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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早期民歌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最早时期的民歌和无名氏的创作，大体都

归入这一时期。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诗经》出现的时代，尤其是国风那一类。但不

包括《贝奥武夫》《农夫皮尔斯之幻象》和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等长篇叙事作

品，也就是说，只包括了最早的宗教诗、咒语诗和哀歌，以及中世纪的民谣和抒情

诗，而在选择上我们只限于中古民谣（ballads）。所以，在翻译上也就有了不同的处

理方式，但在追求久远的时代感和诗歌阅读的审美距离上，其兴趣则是一致的。

1
Now Go’th1 Sun Under the Wood

Now goes the sun under the wood—

I pity, Mary, thy fair face.

Now goes the sun under the tree—

I pity, Mary, thy son and thee.

Notes:

1. Go’th: goes the. 

1. 英格兰早期民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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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之夕矣

日之夕矣，隐于林—

玛丽，我爱怜你的红颜儿。

日之夕矣，隐于树—

玛丽，我爱怜你，还有你的儿。

 翻译说明  

这首诗和《诗经》中《君子于役》的开头很相似，所以翻译用了“日之夕矣，

隐于林”这样的语言，不仅表达方式古奥有趣，而且有汉字构词的“暮”的巧妙暗

示。其次，“爱怜”的意思，以及“儿”化音的作用，也有助于形成语义和韵脚上

的联想，从而有助于诗意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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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ishop Loreless1

Bishop loreless, 

King redeless2, 

Young men reckless3,

Old man witless,

Woman shameless—

  I swear by heaven’s king,

    Those be five lither thing4!

Notes:

1. loreless: without learning.

2. redeless: without counsel.

3. reckless: heedless.

4. lither thing: evil things.



5

主教无知

主教无知，

君王无谏，

少年无忌，

老者无智，

妇人无耻— 

我朝天帝发咒：

此之谓五蠹！

 翻译说明  

这首诗主题比较严肃，而其结构比较整齐划一，以四音节为主，所以汉语译

为四言，有《诗经》趣味。不仅如此，译文还借助汉语的“五蠹”概念，落脚坐

实，使之含义加深，并具汉诗情趣，以便消除语言和诗义的隔膜，易于为中国读者

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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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Steadfast Cross

Steadfast crosse, among all other

 Thou art a tree mickle of price1;

In branch and flower swilk2 an other

 I ne wot none in wood no rys3,

Sweete be the nailes and sweete be the tree,

And sweeter be the burden that hanges upon thee.

Notes:

1. mickle of  price: great of  worth.

2. swilk: such.

3. wot: know; no rys: nor th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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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树不移

万千植被，惟君坚定，

矢志不移，材比梁栋；

梗其枝干，花开素荣，

乔木之冠，灌丛峥嵘；

其命何坚，其质何硬？

才大累身，君荷堪重！

 翻译说明  

一首写树的诗，给人一个突出的印象，颇似于楚辞里的《橘颂》，所以译文采

用许多写树的古代词语，例如“梗其枝干，花开素荣”，营造了一种具有贵族气息

的树木形象，而且与原诗也很吻合。尤其是最后“才大累身，君荷堪重！”具有庄

子所谓大才小才，有用无用的深刻暗示，较之原文更显其哲理。否则，译为大白

话，则淡而无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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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At a Spring-well

At a spring-well1 under a thorn

There was bote of bale2 a little here a-forn;

 There beside stands a maid

Full of love i-bound3.

 Whoso will seek true love,

In her it shall be found.

Notes:

1. spring-well: spring.

2. bote of  bale: remedy for evil; a-forn: before.

3. i-bound: b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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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 边

泉边，一树荆棘

不久前，一堆焚尸柴火；

  旁边，站着一位淑女

一个怀春的尤物。

  谁若寻求真爱，

莫若将她选妥。

 翻译说明  

此诗的翻译，虽为自由排列，并有现代句法，但其中有诗行规整的因素，尤其

是典型的古典用词，例如“淑女”“怀春”“尤物”等，所以给人的感觉依然是古典

的，而不是现代的诗篇。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当然是女子身后的景物描写所产

生的悲剧氛围，烘托出了复杂的比喻，暗示了背景和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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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All Night by the Rose

All night by the rose, rose—

 All night by the rose, I lay;

Dared I not the rose steal, 

  And yet I bore the flower away.

