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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文学馆路45号
——记鲁迅文学院首届翻译家班 宇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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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违同学少年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不知怎么突然想起这句话。也许因为大家都早已不是少年。

平均年龄38岁。算已过完人生的一小半吧，但聚在鲁院，又仿佛回
到了久违的少年时光。

对于我，这样的学生生活，以后不大会有了。
一个典型的高学历群体，48个同学中博士学历占一半。
先说那帮大学老师吧，翁家慧同学是北大的副教授，经常在群

里讲讲俳句、大江健三郎，据她的导师——社科院的许金龙博导（也
是诺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最权威的译者）说，大江健三郎来中国，翁
家慧当同传，前一天晚上才接到任务，结果几个小时一个磕巴都没
打。

俞佳乐同学是班长，也是每次谁发朋友圈都最快点赞的一个。
她本科、硕士、博士在南京大学一水儿读完，然后分配到中国人民大
学当老师（后来调回杭州），学术专著、译著十来本。

于桂丽同学是北外波斯语的副教授，说话永远斯斯文文、不紧不
慢，去伊朗呆了十二年，一说到那个地方，就满怀感情，话匣子关不
住。班上去延安搞活动，我跟她一个房间，早上我闹钟响时，一睁眼，
她已经坐在笔记本电脑前批改作业了。晚上学唱了陕北民歌回房间，
我往床上一躺之际，她又坐到笔记本电脑前，开始批改作业了。

陈琦同学是北航的老师，在意大利读的博士，逮着个周末，稍不
注意，她就跑去美国出差了，过了周末又回来，坐在鲁院的课堂了，
因为她是哈佛的访问学者。

说到出差，学习期间，熊淑娥同学也去日本出了次差。她是社
科院的博士，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工作，讲起日本文学来一套一套的，
除了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川端康成，还有远藤周作、太宰治、夏
目漱石、东野圭吾。

大学老师还有中国政法大学的王嘎，花七年时间译了非常厚的
两卷本《帕斯捷尔纳克传》，因为这部传记篇幅宏大，文体驳杂，几乎
涉及了所有的文学体裁，引文繁密，全书引用的诗句超过了3000
行，而王嘎除了完成传记正文的翻译，还添加了1300多个注释，力
求每句引诗有出处，每首诗有准确的创作时间。

大学老师还有西安外国语学院的李林波，很幽默，因为家住开
窗可见大雁塔的地方，所有来鲁院是要取真经的。不过，我想她真
经应该取到了。

沈阳师范大学的教师李佳，华东师大的在读博士，嘴巴长得像
朱利亚·罗伯茨。我说明星才是这样，笑得很开，笑起来露八颗牙
齿，她笑称自己笑起来“露12颗牙齿”，哈哈，我们没数过。

还有沈阳师范大学的潘佳宁，每个周五下午坐高铁回去给学生
上课，周六上一整天课，周一又像没事人一样坐在鲁院课堂。一旦
外出搞活动，他还背个贼重的单反和镜头，给每个人拍拍拍的。

涂慧琴同学，华中科技大学的副教授，也是华东师大的在读博
士，特别助人为乐，有段时间，咱班同学姚依辰（《文汇报》记者，复旦
大学新闻系的本科和硕士）脚受伤了，个子小小的涂慧琴同学，天天
扶一米八的姚依辰同学（女同学，但确实有一米八！）上上下下，跑来
跑去帮姚同学拿饭拿菜拿酸奶。堪称“鲁35活雷锋”。

我们班还有两个学西班牙语的，都是超级学霸，两个都是商务
印书馆的编辑。两人中崔燕老师年龄稍长，是商务印书馆的副编
审，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大，师从著名翻译家赵振江（也给我们上
过课的）。特别博学又特别热心，不管讲起西班牙文学、还是电影，
或者其他各国的文学、电影，都如数家珍，向人介绍北京的景点，只
能用“不厌其烦”来形容。杨晓明也是学霸，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
是，她非常坦诚，有一次，墨西哥女作家的讲座，提问环节，她说到自
己是家族的第一名大学生，还说到家乡的现状，墨西哥女作家都感
动于她的坦诚。

