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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先生已经过世多年了， 想起
他就像是旧友。 看书的时候我总是情不
自禁地想， 他的地坛对于他， 是怎样的
一种安慰。

双11刚刚过去， “物流” 已成为人
人皆知的概念， 是“北漂” 还是“逃离
北上广”， 人与物都在不停地变幻流窜。
而史铁生是“静止” 的， 他的地坛也是
“静止” 的， 相较于他人的流变， 他仿

佛停了下来。
一生中， 我们向着死亡奔， 死亡已

经注定， 而从生到死这一段之中， 史铁
生在地坛中一直追问着。 其中因为诚恳
而显得笨拙， 因为用力而显得激动， 并
不是每个哲理都深刻， 却更明白这是一
个裸着心思的作者。

但是我们太“健全” 了， 太想“要”
了， 我们被欲望架起来炙烤， 史铁生比我

们要先放下， 他听得到地坛里面的四季，
一朵花怎么谢怎么开， 一对老夫妻怎样路
过， 蟋蟀是什么时候开始叫， 他深入地
坛， 就像是深入自己的灵魂。

映照着他的文字， 其实也是在映照每
一个自我。 有些书是用来做镜子的， 用来
照着自己的模样， 才知道光阴流逝， 自己
已经在人生这条路上走了多远。 而往后的
路， 哪里才是自己的地坛？

小时候，善与恶的界限，如黑夜白天
般的清楚。但随着生活变得复杂，界限开
始模糊。越过界限时，人们学会了自我辩
解。若不小心，那些选择将让你遭遇一场
紫色雨，表面看来强身健体，实质上令人
无处可“逃”，这便是“邪雨”。

媒体生态小说《邪雨》中看似平凡的
角色设定， 背后都充斥着一段段心酸交
杂的心路历程。大部分人或许觉得这些行
为源于人性的复杂，然而人性真的复杂吗？
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通过摒弃灵魂来忘
却悲伤。有人说，所谓的灵魂，就是指我们

的记忆。因为我们的记忆里住着我们所有
的幸福与快乐，住着我们所有的悲伤与仇
恨，住着那些我们想记住的和我们想忘记
的。 楚梦正是把人生中这一幕幕幸福、快
乐、悲伤与仇恨的片段进行剪辑、放大，用
戏谑的手法，透过媒体人这个平台将社会
矛盾、人情世态作了真实而又生动的描述。
他们的出场与落幕，共同组成了一场盛大
的灵魂“狂欢”宴，饱含了人性博弈中的妥
协与抵抗。

主人公甫正风， 自始至终有着自己
的一种情绪和姿态。 他既抵抗蔑视的眼

光， 但又向对他投以蔑视眼光的人报以
更加蔑视的眼光；他憎恶社会的黑暗、虚
伪和丑恶，但又怀着极大的野心，渴望被
认可，渴望被爱。他不断地思考、观察、自
励和忍受，终于迎来得道的一日，但是所
有的一切也终困于这座城、那场雨。

我非常喜欢和欣赏《邪雨》看似开放
的不开放结局。它只简单作了一个交代，
但是无数的人可以给出无数的理解。

每一个灵魂， 感悟到的世界完全不
同，亦如，这场人生。

（《邪雨》楚梦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微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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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是什么？传统是根，一种维系着我
们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文化的根。

传统是一种文化，是一种环境，是一种
能量坊，它统摄着我们的生活。人是生活在
传统中的。传统让人有安全感，失去传统，
人像离开大地一样漂浮， 情感上没有归属
感。我们的传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文有
文统，道有道统，事有事统，人有人统，自在
而然。

我觉得传统如徐复观先生说的那样，
是由堂堂正正的人所创造， 那它就应该由
堂堂正正的人来传播，来继承，再诠释。所
以我喜欢“堂堂正正”这几个字。记得松居
直先生讲图画书的时候， 他说：“我喜欢的
图画书，它有仪表堂堂的面貌。”我想“仪表
堂堂”大概不是松居直一个人的体会，也是
长期从事图画书研究和图画书创作的人的
追求。

经典是传统存放的地方， 是一个储藏
所， 我们做经典也是希望把传统的好东西
拿出来，然后传递给孩子。

我做“三个和尚”的故事，是因为我觉
得在此可以存放一点传统的好物件， 比如
素朴，比如与自然相亲，比如勤劳和仁爱。
“三个和尚”的故事来自民间一句俗语“三
个和尚没水喝”。我觉得它够经典，因为它
内里有对人性的洞悉。 人性的弱点中有惰