玫瑰伴的一夜

玫瑰，玫瑰伴的一夜—

  玫瑰伴我一夜睡；

不敢偷香窃玉，而我，

  怀抱素荣挨底黑。

 翻译说明  

Rose 起先译为“玫瑰”，后来就转译为“偷香窃玉”，及至后来英文的 flower，

便恢复到汉语的“素荣”了。也就是说，从表面的植物花朵转译为女性的暗示了。

另一方面，民间口语和文人语言的混合，也使这首诗具有复杂的情绪色彩，但归根

结底仍然是民间语言，民间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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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Western Wind

Western wind, when will thou blow?

 The small rain down can rain.

Christ, that my love were in my arms,

 And I in my bed again.

西风歌

西风，你何时吹来？

  细雨逐随之。

基督，愿我的爱入怀，

  我再上床去。

 翻译说明  

汉语翻译的“来”和“去”，构成一对关系，“西风”和“基督”相互对照，加

上押韵，颇有些趣味。天意和上帝都有了，世俗的愿望该满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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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The Corpus Christi Carol

   Lully, lullay, lully, lullay,
   The faucon1 hath borne my make2 away.

He bore him up, he bore him down,
He bore him into an orchard brown.

In that orchard there was a hall
That was hanged with purple3 and pall.

And in that hall there was a bed:
It was hanged with gold so red.

And in that bed there lith4 a knight,
His wounds bleeding by day and night.

By that bed’s side there kneeleth a may5,
And she weepeth both night and day.

And by that bed’s side there standeth a stoon6

Corpus Christi7 written thereon.
Notes:

1. faucon: falcon.

2. make: mate.

3. purple and pall: black velvet.

4. lith: lies.

5. may: maid.

6. stoon: stone. 

7. Corpus Christi: the body of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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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圣体节赞歌

 鲁哩，鲁啦，鲁哩，鲁啦，
 苍鹰把我的爱人叼去啦。

他升得高，他落得低，
把他叼到棕色果园里。

果园里有一间大屋，
屋里吊着黑色幕布。

屋里还有一张床，
吊金悬红在床上。

一个骑士躺床上，
伤口日夜血流淌。

床边跪着一姑娘，
昼夜哭泣在身旁。

床边立着一块石头，
基督圣体刻在上头。

 翻译说明  

控制了每行的字数，再押双行的韵，一首诗就译了一半。叙事的语言，清晰而

有趣，便完成了另一半。第一行音译，使其添加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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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The Cuckoo Song

 Sing, cuckoo, now. Sing, cuckoo.

 Sing cuckoo. Sing cuckoo, now.

Spring is come in—

 Sing loud, cuckoo!

The seed grows, the meadow blooms

 And the wood now comes into leaf.

  Sing, cuckoo!

The ewe bleats after the lamb,

  The cow low after the calf,

The bullock leaps, the buck breaks wind—

 Sing merrily cuckoo!

  Cuckoo, cuckoo. 

 Well singest thou, cuckoo.

 Cease thou never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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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之歌

  唱吧，布谷，唱吧布谷。

  唱吧，布谷，唱吧布谷。

春天来了—

  唱响吧，布谷。

种子发芽，芳草开花，

  树枝吐出新叶绿，

  唱吧，布谷！

母羊随着羊羔，咩咩，

  母牛紧跟牛犊，哞哞。

公牛打着蹦，雄鹿跃凌风—

  欢唱吧，布谷！

  布谷，布谷。

唱，唱就唱个够，

唱，唱它个不休！

 翻译说明  

这首诗原来是古英语，现在的版本已经是现代英语的翻译了。汉语的译文也不

少。但我们还是采用一些有变通的译法，为其再造生命。一个是利用节奏变化，如

第一节“唱吧，布谷，唱吧布谷。”一个是渗入现代词汇，如第二节的“唱响”。一

个是以叫声直接出之，如第三节的“咩咩”“哞哞”。一个是用重复和垫字以及方言

进行强调，如第四节“唱，唱就唱个够，/ 唱，唱它个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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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onnie George Cambell

1
High upon Highlands,

 And laigh1 upon Tay2,

Bonnie George Cambell

 Rode out on a day.

