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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
从生到死的隐喻。
希腊的斯芬克斯在文艺
复兴时代重新抬头，深受欧
洲装饰艺术青睐，有时还会
被当作法国的斯芬克斯。在
18 世纪初的晚期巴洛克艺
术、
19 世纪浪漫主义与象征
主义艺术运动中最为盛行。
由于斯芬克斯是神秘事物的
守护神，因此共济会以其为
会徽，各分会教堂前皆有斯
芬克斯的华丽雕塑，官方文
件上方也印有其图形。但并
非自创立以来便沿用至今，
而是晚近才开始，
用
来当作装饰，
并不是特殊信念的象征。
缝在木乃伊胸前的护身符，
原型甲虫为什
么总靠右腿推动粪球
古埃及人认为圣甲虫代表昆虫之圣者，
因
此圣甲虫是当时极受欢迎的象征。圣甲虫的
图纹源自凯布利，是太阳神“拉”的面貌之一，
之后圣甲虫便成为重要的护身符，
皇室与亡者
皆有佩戴。今日已成为珠宝设计的常见图案，
较为老派的埃及人认为服用圣甲虫的干燥粉
末，
可以助长男性雄风。
历来考古学家与学者认为，
智慧的埃及人
将观察到的甲虫奇异行为记录下来，
注意到甲
虫无论去哪里，都会边走边滚动一坨动物粪
便，不久之后，便从中孵化出幼虫。由于幼虫
刚孵出便已完全成形，
正如太阳每天都从地平
线那一端升起，
古埃及人认为它们和太阳神一
样，
具有神奇力量。
圣甲虫从古王国时期开始被当成护身符，
赐 人 以 平 安 ，时 间 为 公 元 前 2613— 公 元 前
2160 年。这类护身符多半以宝石雕成，镌刻
成图章款式，
再刻上法老和工匠的名字。佩戴
护身符主要是避免被恶灵盯上，
通常具有公务
或政治上的用途，
但后来也用于墓葬装饰。所
谓“心形圣甲虫”，是以黑色或墨绿色宝石雕
成，如碧玉或颜色浓重的红玛瑙，长度通常介
于4 到12 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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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远见的老赵
老赵的工作解决了，便撺掇着常秀梅
也找个像样的工作，
常秀梅便进入
“伊州市
人民商场”
，
当起了清洁女工。
赵铁柱夫妇的命不错，生了一个非常
漂亮的女儿。从小，赵采苹只要被父母抱
上街，就会有人夸小女孩生得好看。赵采
苹第一天上学，小学校长站在门口迎接新
生，
见到赵采苹不觉一愣：
“呀，
世上怎么会
有这么好看的小姑娘？
”
赵铁柱为人诚实，
技术又好，
人踏实肯
干，因为是临时工，有危机感，工作做得比
许多正式工人都要出色，在电厂赢得了相
当不错的口碑。常秀梅能说会道，勤快干
练，
没两年，
便成为人民商场的保洁组长。
赵铁柱非常有远见，因为自己的临时
工身份，
没法在厂子里享受分房的待遇，
便
跟妻子拿出了全部积蓄，
又东拼西凑，
在伊
州市买了一套二室一厅的单元房。赵采苹
长大后跟父亲开玩笑说：
“老赵啊，就凭你
这个投资眼光，
要是生在北京，
咱家早就成
‘土豪’
了。
”
赵铁柱虽说比不上生在北京的土豪，
但跟自己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哥哥比
起来，
生活强得的确不是一点半点。
赵家哥儿俩，老大赵铁栓从小就因为
生得个儿大，
干活有力气，
被爹妈偏疼。赵
铁柱小时候一直是个屁颠屁颠跟在哥哥铁
栓后头的小跟屁虫。
后来到了该娶媳妇的年纪，赵铁栓看
上了村里的女知青薛柠。当时赵铁栓的爹
妈也是不同意：
“ 人家可是从北京来的闺
女，能瞅得上咱？”但是赵铁栓骨子里有股
执拗劲儿，这股执着劲儿在对待和薛柠有
关的问题上总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薛柠不是没有心上人的，只是后
来不知何故，两个人分道扬镳。赵铁栓便
“乘虚而入”。赵铁栓是个农民，用的也是
农民最朴实的办法，白天在地里帮着薛柠
干活儿，
晚上在家里给薛柠开小灶，
热了帮
打扇，
冷了给添衣。加之薛柠刚失恋，
这个

我成了那个奇怪的中
国小姑娘，当别人午餐带花
生酱和果冻的时候，我却带
了葱油饼。其他的孩子看
见了都会冲着我嚷嚷：
“滚
回中国去！
”
我们家没电视这件事
和父母的文化保守主义有