和崔燕同学一样不厌其烦的，还有李寒同学，我问他院子里鲁
迅的雕塑作者是谁，他除了回答我院内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冰
心、艾青、丁玲、赵树理、叶圣陶、曹禺、老舍、朱自清、沈从文每个雕
塑的作者是谁，还回复我院子里计有海棠、银杏、白玉兰、丁香、月
季、法国梧桐、柏树、龙爪槐、侧柏、冬青、白桦树、罗汉松、油松、白皮
松、核桃树、柿子树等几十种树木和植物，还回复我白桦树在院中有
7棵：西北角甬路旁两棵，老舍叶圣陶曹禺塑像后一棵，他们左侧三
棵，朱自清塑像后一棵。

瞧瞧，鲁院的校园多美！我住的402朝南，随时都暖洋洋的。
季节更迭，三个多月来，窗外的树已换了几种景观，记不清多少次，
我开门进屋，第一件事，忍不住拿起手机，对着窗外不知名的树、湖
水、柳絮、晚霞，拍上几张。

除了有很多大神，这个班集体还像少年一样欢乐。
犹记开学第二天的自我介绍：
东北腔的普通话：“我叫吉庆，人家都问我是不是笔名儿，我说

谁会取个香烟牌子当笔名儿啊？”听众窃窃私语，真的有吉庆牌香烟
吗？大家彼此确认，“有啊，有这个烟啊，正好咱班儿呢，又是个‘三
五’班”，大家哄堂大笑。

一个特别瘦的“小青年”：“我搞文学翻译，是受我中学语文老师
的影响，我的中学老师，说出来大家可能都知道”，大家又开始窃窃
私语，他的中学老师，谁啊？很厉害吗？“她叫范美忠”，哦，范跑炮的
学生，又是一阵哄笑，“后来我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后来我读了很
多书，你们知道人读了很多书之后，就会想太多，于是我得了抑郁
症，就休学回来了。”大家纷纷转过头去看这位抑郁症患者，“不过现
在已经好了呵，你们不要怕呵，不会伤害人的。”他的口气非常让人
暴笑。

事实证明这位叫叶紫的小青年确实阅读量和看片量都很大，和
来自上海的自由译者、影评人张阅，还有《延河》的编辑丁小龙堪称
鲁35“阅读、看片量之最”。

还有那一个，自我介绍时用江西口音浓重的普通话说：“听了你
们那么多学霸的介绍，我好自卑，因为我读了小学和初中后就辍学
了，因为家里穷，我和你们不一样，我没读过高中、大学。”全场没人
说话，“我就天天在家背字典，后来我就考上山东大学的硕士，后来
我就去剑桥读书。”全场惊异，纷纷转过头去看这个奇人。事实上，
这位奇人叫华有杰，读的是山东大学和剑桥大学联合培养的博士。

还有一个写小说很有才华的，叫丁小龙，前面提到的，阅读量和
看片量都非常大的《延河》编辑。虽然只有30岁，但已出了一部小
说集，这本小说集贾平凹作序，明年还要出一本长篇小说单行本。
其实出几本书、谁写序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小小年纪写了那么多，而
且真的写得很好。

更难得的是，丁小龙还和吉庆，并称为我们班的“妇女之友”，具
体表现在，“鲁35”很多微信群，每个群都有他俩，尤其是丁小龙，每
张几个男男女女的散步照上都有丁小龙，以至于班长俞佳乐的老公
都问她：“怎么你朋友圈里经常有这个人？”确实，他的出镜率太高
了。哦，还有一个“妇女之友”，是北外博士张猛，联欢会上他和我朗
读剧本的节目在鲁35引起不小轰动（哈哈），那天每一个人都对我
说“太——棒——了！”而且好几个人跟我说，想在结业前排一出剧，
最好是先锋戏剧，可惜时间太短，未能如愿，留待下次吧。

