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黑暗是路途，光明是去处”

柏 英

    “黑暗是路途，光明是
去处。”这是我看草婴先
生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
说的直感。

2018年以来，我开始
编辑草婴译列夫·托尔斯
泰小说。在对照托翁原著
核查的过程中，我常常不
由自主地自言自语：“草婴
先生，您这样处理是为了
……吗？”“草婴先生，您
这样转换真是妙啊。”与
此同时，我心中也生出一
个疑问：为什么草婴先生
能够完整而精准地再现列
夫·托尔斯泰的小说世界？

2020 年 9 月 9 日托
翁诞辰 192周年之前，精
装纪念版草婴译《战争与
和平》《安娜·卡列尼娜》
《复活》面世。10月 24日，
在草婴离世五周年那天，
我们在线上直播了“云游

草婴书房”活动。第二天，
我和作家赵丽宏、孙甘露、
周立民以及翻译家徐振亚
在朵云书院开了读书分享
会。在筹备这两场活动的
过程中，我渐渐找到了许
多问题的答案。

正如徐振亚老师所
说：“不同的翻译家翻译哪
位作家、翻译什么作品，有
自己的特点和兴趣。草婴
先生选择托尔斯泰，这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从上世
纪四十年代初选择普拉东
诺夫的《老人》，到五十年
代选择肖洛霍夫的《一个
人的遭遇》，再到六十年代
选择莱蒙托夫的《当代英

雄》，草婴始终在翻译工作
中回答一个问题：我是谁？
我要怎么面对过去？我要
怎么面对未来？正是基于
一个翻译工作者的社会担
当、文化担当，草婴在积累
了丰富的翻译经验、经历
了罕见的历史波折后，在
七十年代选择了列夫·托
尔斯泰。草婴曾经告诫女
儿，做事要专心，专心把一
件事做好。他身体力行，把
翻译生涯的最后一站全部
用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小
说翻译。这是一个不轻松
的决定，也是一个睿智的
决定。
对作家越了解，对作

品背景越了解，才越有可
能翻译得到位，越有可能
让读者明了作品中的台词
与潜台词。罗马不是一天
建成的。在托翁 82年的岁
月里，从开始写作《战争与
和平》的 1863 年，到写完
《复活》的 1899 年，共 36

年。如果从 1852年他发表
处女作《童年》算起，在 58

年的创作生涯中，这 36年
是作品成就斐然的 36年，
是作家思想裂变的 36年。
《战争与和平》历时六年完
成，修改了七次，完稿后托
翁甚至累病了。他写《安
娜·卡列尼娜》花了五年，
修改了 12次，写到安娜香
消玉殒的时候潸然泪下。
《复活》篇幅最短，但用时
最长，毕十年之功，写完时
托翁 71岁。他这样形容自
己的写作：“我把我的肉放

进了墨水瓶里。”
从 1942 年草婴发表

《老人》算起到 1997年翻
译完托翁所有小说，共 55

年（不包括 1997年之后的
修订），其中从 1964年出
版《高加索故事》到 1993

年带着新出版的《战争与
和平》去看望巴金，有 29

年，草婴在这 29年的时间
里一步一步走进列夫·托
尔斯泰的作品和内心。翻
译《战争与和平》用了六年
多时间完成了 120万字的
翻译。在真正动笔翻译之
前，草婴把这个大部头读
了 12遍，给小说中的 559

个人物都做了卡片，对每
个人物都熟悉到拿起卡片
就像见到老朋友。草婴在
翻译《安娜·卡列尼娜》时
修改了 10次，用 4年成了
80万字。他刻意加快了一
点进度，因为他想用译稿
向托翁去世 70周年献礼。
在翻译到安娜自
杀的时候草婴一
改平时从容的表
情，满脸悲伤。45

万字的《复活》译
本花了草婴 4年时间，他
把这份稿件献给自己，当
作进入古稀之年的礼物。
草婴说：“在翻译的时

候，我和书中的主人公是
紧紧跟随的，他们的喜怒
哀乐，生活遭遇，尽量去感
同身受，几张稿子，一支
笔，在这样的环境里，不是
过一两天，一两个星期，而
是终生。”我时常有一种感
觉，在翻译的世界里，草
婴与托翁、与他笔下的人
物“生活”在一起。草婴在
翻译列夫·托尔斯泰小说
的过程中，与异国大文豪
对话，与他的小说人物对
话，也与自己的生活对话。

