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硖石，因为是诗人徐志摩的故乡，因

而也被蒙上了一层浪漫而神秘的色彩。

1897年 1月 15日，徐志摩出生在具有

400多年历史的徐氏祖屋“徐慎思堂”，

他的祖上是商业世家，以经营酒酱业起

家，到他父亲徐申如一代已发展为多种

产业，有传承百年的徐裕丰酱园，又有

他“实业救国”的新兴产业裕通钱庄、人

和绸布号、硖石电灯公司、硖石捷力电

话公司、双山丝厂等，而最为硖石人所

称道的是徐申如曾在担任沪杭铁路浙

路公司董事时设法使铁路改道硖石，横

贯海宁，为海宁的现代化进程发挥了巨

大的促进作用。徐申如虽然富甲一方，

但极为热心公益事业，曾长期担任硖石

商会会长，创办硖石商团，兴办公共消

防，创办贫民习艺所，为家乡的旱灾积

极奔走募捐筹款，甚至海宁县政府的大

事小情有时都会请他来协商解决。胡

适曾与他数次见面并通信，在日记中称

他为“硖石皇帝”。徐志摩为家中独子，

本名徐章垿。“志摩”是他在上海沪江大

学读书时自取的号，或者笔名。

徐志摩以新诗著名，一般的印象他

是一个很洋派的人，其实他的少年时期

可说是清朝人，接受了非常传统的私塾

教育，可以写很好的桐城派古文和辞

赋，被硖石人誉为老师张仲梧先生的古

文高足第一。他就读的硖石开智小学

原位于西山下的白居易祠内。硖石的

地名源于两山夹一水的地形地貌，相传

秦始皇南巡时途径硖石，手下的方士观

察到硖石镇中的这座山有“王气”，怕影

响到大秦的国运，便派10万囚徒开山

凿河以泄“王气”，从此两山对峙，一河

中通，形成了千古以来的硖石镇格局。

在南宋迁都杭州以前，江南还被视为蛮

荒之地，是许多中原难民和被贬官员被

迫迁徙的地方。硖石的西山雅称紫微

山，相传是因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来访

而命名的，后人在西山下建白居易祠

以为纪念，清末在祠内改建开智小

学。硖石的东山，原名审山或食其山，

相传西汉功臣审食其葬在山中而得

名。洛塘河从市中心流过，千百年来

硖石人便在这依山傍水的小镇上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过着从容而平静的生

活。我想，假如不是徐志摩，估计很少

有人会把目光投注到这座平常的小镇

上来。徐志摩的诗思也应该是在这江

南的山水之间陶冶而启发的吧，徐志摩

曾写信给张幼仪说：“从此我想隐居起

来，硖石至少有蟹和红叶，足以助诗兴，

更不慕人间矣！”