性、有私心，与生俱来，一点也不可怕。我们
不满意的是它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人三个人
在一块没办法做事这种无奈。 所以大家编
书的时候都在为三个和尚找出路， 什么样
的情况下我们会团结，能超越私心，所以很
多的《三个和尚》都有一种这样的设计：在
灾难面前，大家会比较团结，所以三个和尚
都离不开一场火。

我们的传统文化中，诗人也好，画家也
好，都喜欢“美”,“从容之美”。那种幽远，那
种沉静，那种明澈，那种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最美的东西。 我喜欢
这种和谐。所以我把《三个和尚》放到一座
大山的开阔地方，而不是放在高山的顶部，
产生戏剧性的效果、夸张和变形。我不追求
夸张和变形，我要的是日常，所以我把它放
到平阔的地方。大自然有山有水，让我想到
中国人喜欢的精神“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山和水是中国文化里最美的东西， 它体现
了那种宁静的美和自然的从容之美。

三个和尚在我心里就是三个小孩，我
愿意把他们画成三个小孩， 他们有无限的

可能，他们没有那么世故。我画“三个和尚”
实则是画孩子。孩子无所谓美丑。小缺点和
各种优点在童年的对比， 是一张可爱脸庞
上的脏物，是可以一抹一抹去掉的。我爱画
孩子，爱童年的状态，我希望孩子有水喝，
希望他们生活在一起有欢乐，有安全感，有
希望。

人之所以有超越人性弱点的能力，靠
的是教化的力量。 人心向善爱美也是一种
天性。 教育的力量是将人性的灵动水源引
入一种较为健康或崇高的境界。我在《三个
和尚》里不厌其烦地画了环境之美、劳动之
美和生活之美， 是我觉得如果人生审美的
态度健康一点的话， 就会发现劳动之美和
创造生活之美， 私心就会像影子一样退缩
到只能成为一种衬托的位置， 眼光也会随
之开阔， 要获此力， 需在童年期就开始引
导。

扉页部分有一盏灯，从《宝儿》那里就
点亮了，一路点过来。我还想画这盏灯，因
为我希望大家能做传灯的人， 我希望它出
现在和尚的小庙里面， 也出现在其他的作
品里面， 更出现在我们文化传播人的心灵
中间。

（作者系著名艺术家、 著名儿童插画
家、国际儿童读物联盟CBBY理事 《三个
和尚》 蔡皋著 教育科技出版社出版）

应该承认， 人类的精神活动经常体
现出追求真理和正义的勇气， 以及一种
非功利的、不为日常生活所局限的“神圣
的疯狂”。但是，在很多场合中，思想有其
历史根源，背后隐藏着十分复杂的利益。
诚如英国犹太裔思想史家、 政治哲学家
以赛亚·伯林所言：“对于各种观点、社会
运动、人们的所作所为，不管出于什么动
机， 应该考虑它们对谁有利， 谁获益最
多，这些并非愚蠢的问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
上，协约国迁就日本，牺牲中国利益，这
是不难达成共识的史实。 中国外交部在
和会上的作为可圈可点，交涉失败，不能
归罪中国政府。顾维钧、颜惠庆等人据理
力争，虽然赢得和会代表的尊敬，却没有
得到国人的认可，甚至受到流言的伤害。
学生上街后，上海英国势力的喉舌《字林
西报》发表分析时局的长文，提醒协约国
人士防止中国学生由和会而生的恶感对
英、法、美三国而发。这位美国作者认为，
应支持学生运动并使它的矛头指向中国
政府， 从而谋取门户开放政策所能带来
的最大利益。这篇文章立即取得效果，上
海爱国社1919年5月的一本出版物在译
介它时用的标题竟是“西人痛斥卖国
贼”。所谓“爱国”的学生成了英、法、美等
国推卸责任、向中国政府施压的工具。狡
猾与糊涂，形成如此鲜明的对比。

20世纪头几年， 一些激进知识分子
不顾历史文化的条件， 学到几个自己还

不大明白的舶来抽象词汇， 就奉为救国
治国良方。陈天华担心，不具备条件就仓
促举事，反而将乱中国，社会的进步不能
躐等求之。也有人专在海外“以摧剥征伐
政府为唯一之能事”，并“暗结日、英为后
劲”。他就预见到“外恃外资”不可取。在
短暂一生的最后一年， 陈天华身上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 这种变化起因于他逐渐
萌生的渐进主义思想和对“思想背后的
利益”的认识。他是《民报》主笔之一，该