文学创作需要人生
历练，文学翻译亦然。列
夫·托尔斯泰和草婴都生
于富庶之家，都接受了良
好的教育，都早早确定以
文学为立命之本。托翁的
语言既精美又有个性。翻
译不仅对外语水平有要
求，对母语水平的要求也
相当高。草婴从小爱读

书，《鲁迅全集》反复读。他
在翻译的同时，还撰写了
大量文学评论，应邀在全
国各地做演讲。高超的汉
语表达能力使他的译本不
仅顺畅生动，而且容易引
人入胜。比如说，在《战争
与和平》中，安德烈在丧妻
后一蹶不振，天真可爱的
娜塔莎唤醒了他沉睡的
心。此时他再次回忆妻子
离世前的眼神，俄语中用
词直译为“责备的脸”，草
婴译为“哀怨的脸色”，既
保留了原意，又更贴切。

托翁从发表处女作
《童年》开始，就对人的心
灵世界表现出超乎常人的
浓厚兴趣，他认为外部世
界的源头是人的内心，个
体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世界
的样貌、存在的状态。草婴

的父亲行医，常常
为贫苦的乡邻义
诊，这些在幼年的
草婴心中种下了善
良与博爱的种子。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亲历
过战争，并因此都对和平、
对和谐有着深刻的理解，
对人性有着美好的憧憬。
出版《高加索故事》时，草
婴 41岁。在不惑之年，他
更知道托尔斯泰想通过高
加索的故事表达什么意
图。在开始翻译三大长篇
时草婴 54岁，他不仅已过
半百，而且转出了历史的
漩涡，再读托翁，草婴更多
地、更深刻地读懂了其中
的举重若轻。
我想，草婴翻译完托

翁的所有小说，这或许对
于他们双方都是幸运的。
于托翁而言，有一位中国
翻译家视翻译他的所有小
说为使命，倾数十年心血
深入地了解他，精妙地翻
译他；于草婴而言，阅读和
翻译这位有世界性、有现代
性的俄国文豪，丰满了他的
翻译，温暖了他的生命。

翻译的道路是漆黑
的，翻译家留下的文字是
光亮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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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马天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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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一道关，护一座城
陆伟锋

    从疫情袭来到现在这段时
光里，只要合上眼，便能听见耳
畔响起的滚滚车流声。我工作
的嘉定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朱桥
检查站，是个出了名的大站，日
均车流量 12万辆次，高峰时能
达到 14万次之多，大货车、大
客车、人流量在 9个入沪高速
道口中均居首位。

1月 27日，上海疫情防控
工作全面升级，全市 114个高
速匝道防疫检测关口前移到 9

个省际公安道口。接到“逢车必
检，逢人必查”的指令时，我带
领全站民警、辅警作为第一梯
队，赶在各路增援力量到来前，
从原本安检的匝道口向前推进
到朱桥道口开展安检工作。道
口上寒风凛冽，我们戴上口罩，
把警用雨衣当作临时防护服，
屹立在各条车道上。我知道，我
们的后面就是上海。

不能让群众等太久！必须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
让车流速度快起来。安检方案
一次次被细化，那晚，雨雪交
加，放“水马”、排“将军帽”，大
家个个累到虚脱。经历整整一
夜的“乾坤大挪移”，我们趁着
深夜车流较小时，
在 500 米开外增
加了一块检查区
域，安检车道从原
来的 5根增加到 9

根。大小车辆在远端就被分流
到不同车道，通行效率一下子
提高 3倍以上。

2月的一天，检查站门口
突然出现了一大包口罩。那段
时间站上不断收到群众自发捐
赠的各种物资，但放下一大包
口罩不打招呼就匆匆离开的还
是第一次。仔细查看，发现包装
外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感

谢民警同志帮助女儿最后一刻
赶上航班”。看到这行字，我顿
时明白了。

那是个记忆深刻的凌晨。
天空飘起了雪花，站在岗位上
瑟瑟发抖。远处，一对母女拖着
拉杆箱朝我飞奔而来。女孩上

气不接下气地向我求助，她是
要去赶飞机的，车子被堵在后
面排队，掐着手表眼看只能弃
车“打的”了。可这深更半夜的，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来的出
租车啊。

