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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家流沙河：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

缅怀一个诗人最好的方式，

就是读他的诗。

今天，就让我们再读读先生的诗，

在他的作品里，走一走吧。

“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作为诗人的流沙河

1931年 11月 11日，流沙河生在成都，1935

年迁回城厢镇槐树街老家。4岁开始研习古文，做

文言文。1947年春，他考入省立成都中学高中部。

和当时大多数热爱文艺的青年一样，他的兴趣迅

速转向了新文学。

1949年，他以最高分考入四川大学农化系，

才刚刚入学半年的他也再按捺不住自己的热情，

转而弃学以追逐自己的作家梦。

1950年，他出任《川西农民报》副刊编辑。此

后又调入四川省文联，任创作员、《四川群众》编

辑。1957年 1月 1日，他提议并参与创办的《星

星》诗刊正式建立，这是新中国第一个官办诗刊。

《星星》面市，一度好评如潮。

值得一提的是，流沙河的好友、最为读者熟

知的另一位诗人，余光中，就是在 1982年 3月的

《星星》上正式与读者见面的，流沙河是第一个把

他的诗作介绍到大陆来的人。

1982年，余光中给流沙河中信中说：“在海

外，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

听到的那只。”四年后，余光中写的《蟋蟀吟》中两

行：“就是童年逃逸的那一只吗？一去四十年，又

回头来叫我？”信上的那句话触动了流沙河灵感，

他写了《就是那一只蟋蟀》作答。

1996年，从四川省作协退休后，流沙河过着

深居简出的生活，每日读书、写字。2009年开始，

流沙河在成都市图书馆开始固定讲座，讲宋词、

论诗经、说文解字。

2019年 9月 20日，流沙河与马识途、王火、

王尔碑、木斧、方赫、白航、刘令蒙（杜谷）、李致等

9名从事文学创作 70年的四川作家，荣获了中国

作协颁发的“从事文学创作 70年荣誉证书”。

2019年 11月 23日，著名文化学者、诗人、作

家流沙河在成都因病去世，享年 88岁。

成都是他永远的家

除了有两次因客观原因离开成都几年时间，

流沙河人生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成都。因此流

沙河也自称“货真价值的成都人”，“我生在成都；

读高中，上大学，都在成都；1949年 12月随同学

们欢呼解放军入城，在成都；参加工作也是在成

都。今已退休，仍在成都。”

1956年，时年 25岁的流沙河前往北京，成为

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第三期学员。在学期

结束后，流沙河得到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但他

毫不犹疑就拒绝，选择回到成都工作、生活。60年

多过去了，提及此事，他从没后悔过。他觉得自己

的选择，“很自然，北京再好，不是我的家乡。成都

是我出生、少年成长的地方。在每个人生命开始

的地方，记忆总是最深刻。”

“我在望江楼下面游过泳，在猛追湾里游过

泳，在南门大河里游过泳，终身难忘。而且，成都

不光是我生长的地方，还是我上一辈、很多辈生

活的地方。我对这里有特殊感情。成都的历史、文

化，关于成都的传统诗词，都是我喜欢成都的理

由。”

本是流沙误成河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他读中学的时候就在报

纸上发文章、发诗歌，最初的笔名是“流沙”，取自

《尚书·禹贡》：“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

教讫于四海。”

1950年，流沙河翻阅抗日战争时期的刊物，

发现 40年代就有一个写诗的人叫“流沙”，人家

是前辈，自己再用这个名字不合适，当时也没怎

么考虑，就加了一个“河”字当笔名。

很多人以为笔名是从《西游记》来的呢！流沙

河回答：“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读过《西游记》，如果

读过，绝对不会取这个名字———那河里头尽是妖

怪，太吓人了！”

在工作单位《川西农民报》（即今天的四川农

村日报），流沙河用的是本名，但领导和同事只记

他的笔名，工作证、记者证上，人家都给他填“流

沙河”，反而把“余勋坦”搞成了“原名”“曾用名”。

当时他也没有重视，一年后觉得不对，要求改，上

面说你的证件、档案都是这个名字，改不动了。

1952年底，流沙河从报社到了四川省文联，

又去要求新领导改，领导说：算了算了，不要改

了。他自己也就没有坚持。1954年，《人民日报》发

了一篇文章《坚决和流沙河做斗争》，他大惊，仔

细一看，原来是河北省有一条河叫流沙河，经常

泛滥，正在治理。这使他觉得这个名字很可怕，但

是已经改不回来了。

流沙河说：“这一辈子，就弄得这样糊里糊涂

的。连一些跟我很熟的人，居然都不知道我该叫

余勋坦。身份证上也写的是流沙河。这件事情是

我终生的遗憾，尤其是不胜烦恼，因为别人总要

问，你咋个取个这个名字呢？我就不好意思解释。

恐怕只有死了以后，到阎王爷那里去重新交代，

免得阴间的祖先不认我是后人！”