关，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我
和弟弟会被他们认为是不
道德的美国社会带坏了。
父母不许我们听流行音乐，
说这样的音乐是靡靡之音，
会让我们的身体做出肮脏、下流的动作。我
们也不能去小伙伴家玩耍，因为父母怕他们
的家长会给我们看好莱坞电影。我父母说：
“我们生活在社会里，却不是社会的一部分。”
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你大概能猜到这些事情对我的影响。我
不想身处这个善恶对峙的形而上的世界并成
为其中的一员。我只是想合群，我只是想做
个正常人。我想逃离那孤独到让我无法呼吸
的生活。每天，我都望眼欲穿地看着玻璃窗
外的美国社会，恨不得能抓住那些不属于我
的东西。每天，我上学时都只有一个梦想：求
求你，求求你喜欢我吧！
日常交流对我来说十分困难，因为我的
英语很差，汉语也差。在家的时候，我们说汉
语，但对话的内容都是关于省钱的：我们谈论
着当地的加油站、当天的汽油建议零售价，还
有菜市场西蓝花的价格。我们从来不谈感
情、不谈梦想、不讲故事、不讲关系，也不讲任
何心事。
我是个没有母语的孩子。不论是用英语
还是汉语，我都没有任何渠道能表达自己，连
自言自语的能力都没有。
每天晚上，我上床的时候都有一个梦想：
第二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会发现我过去的
生活是个巨大的错误。我会变得金发碧眼、
肤色白皙，有很多漂亮衣服穿。我去上学，其
他的孩子都会觉得我漂亮。接着，他们会喜
欢我。可是每天，当我真的醒来的时候，我都
会觉得下巴疼。这些压抑已久的情感让我夜
夜磨牙，偶尔甚至会突发癫痫。医生说，这些
都与压力有关。
每次我们传达这个坏消息时，都要让对
方对我们的公司和我们客户的公司有个比此
前更好的印象
作为少数族裔，在一个不尊重自己的主
流文化里长大，最痛苦的部分就是你会开始
痛恨自己身上不合群的部分。我就是这样。
因为对自己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价值感，所

以，我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将自己转变成真正
的美国人的过程中。我认真地观察，仔细地
模仿其他孩子说话和笑的样子，特别是他们
开玩笑的方式。我经历了无数个尴尬的时
刻，站在那里呆若木鸡。晚上，我想起自己白
天说过的蠢话和那些过几个小时之后才想到
的机智评论，满是懊悔。
我不想夸大我童年的艰辛。我的父母夜
以继日地工作，以便给我们提供和其他孩子
比起来绝佳的优势。我们住在一个重点学校
的学区，我们总是不愁吃穿。他们给了我们
一个没有战争、欺凌和毒品的安稳的家，这里
也没有诸多困扰着世界上许多其他孩子的问
题。他们从不在自己身上花钱。他们唯一的
经济目标就是省出足够的钱，让我跟弟弟上
大学。他们这么做，
是因为深爱着我们。
最终，我父母的努力有了收获。今天，我
和弟弟都很开心，
也成了对社会有用的人。
至于我极端封闭的成长环境，就像寓言
中塞翁失马一样，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
伏。正是因为这样的成长环境，我才有了那
种后天的动力去克服与周围人之间沟通的障
碍。正是因为我成长在这样的平行宇宙中，
我才如此努力地去联结这些世界。
我对美国人心理的研究不仅限于研究周
围的孩子。20 世纪 70 年代，虽然还没有互联
网，但是有书，我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有关家庭
以外的世界的一切。每个星期，我们家都会
去一趟公共图书馆。每个星期，我都会借走
图书馆允许借的数量最多的书。在作者的文
字中，我梦想着遥远的土地。
因此，从儿时起，我就开始投入很多时间
学习如何与他人沟通、如何将不同角度的观
点结合在一起。随着我英语水平的提高，对
美国文化的了解加深，那些痛苦的时刻渐渐
少了，而愉快和沟通的时刻则渐渐多了。被
孤立是一种痛苦的感觉，但是这段经历促使
我培养出了同理心。
我学过的关于同理心最好的一课是在我
做猎头的时候：
“语气就是一切。”每次我们为
客户的公司选择 CEO 的时候，我们都要向数
十位我们之前面试过但没有录用的候选人通
知被拒的坏消息。这是件很敏感的事情，因
为我们拒绝的每个人（通常都是男性）都是