我见情况紧急，在完成安
检之后，立即驾车把母女送到
邻近的镇上，并把她们送上了
出租车……看着这包口罩，我

这才想起来，母女临走时曾说
过要酬谢，但被我婉拒了，没想
到她们会以这样的方式来表达
感激之情。

还有一次，一辆湖北号牌
的车辆竟然停在远处趴着不动
了，堵了整整一条车道，我赶紧

过去疏导。车上下
来一名小伙子，见
到我拼命挥手，示
意我不要靠近，我
这才意识到小伙

来自重点地区。小伙指指车子
说车里的油耗尽动不了了，还
说老母亲患了重病想到大城市
就医，他们一路走走停停开到
了朱桥，车上的干粮被吃光了，
汽油也没了。

我赶紧组织人员合力将车
推到安检区的加油站加油，同
时给母子俩递上面包和牛奶。
我立即联系驻站医护人员，为

他们做检测，并协调隔离酒店
安排他们住下。一个月后，疫情
防控阻击战取得阶段性胜利之
际，我也收到小伙发来的感谢
短信，他告诉我，母亲在我帮他
们联系的医院里做好了手术，
手术很成功。这个好消息让我
精神振奋。我们是检查站，也是
服务站。我们防控的是病毒，而
不是人！

走过玉兰飘香、风荷满池
的春夏，走过金菊点染、梅花傲
霜的秋冬，我和我的战友依然
坚守在市境线上，像“滤网”一
样，筛查着每一个安全隐患，守
护着这片深爱的土地和身后的
一城百姓。

责编：刘 芳

打坐 王兆贵

    近些年来，修炼
打坐的人愈益多起
来。讲究静养的人，对
这一方式当不陌生。

从字面上看，“打坐”
的意思是“就坐”或“静
坐”。比方说，京剧中有个
唱段叫“包龙图打坐在开
封府”，那只是坐堂升堂而
已。在更多情况下，“打坐”
是一个专用名词，通常解
释为：我国古代的
一种养生健身法，
也是僧道两门的
必修课。

打坐的历史
比较悠久，据说可以追溯
到四千多年之前的夏商时
期。位于四川广汉的三星
堆文化遗址，被称为二十
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
现之一，在多次发掘过程
中，就发现有盘腿打坐的
文物。如今，门外汉看“打
坐”，往往会视同瑜伽的一
种招式。应该说，这两者还
是有区别的。姿势尽管差
不多，法门却不相同：一个
重在“强身”，一个重在“修
心”。这也可以看成是锻炼
身体与修炼心智的区别，
关键在于心法。因此说，
“打坐”不单是宗教行为，
也是延续千年的修心古
法。入定也好，入静也好，
都要闭目养神，澄清杂念，
让内心一片空明。否则，无
论怎么坐、坐多久，都入不
了化境，达不到养心的目
的。所以说，修行先修心，
而后修法。
至于说能不能打通经

脉、练就内功、降服病魔、
延年益寿、开启智慧，甚至
引起神经系统、循环系统、

呼吸系统等方面的益生效
应，还有待科学实验的结
论予以支持，但打坐至少
能起到降低损耗、恢复体
能、涵养心性之目的。正如
南怀瑾所云：“只要腿一
盘，手收拢来结手印，心脏

的工作就减轻了。”
泰国有个少年

足球队，在教练的
带领下外出探险，
不料却被暴雨困在

了溶洞中。救援队的专业潜
水员在被大水封灌的溶洞
中发现他们时，已同外界
失联十天。让人惊奇的是，
在饥饿、寒冷、无助、恐惧交

加的厄难中，这些孩子
都还活着。

潜水员进入洞
中后看到，这些孩子

并没有焦虑与慌乱，而是
在黑暗中打坐习定，保持
体力，平静地等待救援。孩
子们被救出后体检，除了
瘦了一些外，并无大碍。

这一奇迹轰动了世
界，也引发了人们的理性
思考。斯坦福大学一位博
士认为，禅坐或许是孩子
们活下来的关键因素。在
西方，禅坐被称为“Medi－

tation”（即冥想）。“冥想”
不仅能够放松身心，转移
焦虑，而且会相对减缓能
耗。如此看来，“打坐”的效
应并不虚妄，具有一定科
学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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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萱妹夫妇邀请，我们老两口来到
萱妹太湖湖畔东山脚下的公寓房，四个
人在一个屋檐下度过四天美好时光。萱
妹知性脱俗，痴迷茶道酷爱读书笔耕不
辍是她的生活方式。2015年自费考取了
职业茶叶审评师证书，专业化爱茶要花
费很多精力，可以想象蛮拼的。这次近距
离接触，恍然时空穿越，眼前又出现了那
个打小喜欢看书，乖巧灵动漂亮的小妹。

