能够包容。乔

治桑的自传性极强的小说 Lucrezia	  Floriani，把自己描写成像照看自己孩子那样呵护肖邦的

无私奉献的大女人，而把肖邦描写成一个多愁善感、疑心重重、喜怒无常的小男人，也必

然有夸大之处。小说一经出版，即引起海涅的愤怒，直呼乔治桑”这婊子“。德拉克洛瓦记

录了当时的一个插曲：小说出版不久，乔治桑在自己家里招待朋友时，兴奋地朗读自己的

新作（法国人的好习惯），她陶醉于自己的故事（可能还有自己美妙的文笔）中，完全忘

了在场的肖邦会怎么感受。她过于自恋了，自恋到让自己的情人成为笑柄、让客人极为难

堪还浑然不觉。当时在场的德拉克洛瓦越听越听不下去，如坐针毯，他为肖邦承受那份羞

辱和煎熬，事后却发觉肖邦似乎并不在意。从后来的通信看，肖邦未必不察（否则也太低

估肖邦了），只是不想让乔治桑难堪而已。两人到后期互相猜忌直至分手，有深层原因:	  
一个过于依赖，一个过于率性，肖邦老派，乔治桑新潮，对彼此的关系有不同的期待，分

手是必然的。为乔治桑的女儿的婚事闹翻，只是导火索而已。事后两人之间留下很深的心

结，让人嘘唏；年仅 39岁的肖邦弥留之际，那么多朋友到肖邦病榻前看他，死后为他守

灵，唯独没有乔治桑。爱和友情不同，容易受伤。不过，乔治桑一个月后跟朋友坦陈，肖

邦的死对她是一个精神上和健康上的双重打击。乔治桑的《自传》(Histoire	  de	  ma	  vie)	  对



肖邦还算公允。平心而论，肖邦这样的天才艺术家生活中一定是个难伺候的主，加之还是

个肺痨病人。乔治桑的呵护、包容、辛苦，海涅们是体会不到的。不管怎样，两人近十年

的相濡以沫，可歌可泣，正平兄书中提到的时隔近一百七十年后在日内瓦的那场《桑，肖

邦:	  生活和热情》音乐朗诵会，由 60多岁的著名演员朗诵乔治桑的私人信件，著名钢琴家

弹奏肖邦，我感到一定是美轮美奂。乔治桑和肖邦的情缘是一件人类的幸事。和乔治桑在

一起的日子是肖邦高产的时期。1847年两人分手到肖邦去世的两年左右，肖邦似乎才思

枯竭，作品寥寥（当然，还有身体原因）。世界假如没有了肖邦的音乐将是人类多大的憾

缺啊。在Marek的传记里，让我感动的还有才情横溢的德拉克洛瓦对肖邦的诚挚友情，	  
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海涅对肖邦的真心赏识，称这位敏感羞怯的年轻人为“音乐诗人”。乔

治桑和肖邦的朋友圈里，还有缪塞，巴尔扎克，李斯特，大仲马，年轻的福楼拜，深得肖

邦欣赏的门德尔松，最有人缘、最受爱戴的歌唱家波琳娜（屠格涅夫与她有几十年的未了

情），等等。十九世纪巴黎的人文荟萃，群星灿烂，让人叹为观止。	  

（五）	  

正平兄在华夏文摘上发了一篇《加缪百年话友谊》的文章，在《情迷瑞士》中有一

篇《萨特百年》，都谈到了萨特与加缪从最初的友谊到后来的决裂的历史。两人的决裂，

究竟是因为原则的分歧，还是意气之争，甚至夹杂着情场上的争锋吃醋，谁也说不清。用

正平兄的话说，伟人也是人，往深处细处看和普通人没有两样。	  

从原则上讲，是采取暴力革命还是温和改良，是激进民主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和温和

自由主义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萨特讽刺加缪的抵抗，是“星期天休息时的抵抗”，引来

加缪的极度反感和抗议。这甚至让我想起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屠格涅夫的讽刺，“正如屠格