在徐志摩的眼中家乡犹如仙境，在

他的心中挥之不去。1926年他发表了

著名的散文《想飞》，即是少年时硖石东

山的景色在他记忆里发酵的杰作，鼓动

了他飞出家乡、飞向世界、飞向天空的

梦想。他在《想飞》里描述道：“我们镇

上东关厢外有一座黄泥山，山顶上有一

座七层的塔，塔尖顶着天。塔院里常常

打钟，钟声响动时，那在太阳西晒的时

候多，一枝艳艳的大红花贴在西山的鬓

边回照着塔山上的云彩——钟声响动

时，绕着塔顶尖，摩着塔顶天，穿着塔顶

云，有一只两只、有时三只四只、有时五

只六只蜷着爪往地面瞧的‘饿老鹰’，撑

开了它们灰苍苍的大翅膀没挂恋似的

在盘旋，在半空中浮着，在晚风中泅着，

仿佛是按着塔院钟的波荡来练习圆舞

似的。那是我做孩子时的‘大鹏’。有

时好天抬头不见一瓣云的时候听着豹

猇忧忧的叫响，我们就知道那是宝塔上

的饿老鹰寻食吃来了，这一想象半天里

秃顶圆睛的英雄，我们背上的小翅膀骨

上就仿佛豁出了一锉锉铁刷似的羽毛，

摇起来呼呼响的，只一摆就冲出了书房

门，钻入了玳瑁镶边的白云里玩儿去，

谁耐烦站在先生书桌前晃着身子背早

上学的多难背的书！啊，飞！不是那在

树枝上矮矮的跳着的麻雀儿的飞；不是

那凑天黑从堂匾后背冲出来赶蚊子吃

的蝙蝠的飞；也不是那软尾巴软嗓子做

窠在堂檐上的燕子的飞。要飞就得满

天飞，风拦不住云挡不住的飞，一翅膀

就跳过一座山头，影子下来遮得阴二十

亩稻田的飞，到天晚飞倦了就来绕着那

塔顶尖顺着风向打圆圈做梦……”除此

之外，最让徐志摩流连忘返的是硖石山

间的清风明月，古寺清泉。在干河街的

新居修好以前，他从外地回家很喜欢住

在西山上的古庙或东山下的一座名为

“三不朽”的祠堂里，甚至和山上的乞丐

交上了朋友，给他们送酒送衣服和吃的

东西，和他们聊天。但镇子上有名望的

乡绅和前清遗老想和他这位留过洋的

大学教授见面座谈却不那么容易，他宁

愿看羊吃草，狗打架，也不和那些体面

人说些无聊应付的话。他还曾经以东

山为背景写过三首诗，如《东山小曲》

《盖上几张油纸》《一条金色的光痕》。

《东山小曲》是描写他在东山下的三不

朽祠独居时游山所看到的景色和放羊

娃、乞丐、游客各色人等。《盖上几张油

纸》则描写冬天里一位刚刚丧子的青

年妇人到东山上悼念幼子的悲戚之

情。《一条金色的光痕》以东山南麓横

头街上一位贫苦的老妇人为了帮助埋

葬邻居，来向志摩的母亲请求帮助时

的对话为内容，三首诗既表达了对穷

苦百姓的同情，又是对黑暗社会的控

诉。《东山小曲》和《一条金色的光痕》基

本以硖石方言入诗，显得既活泼可爱又

真实而深刻。

留学归来，徐志摩的朋友圈更广

了。 他便不失时机地向国内外的朋友

们宣传推介家乡，其中以邀请胡适、陶

行知等社会名流到海宁观潮，和邀请印

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到硖石与学生及群

众见面两次活动最为著名。海宁潮天

下闻名，尤其是每年中秋节前后的观潮

节是海宁民间独有的一次盛会，及外地

游客到海宁游览的高潮。

徐志摩留学美国期间即与胡适相

识，回国后又一同在北京的文化圈中时

常往来。1923年的9月 28日，正值农

历八月十八，徐志摩便提前邀请了胡

适、陶行知、汪精卫、马君武、任鸿隽、陈

衡哲、朱经农和一位国外的史学家爱勒

略小姐，胡适的友人曹佩声等来海宁观

潮。胡适后在当天日记中记载了这次