CEO 或者可能成为 CEO，这就意味着他可能
是我们未来的客户，是我们不想得罪的候选
人。多数情况下，他都会有很强的自尊心，不
习惯被拒绝的滋味。
我们的目标是，每次我们传达这个坏消
息时，都要让对方对我们的公司和我们客户
的公司有个比此前更好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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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这个时候，充和才动了卖“祖传 款，
少至三月，
多至三十年付清。但每月付
宝贝”的念头：
“我几年前写了一篇陆机的 款时即代付利息。譬如向公司借九千元，
《文赋》，在陈世骧翻译的书中，总算影印 分十一年还，
每月还九十元。
得十分满意，连图章的颜色都不差。我用
在严峻的状况之下，充和同时还进行
明方子鲁墨写的，墨华甚佳。我带来的墨 着另外一种生活：
“1957 年 1 月 29 日，晚，
够我用一辈子。还送了几锭给人，都认为 赵元任家中聚会，伯克利、旧金山两地中
至宝。那时你觉得我贪得无厌，就是十四 国朋友送行，韵卿母女做菜，张充和唱《游
爷送的那一盒礼墨也就是上好的了。现 园》
《思凡》。元任弹唱我的《上山》
《他》
在怎么也买不到。”后来充和谈到刚到美 《也是微云》……”这一天是小年夜，除夕
国时的窘迫，
“ 整个五十年代汉思都没什 前一天。故国旧人，相聚海外，共同迎接
么事做。实在没钱用，我就把这十锭乾隆 春节的到来，而不久后胡适先生即离美返
石 鼓 墨 ，卖 给 了 日 本 人 ，卖 了 一 万 美 元 台。依依惜别，曲声悠悠；乡音不改，欢喜
——一万美元那时候是很多钱哪！好东 惆怅。从加州起头，充和开始了她的昆曲
西卖掉了很伤感情，我为这十锭墨，伤了 行动，似乎那是她的另一种生活的延展，
很久的心呢。
”
她要延续这久违的古音。
有了房子并不代表一劳永逸，除了要
“没有什么能难倒充和”在昆曲方面
支付高额的贷款利息，还要忙着整理房屋 得到了充分体现
日常及维护相关设施。充和到美国已经
1953 年春，充和在加州大学妇女俱
七年了，俨然已成了技术多面手，她总是 乐部午餐会上演出了《思凡》，
“ 小尼姑年
方二八，正青春，被师傅削了头发。每日
很忙。
我们也是忙得透不过气来。……我 里，在佛殿上烧香换水，见几个子弟游戏
再要如此忙下去可真要倒了。但是来此 在山门下。他把眼儿瞧着咱，咱把眼儿觑
七年并无疾病，就只是累。可见累并不是 着他。……”
不利于健康。当放下不操作过度，反而多
曲界自古就有“男怕《夜奔》女怕《思
病。如我再见到你时，可比你们都会做事 凡》”的说法。说的是《夜奔》的武生戏既
了。除了家事外，漆匠、木匠、花匠、自来 讲究唱功又讲究做工，要求表演者边唱边
水匠也都会一点。不然我们两个人的薪 做，且身段十分繁复；
《思凡》的旦角亦是
水还不够付匠人钱呢。说来你们也不会 如此，要求主演一个人在舞台上完成繁复
相信，这里的工人会强，我们邻居是木匠， 的身段，并演绎出复杂多情的意境，唯一
三年前工价是一小时三块五还在闹罢工， 借助的道具只有一根拂尘，对戏份儿的拿
我们那时只有一块二毛五，还怕人家不要 捏掌控甚难。此前表演能出彩的要数梅
我。他们看不起学校的收入，我们才真是 兰芳先生。这是充和的保留曲目，她似乎
被剥削的。他们罢工有工会维持，我们罢 有意向西方妇女及在美国生活的女性展
不了工，
罢了便没饭吃。
示中国传统女性，只不过使用的是古老的
在国内充和对经济几乎不关心，就算 昆曲形式。
是在混乱的战争时期，她因为有着相对稳
只是在美国唱昆曲谈何容易，首先面
定的生活来源，也不用太过于操心衣食住 临的是没有人会吹笛子，无人帮忙梳头做
行，况且她对生活本身要求也不高。但现 头面，以及英文讲演等。
在她必须完全靠自己，
傅汉思斯文单纯，
小
“没有什么能难倒充和”
在昆曲方面得
儿以元尚在学步……面 到了充分体现。充和自己先录好伴奏，到
对重重压力，充和硬着 演出时放录音。因天气原因，中国的笛子
头皮去熟悉一项项她本 到美国后容易破裂，
充和就自制金属笛子，
就头疼的数字。
还特制了“鸳鸯笛”。化装时无人梳大头，
我们两个绝不懂经 她就自己动手做了一种“软大头”临时套
济问题的，可是滚到这 上。自己剪贴片，
用游泳的橡皮帽吊眉。
个资本社会的潮流里，
充和唱曲无意中引来了旧友和知音。
不得不略略计划一点， 1953 年夏，