报以“颠覆政府”为第一目的，但是他在
《绝命书》中向留日学生提出的任务却完
全不合“颠覆政府”的宗旨。这是一种更
高的要求：他希望留日学生“坚忍奉公”，
要他们“刻苦求学，徐以养成实力，丕兴
国家”。这是一位诚实而勇敢的爱国者的
语言。下面这段话，更为沉痛：

凡作一事，须远瞩百年，不可徒任一
时感触而一切不顾。

一哄之政策，以后再不宜于中国矣。
如有问题发生，勿轻于发难。此固鄙人有
谓而发，然亦切要之言也。

这是他的自省，也是他的告诫。
陈天华投身东海后， 他的同志们称

他为“烈士”，并为他在岳麓山举行盛大
的安葬仪式。然而他的“切要之言”竟无
人听取。“一切不顾”的行为，理直气壮的
“发难”，形形色色的“一哄之政策”，史不
绝书。

清末， 在华浪人和日本陆军官佐也
在密切观察社会剧变， 有的甚至参与武
昌“首义”。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暗助“反叛
分子”，使其日益强大，一旦时机合适，日
本将出面居间调停，使满汉分立为两国。
难怪辛亥革命被他们称为“千载一遇的
大机会”。

当然,�提出“思想背后的利益”这一话
题，绝非认定杨朱之学乃普世真理。思想背
后也有兴趣、忠诚和宽厚的待人之道。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思
想背后的利益》陆建德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明清两朝，士大夫能够
中进士而且点翰林，是科举途
上最荣耀的事情。做了翰林之
后， 不仅可以有机会外放考
官，收若干门生，而且升迁特
快，用不了多少年就可以位列
卿相。不过，清末却有两位翰
林公参加推翻帝制革命，一位
是蔡元培，另一位是湖南的谭
延闿。

谭延闿本是贵胄公子，父
亲谭钟麟是清末的地方大员，
不过面目相当保守。谭延闿是
谭钟麟晚年得的儿子，虽然以
今天的眼光看来似乎不利于
优生，但这个老来子却非常聪

明，书读得好，是光绪三十年会试的第一名，
即会元。

在中国近代历史上， 老子和儿子唱反调
的事特多，老子保守，儿子往往就激进，越是
有出息的儿子就越有激进的可能。 中进士入
翰林之后，谭钟麟死了，回家守制的谭延闿很
快就跟鼓吹改革的立宪派搅在了一起， 高票
当选湖南咨议局议长。 接下来发生了辛亥革
命，“山大王”焦达峰做了湖南都督，没多长时
间就被刺杀，谭延闿被推上都督的椅子，从此
落入“革命阵营”。此后在湘督位置上几番上
下，时而省长，时而督军，时而总司令，时而军
长，最后做到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院长。

谭延闿在国民党内人缘极好， 因他是文
官，人称文甘草。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
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一起用。 凡被人叫作甘
草的人，往往有特别好的脾气，谭延闿为人之
随和， 是出了名的。 做官时下属进门不用报
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享用，而谭延闿不论
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即使被部
下卖阵，差点做了俘虏，也不过是苦笑着摇摇
头而已，所以，他的第二个外号叫谭婆婆。大
革命时期，国共时有摩擦，左派右派，壁垒分
明，但是唯有谭延闿，左派大他站在左边，右
派大他站在右边，两边的攻击炮火，都擦不到
他的边。反过来说，这种人的用处也不大，做
到行政院院长也不过是国民党内各个实力派
都能接受的作为缓冲用的沙袋， 一个军人政
权的点缀。

谭延闿登上政治舞台的时候， 赶上了一
个武人当家的时代，遍地烽火，到处打仗。谭
延闿一介贵胄公子，不幸又是读书种子，虽然
据说在第一次做都督时曾经在武人面前露过
一小手，可以双手使枪，而且枪法极准，但依
然没有武人拿他当自己人。 他也没有亲自下
部队带兵打仗， 所以尽管他顶着那么多貌似
军阀的头衔， 却从来掌不了实权。 在那个时
代，文人混在武人堆里，往往带有很大的危险
性， 弄不好就会被上下左右的野心家们给牺
牲掉。可是由于谭延闿的好脾气，这种危险对
他来说却似乎不存在。 下面的武夫可以架空
他，出卖他，驱逐他，但没有人敢冒湖南乡里
舆论的大不韪杀掉他。 至于上面和左右的武
人，由于他的圆通、对人不构成威胁，也会安
全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谭延闿是近代的冯
道，苟安于乱世，靠的就是心平气和，处世圆
通。据说，谭五十岁那年，有人做祝词曰：“茶
陵谭氏，五十其年，喝绍兴酒，打太极拳，写几
笔严嵩之字，做一生冯道之官，立德立功，两
无闻焉。”谭氏闻后，不仅没有生气，反而连称
奇才。说实在的，这祝词虽然刻薄了一点，但
对于谭确实再贴切不过了。