观潮经历：“今天为八月十八，潮水最

盛。我和娟约了知行同去斜桥，赴志摩

观潮之约。早车到斜桥，我们先上了志

摩定好的船。上海专车到时，志摩同了

精卫、君武、叔永、莎菲、经农和一位潘

萨大学史学家Misss Ellery（爱勒略小

姐）一齐来。我们在船上大谈。”徐志摩

还在他的日记里记录了他们当天在船

上所吃的海宁船菜：“大家集在一只船里

用餐，十个人挤在小舱里，满满的臂膀都

掉不过来。饭菜是大白肉、粉皮包头鱼、

豆腐小白菜、芋艿，大家吃的很快活。”徐

志摩本来还想留客人们在海宁过夜，听

钱塘江的夜潮，第二天看硖石东山下俞

家桥畔的红叶，品尝硖石锦霞馆的名小

吃红烧羊肉面。但这些学界政界的名

流都是大忙人，观潮完毕就各自分头回

去了。徐志摩则被胡适拉到了杭州去

游西湖。1926年前后，胡适为了撮合徐

志摩与陆小曼的婚事，曾应邀亲自到硖

石和徐志摩的父亲徐申如当面沟通，父

子二人陪同胡适在硖石游览，当他们

在西山下的宜园茶馆喝茶时，胡适曾送

给茶馆一副对联：“一件东倒西歪屋，几

个稀奇古怪人。”这件事至今仍为硖石

人津津乐道。

1923年由梁启超、蔡元培主持的讲

学社向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

者泰戈尔发出邀请，希望他能来中国访

问并讲学，并安排时任北京松坡图书馆

英文干事的徐志摩负责联络接洽和中

方翻译。几经周折，1924年4月12日，

泰戈尔一行终于在上海登陆，开始了在

中国的正式访问。由于事先他们已多

次通信，加之在上海的几次讲演活动均

由徐志摩担任翻译，泰戈尔与徐志摩之

间很快熟悉并成为朋友。于是，在趁泰

戈尔前往杭州访问期间，徐志摩向老诗

人提出了请他在自己的家乡硖石站与

乡亲们见面的请求，泰戈尔愉快地答应

了。在得到消息的第一时刻，徐志摩打

电话给担任硖石商会会长的父亲徐申

如和硖石教育会会长金修常，通知他们

组织群众和学生到位于西山下的硖石

火车站欢迎这位世界级文学家。4月

17日上午泰戈尔乘坐的火车在硖石站

停靠，老诗人在车上临窗向欢迎人群致

意。徐志摩的父亲代表硖石百姓上车

向泰戈尔献茶及特产，当时的上海《申

报》以“泰戈尔过硖石之盛况”为标题报

道了此事。在北京访问期间，泰戈尔给

徐志摩取了一个印度语的名字“素思

玛”，回国后为了纪念他与徐志摩的友

谊还曾专门建了一个“素思玛”茶室，徐

志摩父亲向泰戈尔敬茶印有“西山公

园”字样的茶壶也被印度人作为珍贵的

礼物在公园里收藏展出。1928年徐志

摩绕道欧洲希望与泰戈尔会面，但泰戈

尔因身体原因提前回国，徐志摩又追到

印度终于见到这位阔别多年的老朋

友。1929年泰戈尔在访问美国时专程

绕道中国，并在上海徐志摩的家中住过

几天。徐志摩与泰戈尔的友谊也成为

中印文化交流永远流传的佳话。

1926年秋，徐志摩与陆小曼在北京

结婚后，即按与父亲的约定准备回硖石

居住，他们先在上海借住了一段时间。

虽然他的父亲不大情愿这桩婚事，但为

了惟一的儿子开心和自己家族的面子，

还是为他们准备了一套与众不同的中

西合璧式小洋楼作为他们的婚房，即现

在硖石干河街的徐志摩故居。徐志摩

夫妇住二楼东面一间，书房被徐志摩命

名为“眉轩”，因为陆小曼又名陆眉。如

果说《爱眉小札》是二人恋爱时的窃窃

私语和求之不得辗转反侧，《眉轩日记》

则记载了他们新婚时的甜蜜。新房的

室内装修甚至是徐志摩亲自设计，有些