文学评论家陈世骧在加州奥克
否则一浪打来就一败涂 兰米勒学院讲授中国文化课时，请充和演
地了。这里普通最美国 出了《游园》。那是《牡丹亭》的经典折子，
式的家庭从房子冰箱洗 也是充和的拿手好戏，她的演出和陈世骧
衣机……大大小小以至 的解说相得益彰，
效果大好。
衣服零物都可以分期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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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充和

隐藏在象征符号中的文明密码
斯芬克斯出的谜题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你可能不知道
近东文明自古以狮身人面象征太阳。依
照传统，
历代法老的陵墓中均有以国王面貌为
本的狮身人面像。法老与狮子的关联代表国
王与赛可麦特——太阳神“拉”的女儿——结
合，
她在画像中多以母狮头形象出现。狮身人
面既是太阳的象征，
也与
“日出日落之王”
哈玛
基斯有关，
象征再生与复活。狮身人面和其他
太阳象征一起被放在早期基督教的陵墓里，
代
表神圣的世界之光。大多数学者认为，
吉萨的
巨大狮身人面像大约建造于公元前 2500 年，
其时由古王国时期的海夫拉王执政。另外一
派则认为它代表膜拜太阳神的信仰中心，
建造
于公元前 3000—公元前 2500 年，那时吉萨高
地尚未大规模兴建法老陵寝。
埃及的狮身人面变成了法老的象征——
代表太阳与狮王。动物与法老结合成为超凡
的存在，不但象征陵墓的守护者，而且代表神
圣力量，以及法老统治国家、保护子民的智
慧。后来又变成谜、
真相与完整的象征。吉萨
遗址有根石柱，据说上面的碑文刻于公元前
1400 年图特摩斯四世时期，列出了太阳神
“拉”
的三种面貌，
亦即凯布利、
拉和阿托姆，
古
埃及人后期膜拜的便是这位面貌多变的太阳
神。希腊的斯芬克斯以狮身女人头的神话怪
兽为原型，
背上也有一对老鹰翅膀。根据俄狄
浦斯的神话，
斯芬克斯坐在希腊底比斯城城门
上方的悬崖上，
经过的旅人必须解出他所问的
谜题，才能进城。要是答错了，就会被斯芬克
斯掐死、
吃掉。谜面是：
“哪一种动物早上有四
只脚，中午有两只脚，晚上又变成三只脚？”俄
狄浦斯解开了谜底，回答道：
“是人，婴儿用双
手双脚爬，长大后以两只脚行走，老了就拄拐
杖走路。
”
听到俄狄浦斯说出正确答案，
斯芬克
斯便从高处岩石上跳下来摔死了。有些版本
说有第二道谜题：
“世上有两个姊妹，
姐姐生下
妹妹，
而妹妹又生下姐姐。这两姊妹是谁？
”
答
案是
“日与夜”
，
因为这两个字在希腊文里都是
阴性。自从希腊时代以来，斯芬克斯变成谜、

时候的女孩最容易被打动，
久而久之，
薛柠
的芳心便彻底被赵铁栓俘获了。
但是，很多时候赵铁栓的执着也给他
带来了不少困扰。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赵
铁柱要拉着哥哥跟自己一同进城打工，却
被赵铁栓拒绝了：
“咱是个农民，就该老老
实实种地。
”
可令赵铁栓没想到的是，自己不肯迈
出家门，薛柠的老情人虞曙昇却找上了
门。两个人说清了误会之后，随之而来的
就是旧情复燃，
薛柠坚持要跟赵铁栓离婚，
随虞曙昇回北京。这下赵铁栓可急坏了。
赵铁栓知道，
自己没啥本事，
这辈子最
大的成就就是娶了薛柠这么一个大城市来
的漂亮媳妇，
可是如今，
连这份成就也要被
剥夺。这让赵铁栓感到十分愤怒，无法接
受。
赵铁栓想尽了一切办法来挽留薛柠，
都无法令薛柠回心转意。绝望之下，赵铁
栓气得一病不起，
后来被诊断为肝癌。
这下薛柠终于走不了了。但是老赵家
的生活也被毁了。赵铁栓得病的那几年，
赵铁柱打工挣来的钱有一多半都用来支付
了哥哥的医药费。
那段时间，铁柱痛苦，薛柠痛苦，铁栓
本人更是承受着巨大的病痛。终于，赵铁
栓不用再在人世间受罪了，
临终前，
他还没
有忘记虞曙昇的夺妻之恨，并将这种仇恨
散播到了老赵家每个人
的心中。
赵铁栓去世后，薛柠
还是回到了北京，嫁给了
虞曙昇。
赵采苹从小就时常
听父亲念叨：
“北京有啥好
的？比咱东北差远了。干
啥非得回去？”不知为何，
赵采苹从这抱怨中听出
了一丝向往的味道。
(2)
下期关注：赵采苹的早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