涅夫笔下的主角可耻地从幽会之处逃走一样，自由主义者以同样的怯懦的方式和同样‘高

尚’的借口逃避争取农奴解放的民主主义任务”。加缪显然不是“怯懦”而是主张温和。这

里涉及政治伦理问题，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目的正当是否能不择手段（包括杀戮），加

缪的抵抗，很像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历史上的非暴力抵抗（比如他不主张他的阿尔及利亚老

乡以暴制暴对付法国殖民者）。历史可以说是站在了加缪一面。加缪也预见到了左翼激进

思潮中的违背人道主义和人性的一面，事实上，任何极端的原教旨主义或乌托邦思维，无

论是右的还是左的，都具有走向暴力和暴政的倾向（如中世纪的教会，红色高棉，无产阶

级专政，或伊斯兰国），以冠冕堂皇的名义铲除异己，唯我独尊，结果都是灾难性的。	  

萨特给加缪的信，措辞很有趣：“使我们互相接近的东西很多，使我们分开的东西

倒很少。但是这很少的东西还是太多了：友谊也是这样，它趋向于总体主义。”同时萨特

把通信在《时代》上发表，其宣示的是政治决裂。正平兄写道，”有趣的是，两人的性格

正和他们各自的主张相反：加缪反对暴力，行为却非常火爆；萨特赞成暴力，表现倒是相

当温和。他们的不同性格与他们的不同出身有关。加缪生于阿尔及利亚一个贫民家庭，近

三十岁时才来到巴黎谋生，被称作‘有着热血的黑脚’。萨特则是法国阿尔萨斯一个有钱人

家的孩子，在群星荟萃的巴黎高师毕业。萨特虽然不是个自高自大的人，但这样的出身使

他少不了精英固有的下意识“。 



从我读到的加缪传记看，加缪脾气虽坏，作为公众人物他比萨特更低调，更自省，

他常常选择沉默。加缪不相信“主义”或者对政治行为的抽象辩护，他执守对事件的直接

道德判断。在以萨特为代表的法国左派的压力下，加缪坚守了自己的独立性。这种道德洁

癖是否可贵，是否属于政治幼稚。其实没有对错，归根到底，是每个人不同选择。有时为

了干成事，不得不弄脏手。“不粘锅”的最后结局可能是一事无成。另一方面，人在多大

程度上可以违背自己的“良心”，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的问题。加缪的敏感自省

的气质，和萨特的决绝信念，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选择。	  

法国人讨论学理问题时的认真和不厌其烦，我在里昂开会时也有所领略。主办会议

的里昂高师的两位教授会上会下的思辨，讨论，你来我往、乐此不疲，难怪法国人在哲学

和社会学方面贡献巨大。碰上中国人的实用理性，早就不耐烦了。这让我想到法国中学生

的作文题，从小培养的是坐而论道的意趣。做惯了现代八股文的中国学生，太需要“法式

教育”了。反过来说，中国人什么都可以唬弄，包括唬弄别人，唬弄自己，与其是思考

“哲学自杀”之类的问题，还不如去喝碗阳春面来得实在，更有“存在感”。中国人多的

是形而下的东西，如功名利禄，生老病死，缺乏的是形而上的终极关怀。这和正平兄《情

迷瑞士》中瑞士汉学家争论的中西文化同质异质问题有关，中国思维是“内省的”，或

“内在”于日常经验的（immanent），着眼于当下的感受和行动的效率，不关心终极问

题或终极目标，西方思维是“超验的”(transcendent)，追求对现象的终极解释或问题的

终极解决，所以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才会有加缪的“荒诞性”和“哲学自杀”这类

思考，一个注重实用，一个注重逻辑。说到底，又是文化问题了。	  

正平兄”情迷”的是瑞士，但我读出了很多法国情怀。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巴黎

更热爱自由和艺术，当然，还有爱情。许多伟大的思想（无论是伏尔泰、卢梭，还是萨特

和加缪）也在这种自由的空气中成长。我想到查理漫画杂志社的惨剧和巴黎百万人的声援。

“Je	  suis	  Charlie（我是查理）”!	  中国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对自由的热爱和对人的尊严的捍