2
He saddled, he bridled,

 And gallant rode he,

And hame cam his guid horse,

 But never cam he.

3 
Out cam his mother dear,

 Greeting3 fu’sair4,

And out cam his bonnie bride,

 Riving5 her hair.

4 
“The meadow lies green,

 The corn is unshorn,

But bonnie George Cambell

 Will never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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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活的乔治·坎贝尔

1

在高高的高原上，

  在低低的泰河边，

快活的乔治·坎贝尔

  骑着马儿走一天。

2 

他跨上鞍，把绳牵，

  紧赶慢赶向前赶，

他的坐骑回了家，

  他从此没有回家转。

3

他的母亲迎出门儿，

  哭得伤心像泪人儿；

他的娇妻迎出门，

  满头乱发撕扯频。

4

“眼见得草儿青青，

  小麦正待开镰，

快活的乔治·坎贝尔

  再也没有回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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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addled and bridled

 And booted rode he,

A plume in his helmet,

 A sword at his knee.

6
But toom6 cam his saddle,

 All bloody to see,

Oh, hame cam his guid horse,

 But never cam he! 

Notes: 

1. laigh: low.

2.  Tay: The longest river in Scotland, coming down from the Highlands into the Lowlands 

and entering the North Sea at Perth.

3. greeting: weeping.

4. fu’sair: sorely.

5. riving: tearing.

6. toom: emp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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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骑上鞍，把绳牵，

  一路快马把路赶，

头盔上插着羽翎箭，

  一柄长剑挂腰间。

6

回来了，空空马鞍，

  鲜血染了个遍，

哦，他的坐骑回了家，

  他却没有回家转。

 翻译说明  

早期的民歌中许多古词语已经有了一些注解，可以帮助解决这些问题。译文

采用民歌语言策略，包括用词和句法，可以说准确地表现了早期民歌情调，表现

了战争造成的缺失遗憾，特别是女家眷的痛苦表现，而庄稼无人收也是一个缺憾。

当然，译文在个别地方有一些变化，例如，“一柄长剑挂腰间”，实际上和原作 A 

sword at his knee（一柄长剑搁膝上）是有区别的。而这种细节变化，我想是允 

许的。快活的坎贝尔死于战争，只有坐骑回来，但他的阴魂不散，英姿活在人们的

想象中。英格兰古民谣的魅力既震撼又意味深长，发人深思，引人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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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et Up and Bar the Door

It fell about the Martinmas time1

 And a gay time it was then,
When our goodwife2 got puddings to make,
 And she’s boild3 them in the pan.

The wind sae cauld4 blew south and north,
  And blew into the floor;
Quoth our Goodman5 to our goodwife,
 ‘Gae6 out and bar the door.’

‘My hand is in my hussyfskap7,
 Goodman, as ye may see;
An it shoud nae be barrd8 this hundred year,
 It’s no be barrd for9 me.’

They made a paction10 tween11 them twa12,
  They made it firm and sure,
That the first word whae’er13 should speak,
 Should rise and bar the do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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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去把门闩上

1
大约在圣马丁节的时节，
 那可是一个好笑的时节！
我们的好老婆要做布丁，
 一锅汤煮得直沸腾。

2
呼啦啦吹进来一阵风，
 一直吹到地板上；
我们的好老汉对好老婆说：
 “去，起身快把门闩上。”

3 
“我的手正忙着家务活儿，
 好老汉，你也看得见哈；
若是要早闩门一百年，
 也轮不到我来把门闩。”

4
两口子定了个君子协定，
 协定坚定又确定：
谁要是开口先说第一句，
 就要起身闩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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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 by there came two gentlemen,
 At twelve o’clock at night,
And they could neither see house nor hall,
 Nor coal nor candle-light.

‘Now whether is this a rich man’s house.
 Or whether is it a poor?’
But ne’er14 a word wad15 ane o’them16 speak,
 For barring of the door.