我只有一个身份“成都文化人”

他厌恶一些常人眼中的尊称。“我很厌恶‘著

名诗人’这种称呼，中国作协并没有列出某人是

著名诗人。我从来没有说我是著名诗人。又没有

民主投票，又没有做统计，你咋个晓得你著名？那

能算数？”

“你想，当一个诗人是多么困难，古往今来，

那么多写诗写得好的，都没得到过诗人的称呼，

连杜甫都没有当成，草堂叫杜工部草堂，他是工

部员外郎。你去看一看李太白传记上面的身份，

翰林院供奉。陶渊明是什么？隐士。鲁迅先生旧

体诗写得非常好，但是没有人叫他鲁迅诗人。”

“一个人在自己名片上印上诗人然后还‘著

名’，这是自我美化，国际笑话。我不要那些虚荣，

我这一辈子经历了那么多，还要那些称呼来干

啥？还看不透吗？！我给你说，本人只有一个身份，

叫‘成都文化人’那就够了。其他都不要！”

一年出三本国学有关书籍

流沙河晚年全身心投入到研读中国传统典

籍、说文解字的工作中，已经出版《解字一百》《字

看我一生》《白鱼解字》《正体字回家》 等著作，深

受欢迎。

2018年，流沙河接受采访。当时已 86岁高龄

的他，在一年中却接连出了三本和国学有关的

书：《流沙河讲诗经》《流沙河讲古诗十九首》和

《字看我一生》。

除此之外，2019年也是流沙河停止写诗后的

第 30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流沙河诗

存》，诗人流沙河再度归来。据了解，这本“诗存”

选自他曾经出版的六本诗集，它们是 1956年 7月

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村夜曲》；1957年 5月

作家出版社出版的 《告别火星》；1982年 12月上

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流沙河诗集》；1983年 9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游踪》和 1983年 11月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故园别》，以及 1989年

12月花城出版社出版的 《独唱》。这些诗集成了

《流沙河诗存》的择优本，其所汇篇目均由流沙河

胞弟亲自选录。

人生态度不可“必”

从学化学的转为从事文学，流沙河回望坎

坷，表示并不后悔。

流沙河说：“我还是不后悔。实际上，我们之

所以成为当下这个样子，也不是我们预先给自己

设计的，都根本无法设计。都是遇到了机缘，在这

个基础上尽量地选择。还有不少选择，表面上看

着好像是我自己在选，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偶然

性。”

“我只觉得我们的人生态度，古人说的三个

字很对：不可‘必’。即你不要认为有什么是非如

此不可，人生的很多追求都不是一定要那样。如

果你爱好什么，你可以为之努力，但你不能想自

己一定要成为什么什么。未必。这样其实让思想

更有弹性，以免不如意时无法承受。”

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

近二十多年，他专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从

诗人到学者，从作家到文人，晚年流沙河对自己

所做的工作是满意的，“白鱼又名蠹鱼，蛀书虫

也。劳我一生，博得书虫之名。前面是终点站，下

车无遗憾了。”

一生活在汉字里的流沙河感慨，“感谢古老

的汉字，收容无家的远行客。感谢奇妙的汉字，愉

悦避世的梦中人。”

在许多个周六的下午，许多成都市民，不乏

远道而来的外地听众，从四面八方赶往僻静偏窄

的成都市文翁路，在成都图书馆听一位年逾八旬

的老人，用生动诙谐的成都方言，讲诗经，唐诗。

这个老人就是流沙河。受成都图书馆邀请，每月

第一个周六下午，如无意外，流沙河会准时出现

在成都图书馆，讲一堂对市民免费开放的传统经

典讲座，至今已经持续了 9年。这个讲座如今已

经成为成都图书馆的一块金字招牌。

与写诗相比，流沙河也认为，为大众解经，这

才是自己做过的一点真正有意义的小事。

流沙河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后蜀国王孟

昶遍植成都城上的芙蓉，早上开花，晚上凋落。这

也让我想到我自己的生命。有时候梦醒，还以为

自己在少年，其实已是白头老翁。让人不得不感

慨：时间快如飞，人生短似梦，更好像芙蓉花早开

夕败。我在成都的生活，好像也是一场芙蓉秋

梦。”