那次联欢会热心给每一个人化妆的，是我们班著名的人像摄影
师——赵苓岑（我本人算咱班著名的风景摄影师，嘻嘻），赵苓岑不
到30岁，已经出了几本译著。本科在南京大学读了两年，然后去了
法国里昂读完本科，然后又回南京大学读了硕士，然后就在北京玩
了两年。整天徒步啥的，然后又去南京大学读博。那天，“中国古琴
第一人”李祥霆教授给我们上课时，我突然发现赵苓岑朋友圈发了
一个九宫格，九张她自己的照片，我心想，她又跑去哪儿拍照了呀，
明明看到她来上课了。结果晚饭时她说，那九张照片是上课时，她
跑到教室的窗帘边自拍的，还用教室的窗帘遮住半边脸凹造型，都
没人注意到，大家都盯着古琴了。

转眼就是12月，饭桌上阵阵大笑之后，不时会有人感伤，说，“还有20天了”，“还有17天了”，……然后大家就免不了片刻黯然。
是啊，12月21日，我们全部都要收拾行李，告别这栋小楼，这个院子。这个叫做“鲁35”的班级就宣告结束，就正式成为鲁院历史的一部分

了。然后，然后就不知哪年哪月才能相见了。也许，半年后，一年后，或者N年后，人们会说起：“噢！那个班，就是鲁院的首届翻译家班嘛！”
望着鲁院满地翻飞的金黄银杏叶，我就禁不住想，是怎样的一阵风，将这48片各不相同的树叶，吹到了这个门牌号为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

的地方，组成了鲁院的首届翻译家班呢？
鲁迅文学院的首届翻译家班，也是鲁院第三十五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因此它被称为“鲁35”。
2018年9月11日，这样的48个人，在夏天的尾巴，汇聚在了北京一个安静的院子里。那个地方的公交站名，叫“中国现代文学馆”，那个院

子的门牌号，是朝阳区文学馆路45号。这个院子里，既有造就了一批又一批全国一流作家的鲁迅文学院，又有巴金题写馆名，包罗着整个中国
现代文学史大大小小史料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毫不夸张地说，这确实是中国文学的殿堂。毫不掩饰地说，我确实是带着十分仰慕的心情走进这个集体，走进我们的鲁35——鲁迅文学院
首届翻译家班的。

我行走在静谧的鲁院浓荫之间，在严肃的鲁迅雕像旁沉吟，彼时，我其实正在心中默数从这里走出去的全国一流作家：莫言、王安忆、张抗
抗、迟子建、严歌苓、张平、余华、毕淑敏、周梅森……嗨，太多了，我的手指好像不太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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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院感受名家

我一直以爱写字的闲云野鹤自居，2001年有人给我申
请加入重庆作协的表，我往包里一放，一直忘了填，直到2016
年才第一次填表申请，同年加入了重庆作协。2018年，也就
是今年，才第一次申请加入中国作协，也如愿加入了。

但是今年，从我偶然得知鲁院招收首届翻译家班，然后
报名，再到收到录取通知书，再到坐到鲁院教室里的过程中，
我却突然发现有不少既有才，又很好的人。

报名之初是重庆作协的杨晓林，和鲁院后来给我们当班
主任的叶怡雯老师，总是从细节上，让人感觉特别舒服，让人
觉得申请报名并不是那么繁琐的事儿，否则我可能就打退堂
鼓了。

然后顺利被鲁院录取后，我却有些犯难，毕竟，我所从事的
市场监管工作和文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领导理解之余，在
同不同意我去的问题上也有些为难。但经过跟领导解释，相关
的领导站在建设两江新区人才高地的高度，给予了支持。

在争取我们单位领导支持的过程中，《十月》的谷禾老师
微信中向我引荐了邱院长——鲁院的常务副院长邱华栋。
邱华栋这个名字，我从九十年代就听说过，知道是一个高中
时代即成名的小说家，没想到一接触，那么平易近人，处理事
情又那么有能力。

说说铁凝主席吧，很多年前我还特别小的时候，就读过
她的《哦，香雪》和《麦秸垛》，是我喜欢的女作家之一。还记
得追着看她的小说《永远有多远》改编成的电视剧。

今年，开学伊始，就见到她好多次。在鲁院的院子里，
在我们上课的教室里，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A座、C座，有
时是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这样人很多的场合，更多的是第
三届国际写作计划开幕式、首届中国——丹麦文学论坛、傅
雷翻译奖十周年典礼等这样小规模的活动。尤其第三届国
际写作计划开幕式，和首届中国——丹麦文学论坛，听众只
有我们鲁35的学生。一次次近距离地看到这位岁月没在
她脸上留下痕迹的女作家，看到她脸上总是挂着的特别温
暖的笑容，和她聊天，我就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她像她的
小说中呈现出来的那样，对他人，对世界，怀着一种细腻而
温暖的体恤。