And first they ate the white puddings,
 And then they ate the black;
Tho muckle17 thought the goodwife to hersel18,
 Yet ne’er a word she spake.

Then said the one unto the other,
 ‘Here, man, tak ye19 my knife;
Do ye tak aff20 the auld21 man’s beard,
 And I’ll kiss the goodwife.’

‘But there’s nae water in the house,
 And what shall we do than?’22

‘What ails ye at the pudding-broo,23

 That boils into the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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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夜半三更十二点，
 外边来了两个绅士，
看不见房子和庭院，
 看不见烛光和煤炭。

6
“这也不知是富人家的屋，
 还是穷人家里面住？”
可是，主人家一句没开言，
 谁也不想把门闩。

7
他们进门先吃了白布丁，
 再把黑布丁吃个遍；
好老婆觉得吃得也太多，
 还是一句话也没说。

8
然后，一个绅士对另一个说，
 “这儿，你把我的刀拿去，
把这位老兄的胡须剃，
 我呢，去亲吻他的妻。”

9
“可是，屋里一滴水也没有，
 叫我怎么去剃胡须？”
“唉，你干吗不用布丁汤，
 在锅里煮得滚又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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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up then started our Goodman,
 An angry man was he:
‘Will ye kiss my wife before my een,24

 And scad me wi’ pudding-bree?’25

Then up and started our goodwife,
 Gied26 three skips on the floor:
‘Goodman, you’ve spoken the foremost word,27

 Get up and bar the door.’
Notes:
  1. the Martinmas time: at the time of  the feast of  St. Martin, which falls on November 11th.
  2. goodwif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
  3. boild: boiled.
  4. sae cauld: so cold.
  5. our Goodman: the master of  the house, the husband.
  6. gae: go.
  7. hussyfskap: housewifery, here implying the making of  the puddings.
  8. An it shoud nae be bard: If  it should not be barred.
  9. for: by.
10. paction: pact; agreement.
11. tween: between.
12. twa: two.
13. whae’er: whoever.
14. neer: never.
15. wad: would.
16. ane o’ them: one of  them.
17. Tho muckle: Though much.
18. hersel: herself.
19. tak ye: take you.
20. tak aff: take off, here meaning: “shave off.”
21. auld: old.
22. than: then.
23.  ‘What ails ye at the pudding-broo…?’ = What’s the matter with you that you don’t think 

of  the pudding-brooth?
24. een: eyes.
25. scad me wi’ pudding-bree = scald me with pudding-broth.
26. gied: gave.
27. you’ve spoken the foremost word = you’ve been the first to sp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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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这下子跳起了好老汉，
 他的怒气冲天上：

“你当我的面亲我老婆，
 还要用布丁汤把我烫？”

11
这当儿，惊起了好老婆，
 她在地板上跳三跳：

“好老汉，是你开口说了第一句，
 起身，快快闩门去！”

 翻译说明  

这是一首充满幽默感的民间诗歌，实际上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goodman 和

goodwife 的翻译，也不拘泥于原文，甚至不限于注释，而是直接译为“好老汉”

和“好老婆”，这里既表明了二人的夫妻关系，也有从外人（包括二位“绅士”和

讲述人）眼中所见到的幽默和讽刺意味。翻译的语言自然是民间的语言，例如用

“闩”而不用“关”，因为前者更形象，更地道。以口语选词成句，有时为了押韵的

效果而调换句子语序，也可以改变语法结构，甚至直接加了方言虚词“哈”。同时，

韵脚的设计也有一定的趣味，增加了民间叙事诗的故事性和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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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 Know Moonrise

I know moonrise, I know starrise,

Lay dis body down.

I walk in de moonlight, I walk through in de starlight,

To lay dis body down.

I walk in de graveyard, I walk through de graveyard,

To lay dis body down.

I’ll lie in de grave and stretch out my arms,

To lay dis body down.

I go to de judgment in de evenin’ of de day,

When I lay dis body down.