材料也是他亲自到上海去选购的。7

月，他回家时在给陆小曼的信中报告

说：“新屋更须月余方可落成，已决定安

置冷热水管。楼上下房共二十余间，有

浴室二。我等已派定东屋，背连浴室，

甚符理想。新屋共安电灯八十六，电料

我自去选定，尚不太坏，但系暗线，又已

装妥，将来添置不知方便否？眉眉爱

光，新床左右，犹不可无点缀。此屋尚

费商量，因旧屋前进正挡前门，今想一

律拆去，门前五开间，一律作草地，杂种

花木，方可像样，惜我爱卿不在，否则即

可相携着手布置矣，岂不妙哉。楼后有

屋顶楼台，远瞰东西山景，颇为不恶。

不料转辗结果，我父乃为我眉营此香

巢；无此故无以寓娇燕，言念不禁莞

尔。”直至当年11月二人才入住新居，郎

才女貌，红袖添香夜读书，引起许多人

的羡慕。然而，好景不长，才住月余江

浙地区军阀混战逼近硖石，他们只有前

往上海避难。陆小曼从此则很少再回

到硖石，选择定居上海。徐志摩随后的

岁月经常是南北奔波教书谋生，但抽空

总会回硖石小住。

徐志摩既有欧美留学生身上浪漫

自由的洋作派，又有中国传统文人雅士

的风骨与风度，喜欢呼朋唤友，畅谈文

艺与新思想，新月社即是在他的积极联

络筹备下成立的中国式“文化沙龙”。

即使隐居乡间，他也时常以书信和外界

沟通，或外出访友，邀请老朋友到家中

小聚。徐志摩不单有文学界的朋友，戏

剧、美术、政界、商界也不乏知己。也因

为徐志摩，硖石得以随着他的书信为国

内外友人所知。徐志摩曾写信给画家

刘海粟说硖石，“新居有楼，小霞可望，

早晚清静，正好工作”，“兄如居沪不怡，

何妨经行来硖，新庐尽可下榻。饭米稍

粗，然后圃有蔬，汲井得水，听雨看山，

便过一日。尘世喧嚣，无由相逼。”他甚

至在自家的后花园中开荒种地，他在日

记中写道：“此去乡下，我想找点事做。

我家后面那园，现在糟的不堪，我想去收

拾它，好在有老高和家麟帮忙，每天至少

花它至少两个钟头，不是自己动手就是

督饬他们弄干净那块地，爱种什么就种

什么，明年春天可以看到自己种的花，明

年秋天可以吃到自己手植的果，那不有

意思？”这样的想法和行为和他留洋五

年，曾任北大教授、晨报副刊主编的身份

极难吻合，分明是一个中国古代的隐士。

硖石的一切都好像让他看不够，让

他流连忘返，文思泉涌，诗思绵绵。在

他的笔下，东西山之间的塔影河，东山

上的问松亭，山下的清水潭似的蓄荷

池，横头街外的景转桥，林间错落的怪

石，冷清的古庙，宁静的桥影，长着青苔

的石栏，水中螺钿似的波纹，远村塔庙

的钟声，河岸边漂泊的孤舟，春天飘飘

的柳丝，斗斗的榆钱，夏天月下的杜鹃，

秋天金黄色的树林，冬天雪花的快乐，

或者竹篱边的鸡鸣犬吠，晓风里的白头

乳鸽，鸳鸯悠游的池塘，走在草地上小

尾巴甩得滴溜溜的花牛，山坡上吃草的

老山羊、小山羊，草丛里的蚱蜢，树上叫

着跳着好看的鸟儿。除此之外，他眼中

所看到的各色人等也像《清明上河图》

一样在他的笔下栩栩如生，汇成一幅流

动的长卷，其中有挑着菜担子的乡下

人，青布包头的妇人，背着篓子上山拾

柴的少年，戴着黑布风帽的和尚，头戴

方巾的道士，在山间捉迷藏、玩虎跳的

小孩子，东岳庙戏台下的乞丐，娱园的

女戏班子，乡下的迎神的庙会等等，在

他看来无不稀奇而有意思。最让他难

忘的还有硖石人称之为“雪团”的甜瓜，

潘园的李子，东山钵盂峰下菱塘里鲜甜

的红菱，宜园茶馆里的茶点，锦霞馆的

羊肉面等家乡的特产小吃。