卫，即使面对死亡（十二个漫画家在办公室开会时生生被处决）。学会“听话”，“不惹事”
是中国人从小学到的生存艺术（尼采会说是很猥琐的人生哲学）。在从古至今说错话就可

能有牢狱之灾的国度里，苟且偷生一点，犬儒一点乃是自我保护的良药，无可厚非。当然，

太监被人阉了，自我安慰说还是阉了的好，没了念想，那又另当别论了。假如太监还满嘴

鬼话高喊皇恩浩荡，还要抖”人上人“的威风，拿别人开算，那他就活该被阉了。	  

（六）	  

正平兄洋洋洒洒十几万言的法语论文，在日内瓦大学文学院这样的世界顶级学府获

得博士，实属不易。我自忖才华不够，脱离文学领域已经二十余年，但读到文学的东西，

依然亲切如故。论文的考据功夫还在其次，谈起当年刚到瑞士学习法语的辛苦，正平兄颇

有感慨，我自然能够体会。我自己对法语有一种非理性偏好。但始终没有学好。回美国后，

为了了解论文的观点，我生吞活剥，硬着头皮啃了几章。	  

正平兄的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古典诗论中对诗歌中的意象本质的哲学论述，是个美

学问题。正平兄从对诗的意象的胡塞尔现象学解读出发，来重新阐述中国古典诗论，并与



萨特等西方诗学做一个比较和贯通。把古典诗论看作对诗歌的现象学解读，通过内省的方

式体悟诗的意象的本质，恰恰是中国诗论的长处，也是中国人的强项。这可能是正平兄选

题的初衷吧。	  

我个人的解读，诗歌的意象可以用苏珊朗格的美学理论来看。作为实体概念的“老

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和作为诗的意象的“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断肠人

在天涯”是两个不同范畴，即苏珊朗格的所谓的陈述	  (”discursive”)	  和作为展现

（”presentational”）的区别。后者从创作过程看是情绪、情感的对象化（意象），从接受

角度看，是意象被受众的再体认。诗的意象应该有三个要素，一个是意向性，即投射到物

化对象的情感，心理状态，使“物象”成为“意象”，即贝尔所谓的“有意味的形式”。其

次是感受性，不是概念性陈述，而是丰富的整体呈现，诉诸感觉和想象，而不是思考和分

析。再次是距离感，即审美距离，主客体不具有现实利害关系，”小桥”不是交通便利工

具，”人家”也不能小住，只供关照。创作者的对意象的建构活动，通过特定媒介表达，受

众则通过文字、画面、声音等特定媒介重新建构意象，两者不完全对称，即受众的感受和

解读与作者的表达意向可以是不同的，因阅历，悟性，性格而异。	  

意象可以是抽象的，如绘画或书法，直接用色彩和线条来达成，而不假以具象如人

物或景物，再如音乐，用音符来构成基本单元，如贝多芬的《命运》的叩门声，事实上，

可以理解为“急迫”的主题构成的音乐张力，不断在催促、发展，寻求某种解决。这里概念

不重要，意象的情感体验和戏剧内涵是根本。肖邦音乐的意象，琴键上跳跃的精灵，或激

昂或沉郁，时而热烈，时而冥想，如天籁之声，来去无踪。这样的音乐意象，在时间中呈

现，本身成为情感戏剧的直接外化形态，没有文字的符号中介，是最纯粹的诗的意象。所

以肖邦被誉为音乐诗人。	  

（七）	  

	   短短的两天很快过去了。我又搭上了西去的列车，回到里昂。然后坐飞机经慕尼黑

返回美国。这些年常常在路上，也时有机会重逢久违的老友。两天，还是太匆忙了，虽然

两人晚上也偷闲“手谈”了一局围棋。欧洲的城市，是一个需要慢下脚步去体味感受的地方。

如果有时间，我想在这里听一场音乐会，想去琉森，或者去一个农庄住上两天，看看人家

怎样制作奶酪，怎样酿制葡萄酒。我做过白日梦，到巴黎一所不起眼的学校供职，租一间

不起眼的公寓房，然后自由地放飞自己的心情。很不错的一个梦境。	  

	  

写于 2014年 12月完成于 2015年 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