And my soul and yore soul will meet in de day

When I lay dis body d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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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月出

我见过月出，我见过星升，

我将此身躺倒。

我在月光中前行，我在星宿间穿行，

我将此身躺倒。

我在坟场漫行，我穿越坟场而行，

我将此身躺倒。

我将此身躺倒在坟里，伸展开双臂，

我将此身躺倒。

一日之将暮，我去受审判，

那时我将此身躺倒；

我的魂儿，你的魂儿，在那一日相遇，

那时我将此身躺倒。

 翻译说明  

这首古老的民歌有一种大气和豪迈，但其时间不应早于基督教时期，因为最后

提到了“末日审判”。“我将此身躺倒”（ Lay dis body down），作为反复出现的句子，

夹杂在星月出没的时空营造中，具有一种《诗经》中反复强调的作用，同时， 在语

气上则有烈士临大限而毫无畏惧的气概，所以，整首诗的汉语措辞采用大气而豪迈

的语言策略，以表达古典诗歌汉唐雄风一般的视死如归的精神。顺便说一下，最后

的句子，涉及爱情的终身忠贞不渝和死则同穴的归宿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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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I looked over Jordan, an’what did I see,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A band of angels comin’ after me,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If you get a dere befo’ I do,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Tell all my friends I’m comin’ too,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Swing low, sweet chariot, comin’fer to carry m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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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逍行，遥遥车

逍逍行，遥遥车，把我运回老家。
逍逍行，遥遥车，把我运回老家。

  我眺望约旦，有何观感？
  来吧，就把我运回老家。
  一队天使跟随我身后，
  来吧，就把我运回老家。

逍逍行，遥遥车，把我运回老家。
逍逍行，遥遥车，把我运回老家。

  如果你比我先上路，
  来吧，就把我运回老家。
  告诉我所有的朋友，我来啦，
  来吧，就把我运回老家。

逍逍行，遥遥车，把我运回老家。
逍逍行，遥遥车，把我运回老家。

 翻译说明  

这 首 诗 是 关 于 归 故

里的古老主题，但有一个

有趣的开端，因为眺望约

旦，而有了深远的历史背

景和人生经历，而要逍遥

车把自己运回老家。“逍

遥 车 ” 是 一 种 翻 译 的 需

要 ， 也 是 一 个 亮 点 ， 因

为英文用了Swing low，

sweet chariot这样的构

词，不同于一般的概念性

的车，而是有感觉的摇摇

晃 晃 的 车 、 甜 甜 蜜 蜜 的

车 。 进 一 步 把 逍 遥 分 化

在“逍逍行，遥遥车”之

间，使之获得一种超脱世

俗感觉的语言艺术感。不

如此翻译，则不能表达那

种民歌中的浪漫情调和诗

人得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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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早期民歌，对我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是从很早的一个英语诗歌集里找

到的。近日又得译本《爱尔兰文学选集》，恰好只有上卷，是古代部分，不包括后

来用英语创作的文学作品，所以得以补充，形成一个小小的系统。大体说来，爱尔

兰诗歌包括早期的爱尔兰文学和后来的英语诗歌作品。爱尔兰人原系凯尔特族的

一支，操盖尔语，6 世纪产生了拉丁字母书写的爱尔兰文，有史诗《夺牛长征记》，

12 世纪文学创作达到高潮。后来诺曼人入侵，导致爱尔兰文学衰落。有文化的爱

尔兰人多改用英文创作，盖尔语遂成为方言萎缩在一些小地区。这里选译的几首

诗，多数是经过英文翻译的，选诗后面尽量注明出处和译者。所以，汉译的性质有

转译的因素，不过尽译者的能力而已。

1
Song of the Blackbird 

The Little bird: 
Has blown his whistle 
From the point of his   
 bright yellow beak: 
He sends a song 
Over Loth Laig 
A blackbird on a branch  
 in the well-wooded plain.

2. 爱尔兰早期民歌

乌鸫之歌

小小其鸟， 
嗷嗷其鸣； 
亮亮黄喙， 
好歌为声； 
平原林莽， 
枝上乌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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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鸫之歌

小小其鸟， 
嗷嗷其鸣； 
亮亮黄喙， 
好歌为声； 
平原林莽， 
枝上乌鸫。

 翻译说明  

这首爱尔兰早期民歌写

一只小鸟，朴实无华，灵巧可

爱。先写鸣叫的声音，再写黄

亮的喙，最后写到平原密林，

一段枝头，于是以小见大，整

个原野都在画面中了。这里描

写的画面，甚至情趣，和《诗

经》里的《黄鸟》十分类似，

语言多可借鉴，分行和音节也

比较规整，所以译为四言倒是

一种格局。因为是古代的民

歌，其格调和语言也比较吻

合，由此想来，不说巧合，也

实为难得，姑且为之，并作为

爱尔兰原始歌谣的开篇，不也

宜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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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he Viking Terror

Fierce is the wind tonight.