铁凝主席是我喜欢的小说家之一，吉狄马加是我喜欢
的诗人，我这么说绝对不是因为他们分别是中国作协的主
席和副主席。应该说，对我来说，他们首先是杰出的作家、
诗人。

开学第一天，上午下午的讲台上，吉狄马加都在。上午
是开学典礼，下午是他带来开学第一课。

黑夜里我是北斗七星，
白天又回到了部族的土地。
幸运让我抓住了燃烧的松明，
你看我把生和死都已照亮。
以前读到这样的诗时，我只会感叹：因为这首诗的作者

吉狄马加是彝族，所以才能写出这样的诗。我会对自己说，
少数民族作者诗歌的神秘感、异质感、恢宏的神性，是那片土
地上的自然与神灵共同赋予的。

瞧，这是不是为自己写不出这样的诗找到的一个绝佳的
理由？

可是当我听了马加主席（吉狄马加同时也是鲁院的院
长）上的课，我才明白，将他写得出这样的诗，仅仅归
结为他是彝族人，是非常片面的。他讲起俄罗斯白银
时代的诗人、“蓝色东欧”的诗人，世界上各个洲各个
流派的诗人、作家，讲起马尔克斯，福克纳，帕斯捷尔
纳克，陀思妥耶夫斯基，里尔克，就像讲起家人、邻居
一样熟悉，不得不让人感叹他的学养，我听他的课时
感觉，他拥有一片海洋，而他在诗歌上呈现出来的，只
是其中一滴，而仅仅就是这一滴，就完全地打动和震
撼了我们。

除了刚才说到的铁凝、吉狄马加、邱华栋，来给我
们上过课的中国作协阎晶明副主席和作协书记处书
记吴义勤，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吴义
勤，说起话来特别中肯。课后，我专门在网上重新读
了他们的评论文章。他们都是很有见地的评论家。

难忘的尾声

篇幅有限，我必须要尽快给这篇文章收尾了。可是
还有那么多同学、那么多难忘的场景没来得及写。

比如鲁院一楼偶尔的阿瓦隆桌游，帅气的北大在读
博士解村，随时的分析都那么沉稳而富有逻辑性，被大家
称为“村长”；漂亮姑娘赵维纳，不仅玩桌游时观察能力
强，思维缜密，下来还会去找莫干纳（就是扑克牌中的小
鬼）的有关神话与传说，不愧是南京大学的本科和硕士，
法兰西的博士；当然桌游完得好、善于隐藏身份的还有朱
倩兰、余宁这两个“二次元少女”。朱倩兰很冷幽默，也是
我们班的“资料小公主”，每次上课，老师在讲台上刚刚一
提到什么什么，不到两秒，班级群里，就会有她和商务印
书馆崔燕老师等发出的相关链接。余宁是著名翻译家余
中先的女儿，正在他父亲的亲自培养下从事翻译工作；我
们班还有一个余中先先生在社科院带的，已经毕业的博
士平原，水平很高，脸上却常带着诚恳而谦逊的笑容；偶
尔从阿瓦隆桌游局旁飘过的，有咱班同学——八一电影
制片厂的译制片翻译贾秀琰，解放军艺术学院作家班毕
业的；桌游局中的常客，还有将酷酷的古米廖夫译得酷酷
的北外硕士张政硕，还有一米九的大高个儿陈元飞，广州
外语外贸大学的博士，饭量特别大，边吃边说“你们都别
拦着我”。

同学中有几个很厉害的自由译者，都是英语的，像
《商业周刊中文版》的译者孟洁冰，在网上一搜，会搜到很
多她译的财经文章。还有贾雪，陈震，都译了十多本书。
贾雪是在重庆读的大学，陈震呢，用自我介绍时他自己的
话说，“我祖父、父亲都是医生，我于是也追随家族的脚
步，当了一名医生，后来我决定追随我自己的脚步，辞职，
当一名翻译。”