虽然常年在北京、上海等地生活，

或奔波于国外，每逢过年过节，父母生

日，亲族的婚丧嫁娶只要能抽出身来，

徐志摩一定会赶回硖石。他为人热情

和没有架子是出了名的，他既可以出入

名流政客的府邸，在各大学校园中上课

演讲，与国际友人谈笑风生，也可以和

乡下的村姑拉呱，和田间农夫、拉车的、

店伙计等闲聊，所以有人说“志摩是人

人的朋友”。

1931年，徐志摩从年初到11月19

日在济南上空乘机遇难，他先后在北京

和上海之间来回奔波了十余次，母亲的

生病和去世最令他揪心，妻子陆小曼身

体欠佳又不愿随他到北京生活，也让他

无奈而苦恼。11月中旬，当他赶回上海

时，见陆小曼积习难改，每日里只是抽

烟玩乐，而家中的经济又日渐困窘，二

人爆发了很激烈的争吵。在决定飞回

北京的前几日他遍访在上海的朋友后，

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硖石的家中，然后

坐火车到南京，准备乘机飞回北京……

“同时天上那一点子黑已经迫近在我的

头顶，形成了一架鸟形的机器，忽的机

沿一侧，一球光直往下注，砰的一声炸

响——炸碎了我在飞行中的幻想，青天

里平添了几堆破碎的浮云。”徐志摩的

死实现了他在散文《想飞》中的预言，真

是令人惊叹又让人费解。

1932年春，徐志摩魂归故里，他的

父亲听从志摩好友、后任中央图书馆馆

长、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的建

议，在硖石东山万石窝为儿子建造了一

座用坚实的石条砌成的与众不同的陵

墓，从此东山上又多了一处新的人文景

观，每年都有来自各地的志摩生前好友

及诗歌爱好者来此凭吊追怀这位中国

新诗发展史上具有开拓精神和独特诗

风的新诗人。

1966年秋，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

蔓延至硖石，同时也打破了东山万石窝

的宁静，徐志摩墓被红卫兵的榔头和炸

药夷为平地，诗人的残碑直到上世纪80

年代初才被找到，然而墓的原址已被县

化肥厂侵占，经文化界的有识之士多方

呼吁，1983年清明徐志摩新墓在硖石西

山建成，与早逝的幼子彼得相依相伴。

诗人再次在故乡“复活”，鲜花和诗歌又

回到了诗人的墓前……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西天的云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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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8月22日 济南 津浦火车站

志摩君，这一年的夏天，你中学毕业，考入北

京大学预科。

你的父亲因在上海劳累过度，得了感冒，并

且腹泻胃疼，但身体不适的父亲徐申如依然坚持

送你赴京。

22日三时，你和父亲乘坐的火车抵达济南，

当你看到那座哥特式建筑风格的火车站时，你为

它那具有巴洛克建筑风格的圆柱形钟表楼的宏

伟壮丽惊住了。

这次是路过，你和父亲还要急着赶往北京，

所以，只是在车站周围逛了逛，你心想，有机会一

定再来一趟，走在“湖光山色与水清”的画面里

一定是件很惬意的事情。

“家家泉水，户户垂杨。”