谭延闿的时代，是中国现代的转型时期。
可是，转型转成了文官沦为骄兵悍将的摆设，
只有像冯道一样，心平气和、唾面自干，才能
文运长久，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悲哀。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
士生导师 本文摘自《张鸣说历史：大国的虚
与实》 群言出版社出版，有删节。)

“经过漫长的
征程，弗朗索瓦·奥
朗德当选为共和国
总统， 而我则被完
全带入了他的轨
迹。在爱丽舍宫，我
常常会觉得自己名
不正言不顺。 从昂
热廉租房住宅区里
走出来的小姑娘成
了第一夫人： 总会
有些格格不入的地
方……”本书是法
国总统奥朗德前任
女友的回忆录。瓦
莱丽一再强调，这本书并不是为了报复，不是为了毁灭
奥朗德，而是为了重建自我。

走马观书

《看中国》
马国川 中信出版社

中国经济正
在崛起， 国际地
位越来越重要 ，
但是另一方面 ，
中国也面临着巨
大的转型难题 。
只有站在世界看
中国， 才能清晰
地看到中国面临
的问题和挑战 ；
只有以世界的视
野来审视中国的
转型， 才能准确
认识到中国未来
的道路。 本书是《财经》杂志主笔马国川对基辛格、
李光耀等20多位国际最权威、最有影响力的人士的
采访。他们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分析中国的现状，对中
国政治、经济、法律、民生、文化、历史等方面进行了
全方位、多角度的剖析。

《爱是一种微妙的滋养》
沈煜伦 湖南文艺出版社

微博人气冠
军 、 美男作家沈
煜伦首部温暖故
事集 。 书中有关
于亲情 、 给单身
母亲的故事 《单
翼飞翔》， 有关于
爱情的故事 《葱
烧爱情》， 小波和
王巧妹 ， 一个腼
腆书生 ， 一个豪
放女汉子 ， 一段
令人啼笑皆非的
爱情故事 。 十二
个 温 暖 故 事 ，十
二种温暖的爱。本书入选湘版10月好书榜。

《寂寞是毒，也是解药》
周思成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是新东
方人气王 、 湖南
伢子周思成的新
作 ， 讲述自己如
何从一名普通大
学生 ， 一路备受
挫折 、 不断在寂
寞中 “升级 ”，成
长为新东方人气
教 师 的 心 路 历
程 ， 给读者展现
了 一 个 毫 无 背
景 ， 却凭自己努
力 的 成 功 案 例 。
作者用时下流行
的语言、调侃洒脱的态度让人深深体会到他的成长
和变化，在看似风波不断、鸡血满满的生活中，传递
着永不言败、一直前行的力量。

《民主的阴暗面———解释种族清洗》
[英]迈克尔·曼 中央编译出版社

当同一片领
土上 ， 两个对立
的种族民族主义
组织都声称自己
拥 有 国 家 主 权
时 ，危险产生了 ；
当弱势的一方由
于外部的支援而
不愿屈服 、 选择
战斗 ， 或者强势
的一方认为自己
能够骤然展开锐
不可当的武力行
动时 ， 冲突便升
级了……凶残的
种族清洗为何是现代民主的丑恶面？ 本书作者是西
方影响力极高的历史社会学家，他的解读聚焦于社
会中的政治权力关系，令人信服地阐明了种族清洗
的源头及升级过程，有助于避免悲剧再次发生。

《感谢这一刻》
瓦莱丽·特里耶韦莱 人民文学出版社

我写我书 经典是传统的储藏所
□蔡皋

大家言说 思想背后隐藏着利益
□陆建德

温故知新

文
甘
草
谭
延
闿

□

张
鸣

我读经典 你我行色匆匆，而他想停下来
□袁元

透视灵魂看人生
□文婉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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