我们每天游玩从喝茶开始，早茶、晚
茶、上午茶、下午茶一天四道茶。清晨随
着一声清脆的叫声“姐、大哥喝茶了”开
始。泡茶时，只见萱妹气定神闲，秀气灵
巧的手翻合着盖碗，一边泡茶，一边介绍
不同茶的性能、泡茶的方法、用水，以及
匹配的茶具等，偶尔夹杂一点小幽默，端
庄优雅，令人好生羡慕。我感慨品茶里的
情趣，欣赏品茶的恬淡闲适，陶醉品茶的人生美好。

萱妹沏茶、赏茶、闻茶、饮茶自有茶道的程序，我
们每天红茶、绿茶（碧螺春、白沙绿茶、西湖龙井）、普洱
等在考虑到养胃、不影响睡眠等因素后，轮换着品。品
茶犹如品人生，知天命年龄的四人探讨人生感悟，闲聊
生活琐事，交流生活心得。茶桌上的美心修德，真的是很
有益的一种和美仪式。喝茶的确能静心、静神，陶冶情
操、去除杂念。我们领略了品赏茶的美感时，感受到萱
妹烹茶饮茶的生活情趣，以茶为媒的生活礼仪，以茶修
身的生活方式。一茶在手，萱妹把最平淡的日子，梳理
成诗意和风景。见贤思齐，回到杭州后我们也附庸风
雅，去南宋御街买了官窑的盖碗和茶杯。

公寓房后边就是东山，我们用一个上午时间登高
望远，沿途赏碧螺春茶园，碧螺春在果树和茶树间种，
茶树就在果树下。萱妹给我们普及碧螺春茶独特的果
香味，我倍感新奇，回来查找资料，结果是：碧螺春产
于太湖洞庭山，独具“形美、色艳、香浓、味醇”四大特
点，外形条索纤细、卷曲、呈螺形，茸毛遍布全身，色泽
银绿。碧螺春的花果香味道，是茶、果间作的结果。茶树
和桃、李、杏、梅、柿、橘、白果、石榴等果木交错种植。茶
树、果树枝丫相连，根脉相通，茶吸果香，花窨茶味，由
于茶叶浸润吸收了花果的香气，采摘制成干茶后，茶水
里也自然而然带着一股花果香，碧螺春的香气在绿茶
中独树一帜。

人生如茶，静心以对。萱妹退休后不断进取，五彩
斑斓，实现着一个又一个梦想。有一首歌名“恋上一
个人，就爱上一座城”。萱妹喜欢碧螺春茶，就在苏州
碧螺春茶园旁买了房子。无独有偶，几年前，萱妹爱上
了海南的白沙绿茶，就在风景如画的白沙买了房。任
性的背后是人生的价值追求，喜爱背后是诗和远方，对
人生真谛的掌控。卓别林 70岁的诗里写道：今天我只
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喜爱和欢喜的事。萱妹的日
子里多是快乐的事和欢喜的事。从茶文化的精神内核
来看，这又何尝不是尊重自然、善待人生呢。

晚年最有价值的事应该是追寻快乐，诗意生活。
如果你觉得每天生活平淡无奇，那就从品茶里寻求诗
意吧。诵读时诗文里讲：变老的时候，不只是黄昏，还
有绚烂的彩虹和缤纷的晚霞。一定要变到所能达到的
最好，舒缓地释放出最后的优美，最后的香和爱意。
2021年来了，请记住，禅意煮茶是人生曼妙的风景！

我和三毛是老友
任溶溶

    张乐平同志是
我的前辈，又是我的
好朋友。倒是三毛，
我从小和他是朋友。

我小时候看漫
画杂志，就爱看三毛。那时候的三毛是个少爷，虽然瘦
骨伶仃，但穿着神气。直到抗战，张乐平让他从军，抗
战结束后又流浪。当时许多人真关心三毛，一早就等
报纸来了，看三毛遭遇如何。好在新中国成立了，三毛
也解放了，过上好日子，和他的爸爸张乐平同志一样。

    明天请
看 《当好带
“货” 的网红
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