这座被一片澄碧的水色滋润的北方古城，到

底潜流着多少清冽的水味呢？

1923年7月 济南
志摩君，其实，济南这个被泉水滋润的北方

古城，你是早就熟知的，尤其是“济南潇洒似江

南”这千古佳句，更是萦绕在你的脑海多年。

你是应你的好友王统照之约，和瞿菊农等人

一起来济南的。

那天晚上9点多，你的兴致依然很浓，问王

统照：听说济南有一道特色的名菜叫“黄河鲤

鱼”，我们不妨品尝一番？王统照欣然答应。其间，

你得知，黄河鲤，自古就有“岂其食鱼，必河之

鲤”、“洛鲤伊鲂，贵如牛羊”之说，向为食之上品。

那晚的“黄河鲤鱼”让你真正品尝到了黄河鲤鱼

肉质细嫩的鲜美，不由得感叹，这可是难得的美

味。但王统照觉得那带泥土腥味的鲤鱼不怎么好

吃，也许是你不常吃的缘故，竟啧啧赞口道：大

约是时候久了，若鲜的时候一定还可口！

用过晚餐后，已是晚上10点多，王统照提议

到大明湖乘船赏月，欣赏一下大明湖的夜色。

你的眼睛一亮，兴致又添。

经过半小时路程，你们到了鹊华桥。

还记得吗？志摩君，鹊华桥是一座不甚高的

小石桥，横跨在百花洲与大明湖的接口处，如果

是白天，登在桥顶上，向北遥望而去，就会看到远

远的鹊山和华不注山。

堤边的芦苇，已探出了雪白的须缨。

湖边的蒲草，在晚风里摇晃着，散发出浓郁

的香气。

那晚的月亮格外的清明。你和王统照坐的小

船驶入芦苇荷盖丛中，寂静的湖面上，泼洒着清

凉的月光。间或，有一两声悠扬的笛声从湖畔的

楼上隐约传过来，然后，轻妙地滑过湖面上的水

波。偶尔，有阵阵荷花的幽香和蒲草清爽的气息

拂面而来，虚幻间，恍若隔世般美妙。你卧在船

头，仰看着悬在中天的那一轮圆月，兀自陶醉着，

遐思着……

月光下，长长的柳丝在夜风中左右摇摆，像

极了女孩子额前不安分的流海，在夜幕下，这流

海不时将湖内的波影剪成支离破碎的好几段，断

续的波光到岸边就变成了小小的波浪，轻轻地拍

在湖岸，发出一声声的叹息。

斯时，你是否想起了李清照的那首《如梦

令》：

常记溪亭日暮，

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

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

惊起一滩鸥鹭。

1924年4月22日 春天 济南
清晨，济南津浦铁路火车站。

站台上，前来迎接泰戈尔的有山东省教育厅

官员、济南各校校长、各界社会名流、文化教育人

士和佛教协会的僧侣代表以及闻讯慕名而来的

男女学生，多达200余人。

7点40分左右，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南京至

济南的普通快车徐徐开进站台。这列快车挂有两

节戴花包厢。待车停稳后，泰戈尔一行人在王统

照和王祝晨两位先生的陪同下走出包厢。

身穿白素长褂，外罩棕红色拖地长衣的泰戈

尔出现在包厢门口。只见他留着半尺多长有些曲

卷的白胡须，银白长发披肩，头戴一顶布帽。

接着，欢迎的人群忽然发现在泰戈尔一行中

还有你和林徽因。随即，青年学生们顿然欢呼起

来，场面热烈火爆，几近失控。

在众多人簇拥下好不容易地出了火车站，你

突然发现，笑盈盈地走着的泰戈尔先生突然收住

了脚步，脸色低沉着，嘴唇在抖动，小声在喊

“NO、NO、NO”，你见此，快步走到泰戈尔身边，

向前面看去，只见在站台前面一字摆开的是一律

蓝坎上衣、白色衣裤拉着车子的人力车夫，你赶

紧拉着王祝晨先生说：“在上海也是碰到这情况，

泰戈尔先生最怕看见人力车夫，赶快叫他们走。”

你知道，泰戈尔先生极力反对这种人坐在上面别

人拉他，他认为这是让人驼着他，这是残酷的、没

有人道观念。

王祝晨校长急速把人力车调走，但临时又无

他法，只好请你们步行半里地，暂时安排在了位

于经一路纬二路路口处的石泰岩饭店。（注：石泰

岩饭店，是由德国人司泰因（Schidain）在济南开

办的首家西餐馆，于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

之前开业，该饭店位于济南火车站南侧经一纬二

路口，有前后两个院，前院是二层楼房，后院是平

房。饭店并非单纯的西餐馆，而是同时经营餐饮

与住宿。餐饮价格适中，而住宿价格却要比一般

旅馆高出许多，其原因是设施较好且无军警查夜

等烦扰。胡适、泰戈尔、徐志摩、林徽因、柳亚子等

人曾在此下榻。）

晚间，省长熊炳琦、教育厅长谢学霖、齐大校

长巴慕德，济南文化界名流王墨仙、鞠思敏、于明

信、刘冠三等人以及佛教界人士又纷纷前来石泰

岩饭店登门拜望你们。

志摩君，你还记得第二天的济南报纸上那醒

目的新闻大标题吗？

“东方诗神偕同金童玉女抵济！”

“世界著名长髯诗翁泰戈尔先生与长袍面瘦

诗人徐志摩和艳如花的林徽音（注：林徽音即林

徽因。林徽因最初在《新月》发表诗作就署名林徽

音，在《学文》发表小说《九十九度中》仍署名林徽

音，只是当时“海派”男作家林微音的姓名中有两

个字与她相同，读者经常误作同一人，1935年以

后，她发表作品才改署“林徽因”，以免与林微音

混淆。）小姐如同松竹梅一幅动人的画卷……”