还有一些同学，虽然接触不那么多，但给我印象特别
好，比如社科院的博士李硕、陈清庆，北外的硕士洪羽
青。李硕特别热心，有天我电视机不能看了，她帮我调半
天，一会儿又把她房间电视的遥控器借给我。陈清庆白
面书生形象，特别斯文。洪羽青学塞尔维亚语的，武雅斌
同学今年年底要重游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又和她探讨了
好多知识。此外还有四个加拿大籍的华人同学，和我们
一起度过了一个月。

在一帮学霸中，我也曾在回溯自己的过往时，有一些
小小的遗憾。比如，当初我考上巴黎政治学院的硕士，当
时所在的单位没有同意我去读，比如2001年底，国家商
标局的一个商标方面的专家介绍我去考社科院郑成思教
授的博士（知识产权专业），而不久郑成思教授去世了
……但欢乐总比遗憾多，因为我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一
直致力于翻译——这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写这篇文章时，我在鲁院的时间已只有十几天了。
我的内心确实充满了感伤。有太多难以忘记的，有太多
我知道会一直沉淀在我生命里的：难忘延安，难忘在延安
的知青博物馆，看到我表哥艾平十几岁时的照片；难忘狼
牙山，难忘狼牙山笑得刹不住车的午餐、晚餐，还有好吃
的山野菜、蛋黄橙黄橙黄的土鸡蛋；难忘还不太熟的时
候，几个人一起去看理想国的颁奖；难忘在董强老师担任
评委会主席的傅雷翻译奖十周年活动上，见到法国作家
——诺奖得主勒·克莱齐奥；难忘现代文学馆里麦克尤恩
和余华的对话；难忘去鸟巢看《中国好声音》年度巅峰之
夜；难忘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第三届国际写作计
划开幕式和系列活动、中国——丹麦文学论坛；难忘在
俄式厨房一边喝着“彼得大帝”，一边吃每一道菜都很
正宗的俄餐；难忘去韩国文化院学做辣白菜、五花
肉，然后在那些剧照旁假装忧郁地拍照；难忘万
圣节，难忘对外经贸大学旁的唇辣号重庆火
锅，难忘王嘎同学在网上订的几十只大闸
蟹；难忘一个人沿着使馆路，边拍树叶，
边走到繁华的三里屯太古里；难忘去
蜂巢剧场看孟京辉的戏剧《两只狗
的生活意见》……

相聚有时，再笑谈今日。
2018年12月初于北京

◀笔者（右）与
中国作协主席
铁凝合影

◀鲁迅文学
院的首届翻
译家班部分
同学合影

大师的光芒

岳南曾在《南渡北归》中唏嘘到：大师远去，再无大师。
有一次，我们鲁35法语组的导师树才老师，一位我以前就认识的著名的专事

诗歌翻译的翻译家，带我们去北大燕南园56号——顾春芳教授的北大美学与美育
研究中心，参加一个沙龙。树才老师主讲，聊译诗之美。嘉宾并不多，除了我和同
班同学维纳之外，还有北大美学散步文化沙龙发起人——北大资深教授叶朗、北大
教授顾春芳、清华大学教授余石屹、北外教授李林荣等，围桌而论者不过十来人，然
后是北大顾春芳教授的的一众硕士和博士，坐成了一个方阵。

那一天，在特别美的北京的秋天，和秋天的燕南园，聊起我们正论及“译诗之美”
的这燕南园56号、51号，聊起这里曾经的主人——周培源，梁思成，林徽因，饶裕泰，
隔壁住过的冯友兰，宗璞，冰心，吴文藻。我确信我真的呼吸到了穿过大半个世纪而
来的大师的气息。是的，大师不一定都住过燕南园，住过燕南园的一定都是大师。

而真的“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了吗？
我倒并不这么认为。
至少我觉得，鲁院的讲台上有不少大师。讲过课的老师中，除了上一节已经提