昨日少年郎，今日白头翁

时光白驹过，人生短似梦

愿这一场芙蓉秋梦

永远不醒

再见，余勋坦

不说再见，流沙河

流沙河简介

流沙河，本名余勋坦，1931年出生于成都，故

乡四川金堂。中国现代诗人、作家、学者、书法家。

主要作品有《流沙河诗集》《故园别》《游踪》《台湾

诗人十二家》《隔海谈诗》《台湾中年诗人十二家》

《流沙河诗话》《锯齿啮痕录》《庄子现代版》《流沙

河随笔》《Y先生语录》《流沙河短文》《流沙河近

作》等。诗作《就是那一只蟋蟀》《理想》被中学语

文课本收录。出版小说、诗歌、诗论、散文、翻译小

说、研究专著等著作 22种。

（作者：肖姗姗 边钰 来源：四川日报）

流沙河的诗
理想

理想是石，敲出星星之火；

强理想是火，点燃熄灭的灯；

理想是灯，照亮夜行的路；

理想是路，引你走到黎明。

饥寒的年代里，理想是温饱；

温饱的年代里，理想是文明。

离乱的年代里，理想是安定。

安定的年代里，理想是繁荣。

理想如珍珠，一颗缀连着一颗，

贯古今，串未来，莹莹光无尽。

美丽的珍珠链，历史的脊梁骨，

古照今，今照来，先辈照子孙。

理想是罗盘，给船舶导引方向；

理想是船舶，载着你出海远行。

但理想有时候又是海天相吻的弧线，

可望不可即，折磨着你那进取的心。

理想使你微笑地观察着生活；

理想使你倔强地反抗着命运。

理想使你忘记鬓发早白；

理想使你头白仍然天真。

理想是闹钟，敲碎你的黄金梦；

理想是肥皂，洗濯你的自私心。

理想既是一种获得，

理想又是一种牺牲。

理想如果给你带来荣誉，

那只不过是它的副产品，

而更多的是带来被误解的寂寥，

寂寥里的欢笑，欢笑里的酸辛。

理想使忠厚者常遭不幸；

理想使不幸者绝处逢生。

平凡的人因有理想而伟大；

有理想者就是一个“大写的人”。

世界上总有人抛弃了理想，

理想却从来不抛弃任何人。

给罪人新生，理想是还魂的仙草；

唤浪子回头，理想是慈爱的母亲。

理想被玷污了，不必怨恨，

那是妖魔在考验你的坚贞；

理想被扒窃了，不必哭泣，

快去找回来，以后要当心！

英雄失去理想，蜕作庸人，

可厌地夸耀着当年的功勋；

庸人失去理想，碌碌终生，

可笑地诅咒着眼前的环境。

理想开花，桃李要结甜果；

理想抽芽，榆杨会有浓阴。

请乘理想之马，挥鞭从此起程，

路上春色正好，天上太阳正晴。

就是那一只蟋蟀
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

一跳跳过了海峡

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

落在你的院子里 夜夜唱歌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豳风·七月》里唱过

在《唐风·蟋蟀》里唱过

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

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

在姜夔的词里唱过

劳人听过 思妇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

在长城的烽台上唱过

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

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孤客听过 伤兵听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记忆里唱歌

在我的记忆里唱歌

唱童年的惊喜 唱中年的寂寞

想起雕竹做笼

想起呼灯篱落

想起月饼 想起桂花

想起满腹珍珠的石榴果

想起故园飞黄叶

想起野塘剩残荷

想起雁南飞

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

想起妈妈唤我们回去加衣裳

想起岁月偷偷流去许多许多

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

比最谐和的音响更谐和

凝成水 是露珠 燃成光 是萤火

变成鸟 是鹧鸪

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

就是那一只蟋蟀

在你的窗外唱歌 在我的窗外唱歌

你在倾听 你在想念

我在倾听 我在吟哦

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

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

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流 沙 河 访 谈
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记者：你编选的《台湾诗人十二家》，1983年