志摩君，此次来济，你行色匆匆，没有闲暇时

间仔细地游览济南，实为遗憾。

其间，你和林徽因烘云托月般陪伴在泰戈尔

左右，形影不离。

其间，你跟随泰戈尔三次公开演讲，登台

翻译。

其间，你和王统照、于道泉等人一起，在山东

议会大厦聆听并翻译了泰戈尔演讲的《中印文化

之交流》。

其间，你陪同泰戈尔参观了齐鲁大学。

其间，你和林徽因陪同泰戈尔参加了济南各

校校长在铁路宾馆的宴请。

其间，你陪同泰戈尔应济南第一师范学校校

长王祝晨的邀请，到济南第一师范学校大礼堂参

加了“山东省市各界欢迎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先生

大会”，并作了题为《一个文学革命家的供状》的

演讲，在演讲开始之前，你先给大家介绍了泰戈

尔及此次来华访问的一些情况，随后又为泰戈尔

的演讲作了翻译。你诗一般的翻译语言为泰戈尔

的演讲增辉生色不少，使听众听得如痴如醉。演

讲持续至黄昏时分才结束，在泰戈尔一行离开师

范学校之前，你还应大家的要求朗诵了你先前写

给林徽因的一首诗《你走》。

其间，陪着泰戈尔走马观花般浏览了济南泉水。

其间，你告诉王统照，说有时间一定会再晤

济南。

志摩君，我知道你对济南甚是喜欢的，这座

江北的泉水之都，在你的心目中，不亚于江南的

苏杭之美。

此后，你的足迹再没有踏上过济南，但你并

没有和济南断了联系。当担任过山东大学校长的

赵太侔，在1929年被任命为山东省立实验剧院

院长时，赵太侔曾聘请你和洪深、梁实秋等人一

起任通讯导师，剧院就设在济南，你闻知后，非常

高兴地接受了聘请。

志摩君，你的思绪回到了现实，当你将目光

投到机窗外起伏的山峦，眼前，突然逼近了一座

山峰。

“贯一，”你指着那山峰问道，“这座形状奇美

的山叫什么名字？”

王贯一朝窗外看了看，“这是开山，当地人叫

它白马山，离济南城二十五里，附近有个党家庄

车站。”

你看着云雾里的山峰，云雾缭绕怀间，扑朔

迷离。

就在这时，忽然一阵大风吹过来一大片密集

的云雾，雹子大的雨点猛然扑向飞机，机身剧烈

地颠簸起来。

梁璧堂连忙减速。

雾愈来愈浓，周围一片漆黑。

阴森。凄惨。恐怖。

浓雾迷漫，好像一个巨大的纱罩，把机身团

团裹住，粘住。霎时间，难辨东西南北。

此时，油箱开始漏油。

但机内的人没一个人觉察到。

梁璧堂感觉眼前一片模糊，难以辨认航线，

按照以往飞行的经验，他知道附近有一条铁路

线，如果能看见铁道，就能继续飞行，于是，他将

操纵杆往下一压，降低飞行高度，想寻找那条大

雾中的津浦铁路。

当王贯一感觉眼前有一团黑乎乎的庞然大

物即将迎面扑过来时，赶忙站起身来，扑向驾驶

座，伸手将梁璧堂手中的操纵杆往上一抬，飞机

猛地升起来，就在他准备继续将操纵杆往上一抬

时，他感到那庞然大物在半空张开了魔爪，狰狞

的面孔扭曲着，黑色的翅膀压下来，朝着机上三

个年轻的生命喷出了浓烈的火舌……

霎时间，就见“济南号”像一颗带火的彗星，

冲着开山山顶撞上去，“砰”的一声炸响，然后，机

身打着滚，坠落向半山腰。

机身爆炸、分裂，带着火星的碎片放射性地

弹向半空。

斯时，天空没有一朵云彩。

志摩君，都说是你带走了整片天空的云彩。

惟一没有带走的，是你轻轻挥手作别之后，

留下的那片烧焦的云彩……

你的名字写在了一团火焰里。

泰戈尔访华时由徐志摩全程担任翻译（左为林徽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