到的吉狄马加、阎晶明、吴义勤，主要从事法语诗歌翻译的树才，还有在北师大给鲁
院学生带来讲座的贾平凹，我听闻大名已久的北大中文系系主任，评论家陈晓明教
授，北大法语系系主任董强，北大明星学者戴锦华，北大西语系教授赵振江，人大外
语学院院长郭英剑，清华科学史系主任吴国盛，被称为“中国古琴第一人”的中央音
乐学院教授李祥霆，中央美院雕塑系系主任隋建国。

此外，还有来自中国社科院的一大帮翻译界翘楚，比如：《世界文学》主编高
兴。（《世界文学》的前身，是由鲁迅和茅盾发起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译
文》，创刊于一九三四年九月）；文学所所长陆建德，也曾在社科院外文所工作，他课
堂中提到的外文所同事和前辈，都是卞之琳、杨绛、戈宝权等如雷贯耳的名字；诺奖
获得者大江健三郎的权威译者许金龙；中国社科院长城学者刘文飞；今年刚刚获得
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的余中先等。

此外，还有著名出版人——浙江文艺出版社常务副社长兼上海分社社长曹元勇。
每一位老师的课都让人兴奋。
首先要说到贾平凹，他的知名度自不待多言。

“这文学是没啥经验啊技巧啊可教的，要是可以教，我早交给我儿子咧。”
“你一个人写作不可能让大家都来认可，那是不可能的。川菜吧，有人爱吃有

人不爱吃；粤菜吧，也有人爱吃有人不爱吃，他只给一部分人来负责，所以说各人的
路数不一样、套路不一样，或者说品种不一样，我谈的不一定你能体会得了，你谈的
不一定我能体会得了。所以我想这是讲文学时一个很为难的东西。”

一上来，贾平凹就用他那一口陕西话，接连说了几句大实话。讲座全程也都是
陕西话、大实话。打的比喻全都是做菜啊之类的生活琐事，没一句高深的。

讲座结束，走在北师大突然变得凛冽的夜风里，大家都兴奋地说：“他好可爱啊。”
是啊，从来没见过这么“土得掉渣”的学者、作家，特别朴实，但又让人感觉特别智慧。

“土得掉渣”的贾平凹讲座，请来了一位特别“洋气”的嘉宾，他就是帅气的法兰西
学院终身院士、北大法语系系主任董强，也是我们“鲁35”法语组的两位导师之一。

那个讲座上，我才知道董强是米兰·昆德拉在亚洲唯一的弟子。这确实让我肃
然起敬，因为在大三的那个暑假，我就爱上了《生命中无法承受之轻》那本书，之后，
又追读了昆德拉的《为了告别的聚会》《生活在别处》等。

董强老师是法兰西学院终身通讯院士。要知道法兰西学院这座著名文化殿堂
一直只保留40把椅子，即40位终身院士，只有院士辞世，空出名额，方能投票补
选，入选的院士也因此被称为“不朽者”。

除了董强，我们“鲁35”的讲台上，来自北大的教授、博导，还有北大中文系系
主任陈晓明和北大的“明星学者”戴锦华。两人的评论文章我都早就读过，前者是
教育部长江学者，后者，是人称“戴爷”的著名女性评论家，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开创
了《中国电影史》这门学科，是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田沁鑫等很多第五代导演的
老师，她的《电影课》在网上非常著名，我以前注意到她，是因为一些女性主义的评
论文章，以及在很多文化问题上的既一针见血，又充满学术水准。

刘文飞老师，在克里姆林宫由普京亲自颁发“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
的人。在他的讲述中，俄罗斯文学的线索——以托尔斯泰为代表的“阳光
传统”和以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代表的“暗黑传统”——非常清楚。

犹记“中国古琴第一人”——中央音乐学院年近八十的教授李祥霆携
其古琴来授课。一曲《流水》，“巍巍乎若高山，洋洋乎若江河”，将子期和

伯牙的高山流水之意拨响在鲁院课堂。他弹了一曲《关山月代过
醉谪仙》，是他将《关山月》和唐代的一首《酒狂》结合在一起的作
品。因为在他看来“酒狂”的境界，应该就是被贬谪的酒仙李白的
样子。

他还说，古琴应“轻微淡远”，如白居易所言：
蜀桐木性实，楚丝音韵清。
调慢弹且缓，夜深十数声。
入耳澹无味，惬心潜有情。
自弄还自罢，亦不要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