出版，大受欢迎。你当时是怎么接触到这些台湾

诗的？

流沙河：其实在我编《十二家》前，人民文学

出版社也出过一套两本《台湾诗选》。但这个书没

有什么影响，因为它的选择标准还是政治挂帅，

里头都是骂国民党的革命诗。我接触到台湾诗是

通过我的朋友刘济昆，他是马来西亚华侨，“文

革”时在内地也被关监狱，后来去了香港做编辑，

帮我发表一些旧诗，骗一点稿费。后来他跟我说，

你应该看看台湾人的诗。从此就开始源源不断给

我寄，书啊，文摘啊，剪报。我和余光中最早的通

信也是他帮我们转交的。

当时我在《星星》开了个专栏，一月一期，我

就每期向大家介绍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郑愁

予、洛夫、痖弦……专栏写了一整年，诗人就正好

凑成“十二家”。后来出了书，很轰动，台湾诗的艺

术性、美感，在大陆读者当时看来是很震撼的。

记者：我们后来在语文课本里读到你的《就

是那一只蟋蟀》，诗前头那句“台湾诗人 Y先生

说，在海外，夜里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是四川乡

下的那一只”。Y先生其实就是余光中。

流沙河：对对，我们都姓余嘛，很多人问余光

中是不是你二表哥？（笑）。我们一直没有见面，见

面已经是 1996年了，但是通了很多信。那句话，

是他写给我的信里的一句，多美啊，拿出来就可

以作一首诗了。

记者：因为《就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你

也成了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你怎么评价自

己的诗？

流沙河：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醒。尤其是

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了算了，我不写了，我

怎么写也写不出他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

我清楚，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

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以我的诗

都是骨头，没有肉。

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

记者：你也在那个时候再一次开始读《庄子》

的。

流沙河：最早读是初中，当然那时候小孩子，

怎么会懂。第二次读是 1958年打成右派不久时。

为什么读他呢？《庄子》这本书，是安慰一个失败

者的。我就是一个失败者。我当了大右派，心态失

衡，通过读《庄子》，我让自己学会想得通一点。

80年代末我身体极差，胃病，人非常瘦，内心

也很痛苦。看到我的朋友都觉得我快要死掉了

……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又一次开始看 《庄

子》，这一次是研究，比较它的不同版本。后来写

了《庄子现代版》，我知道我这个人之前写的任何

东西，都是留不下来的。通过《庄子》，也许若干年

后某人写历史，写到一个注释，说这是引自流沙

河《锯齿啮痕录》某一句，就可以了。

记者：这两年你连续出了两本“说文解字”的

书———《流沙河认字》和《文字侦探》。是从什么时

候开始发现“认字”的乐趣的？

流沙河：六十年代初，我当右派第四年。当时

我人还在文联，干些体力活，还帮忙看一个旧书

库。那个书库里都是些“四旧”，我一看，都是先秦

典籍，干脆把床也架到书库里了。从那时起就天

天研究，《说文解字》啦，甲骨文、金文以及各种古

文字。我一钻进去就着迷了，偶然发现了某个字

的真相———前人的几十种解释都搞错了，我觉得

我才是弄对了的时候，就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

有个好心的同志在 1963年跟我说：流沙河，你还

钻什么甲骨文，连汉字马上都要废除了，改用拼

音！不要花精力到这里面去了。但我还是忍不住，

像毒瘾一样，每认识一个字就快活得不得了。

训诂的工作九十年代就开始做。前年开始写

《流沙河认字》，从一二三讲起，我希望能讲得通

俗易懂，结果书出来后我一个朋友跟我说实话，

还是太深了，他们办公室里没有人看得懂！谢谢

他的提醒。所以我在写《文字侦探》时更加注意深

入浅出和趣味性，这次我选的词：男女、国家、人

民……这些都是最常见的词。取名《文字侦探》，

因为我以前爱读侦探小说，二来我觉得认字的过

程抽丝剥茧，像侦破一样，非常有趣，三当然也是

骗大家来买书（笑）。

这次只讲 100个字。90%前人已经解释好了，

我只是从几十种解释中抽取我认为有道理的，梳

理好，用今天的语言讲清楚。只有那百分之几，我

认为前人解释错了，提出了我的解释，我觉得我

是对的———这是个大海捞针的工作，这样的字很

少，但我已经非常快活了。

记者：比如说哪个字呢？

流沙河：比如说君臣的臣字吧。历来解释这

是一个人弓着腰说话。但我在甲骨文里发现，这

个字是一只眼睛，臣是什么，臣就是帮君王盯着、

看着办的人呀。当然这是很简略的说法。

我觉得，我的书是能教年轻人爱国的。什么

是爱国？真正的爱国是爱你的土地，爱土地上的

人民，爱你的文化，爱你的母语，爱老祖宗留下来

的文字。这两本书香港已经出了，现在台湾也打

算出繁体版。

记者：当年介绍了那么多台湾诗，你去过台

湾吗？

流沙河：八十年代辅仁大学曾经邀请我，当

时我身体不好，没有去成。之后也一直没去成。但

我很了解台湾。我没去过台北故宫，但是里面有

什么藏品、有些藏品在哪里……我可能都很清

楚。我没有什么遗憾了，不一定要去过那些地方，

我在书桌前，拥有的也很多了。

你看我墙上挂的这幅字：知还。《归去来兮》

里的，鸟倦飞而知还。人要知道自己的来路，知道

自己的底线，做力所能及的事，就够了。你问我人

生什么最重要？我说啊，快乐。生命是偶然。我的

同辈人，很多因为各种偶然，把命丢了。我因为各

种偶然，把命保住了，我比他们幸运，赚了后面这

几十年。能读书，钻研，研究自己喜欢的学问，这

些就是我的快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