It ploughs up the white hair of the sea.

I have no fear that the Viking hosts

Will come over the water to me.

    (7th or 8th century,

    Trans. by F. N. 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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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海盗恐怖

今夜风好大。

掀起大海的白发。

北欧海盗成群来，

水上来，我也不怕。

    （7 或 8 世纪，

    F. N. 罗宾森英译）

 翻译说明  

海浪滔天，比喻为白发，实在是漂亮，因为包含着拟人。不知原来的民歌押韵

不，经过翻译的英文二、四行有韵。翻译为了句顺，在押韵之外，第三行和第四行

的承接，有一个转折，打断了原来的平铺直叙，增加了一点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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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 Pet Crane

My dear little crane

Is the glory of my goodly home.

I have not found so good a friend.

Though he is a servant he is a gentleman.

    (7th or 8th century,

    Trans. by Myles Dillon.)

家 鹤

可爱的小鹤

我家的荣耀。

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是仆人，也是绅士。

   （7 或 8 世纪，

     M．狄龙英译）

 翻译说明  

舍去了“是”的汉语句子，似乎更为地道。第三行是反向翻译，第四行则舍去

了主语。这些变化，都是向着汉语归化的语言技巧，虽然是不甚明显的变化，也是

十分重要。人称也转化为第二人称，这样，关系转为亲密，语气遂变得亲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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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he Son of the King of Moy

The son of the king of Moy in midsummer

Found a girl in the greenwood.

She gave him black fruit from thornbushes.

She gave an armful of strawberries on rushes.

      (7th or 8th century,

      Trans. by Myles Dillon.)

莫伊王子

仲夏，莫伊王子

在林间遇见一女子。

她从荆棘丛中采来小黑果给他。

她捧来满满一怀抱鲜草莓给他。

    （7 或 8 世纪，

     M. 狄龙英译）

 翻译说明  

前两行的“子”字落尾，后两行以“她”开始以“他”结尾，都形成了这首诗

的语法趣味。王子与平民女子相遇相爱的故事中外皆有，远古犹在今夕。“今夕何

夕”的感叹和纪念，与之恰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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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Church Bell in the Night

Sweet little bell

That is struck in the windy night,

I prefer go to a tryst with thee

Than to a tryst with a foolish woman.

    (9th century,

    Trans. by Kuno Me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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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会教堂钟

小小的钟

在有风的夜里鸣响；

我宁愿和你约会

也不愿和一个笨女人约会。

    （9 世纪，

     K. 迈耶英译）

 翻译说明  

此诗看似简单，其实有一点隐喻。“君子如钟，撞则鸣”的古训，使我们明白，

笨女人笨在何处，而风的意思也不可忽视。标题译为“夜会教堂钟”，比之英文要

多出一点意思来，恰好深化了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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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The Desire for Hermitage

Ah! To be all alone in a little cell

With nobody near me;

Beloved that pilgrimage

Before the last pilgrimage to Death.

To be cleansing my flesh with good habits,

Trampling it down like a man;

To be weeping wearily,

Paying for my passions.

A cold bed of fear—

The lying down of a doomed man;

A short sleep, waking to danger;

Tears from early morning.

Dry bread portioned out

A good thing to hollow the face;

An end to gossip; no more fables;

The knees constantly bent.

That will be an end to evil

When I am al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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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歌

独居陋室，

远离人迹；

独爱朝圣，

直到死期。

洗浴成习，

脚踏实地；

泣则厌世，

热情消矣。

冷榻生畏，

斯人独睡；

醒而思危，

晨起垂泪。

干粮均分，

有益瘦面；

无言无虑，

屈膝坐盘。

邪恶断念，

独自面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