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功勋

古今中外， 大凡有独特风格的作家，都
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王国。这个文学王国就是
作家的故乡，这是他们写作能以持续下去的
活水源头。

武冈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
湘西南的一方重镇，山水清幽，人文荟萃。生
在武冈、长在武冈、工作在武冈的作家黄三
畅，深深感受了武冈城乡雅韵风姿，创作了
散文集《行吟古城古州》，给我们展现的是一
副充满生命活力和浓郁人文色彩的古城古
州画卷，具有独具特色的美学价值、热烈的
家国情怀。 读之，使人产生情志的共鸣和心
灵的震撼。

古云，“修辞立其诚”，诚者，心也！《行吟
古城古州》， 令人感动的是作者蕴含于文中
那一份对家乡的浓情爱意。 他在自序《最爱
是家乡》中深情地写道，“我说的武冈，是大
武冈，包括了周边一些县份或一些县份的部
分地区”，“我走在周边的一些县份， 并没有

‘外乡人’的感觉，人是我的兄弟姐妹，河是
我的母亲河，一草一木，似在迎我、亲我。 ”

有了这份心、这份情，他就把家乡的自
然景观、风土人情，上升为一种精神历史的描
述，一种诗般的吟唱。 他行走在家乡的山山
水水、村村寨寨，就是为了驻足一个个历史现

场，回眸曾经铸就的岁月，重温大地母亲的赐
予。 黄三畅在家乡的怀抱里， 书写着沧桑古
城、诗意古州，跨越时空与历史对话，寻觅和
揭示家乡人心灵的美质。 这一切都源于一种
在家乡热土上追求道德升华和自我实现的
虔诚， 一切都源于对家乡山水、 人事痴迷的
爱。 从这个意义上说，《行吟古城古州》，无疑
是作者艺术境界与思想情操的一次近乎悲
壮的熔铸。

文化是一种情怀，文化是一种关爱，文化是
一种总结，文化是一种传承。 故乡不一样的风俗
是一种文化，不一样的人情是一种文化，不一样
的传统理念也是一种文化。“君自故乡来，应知故
乡事。”在人潮人涌的异地他乡，在科技日益发展
的今天，不管你的着装如何改变，你的语调言论
怎样趋于大众化，当你为浮华尘世的千变万化而
苦恼纠结时，如果能偶然邂逅一家乡人，能读到
家乡的一点文字……那个亲，那个热，是不能言
表的。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 ”读黄
三畅《行吟古城古州》，让我感觉到了心灵的律动
和乡情的脉动， 它触动了我心底最柔软的地方。
那是因为———

家乡，是我们情感的圣地，心灵的家园，灵魂
的驻地。

（《行吟古城古州》 黄三畅著 大众文艺出版
社出版）

最爱是家乡

吴昕孺

塞万提斯的 《堂吉诃德》 标志着西
方现代小说的萌芽， 成书于17世纪初，
约与 《西游记》 同时。 明代白话文发展
很快， 在唐宋话本的基础上诞生了章回
体长篇小说。 《堂吉诃德》 则是在欧洲
文艺复兴晚期， 由于人的解放与人性的
张扬， 完成了对中世纪骑士小说的终结。

在一个压抑自我、 嘲弄英雄的时代，
堂吉诃德以“英雄” 自居———“时刻想到
自己该去扫除的暴行、 申雪的冤屈、 补
救的错失、 改革的弊端以及履行的义
务”。 在一个平庸的时代里， 他做着自己
的“英雄” 梦。

堂吉诃德无疑是一个疯子， 但绝妙
的是， 他在自己疯狂的举动里呈示出对
于艺术类别与社会问题的真知灼见。 他
心中的女神杜尔西内娅只是一个臆想产
物， 根本就不靠谱， 可堂吉诃德谈论起
爱情来， 仿佛丘比特附体： “爱情有时
飞行， 有时步行； 有人的爱情是奔跑的，
有人的爱情是踱步的； 有的冷静， 有的
热烈； 有人为爱情受伤， 有人为爱情送
命。 爱情从初生到长成， 只在一刹那之
间。 爱情在早上攻打一座堡垒， 往往到
晚上就攻破了， 因为它的力量所向无
敌。”

堂吉诃德的首要意义在于他与时代
格格不入。 他用一匹驽马、 一副破盔甲
和一个瘦弱的老病之躯， 去对抗那个强
大的世界。 而他又看不到那个世界的毛
病所在， 即使看得到， 他也够不着， 因
此他每一次出招要不是伤及无辜， 要不
就是击向虚空。 堂吉诃德的骑士之旅，
既是一次浪漫之旅， 更是一次绝望之旅。
唯其有真正的浪漫， 比如怀揣着杜尔西
内娅， 才有真正的绝望。 唯其有真正的
绝望， 比如被“日月骑士” 打败， 才有
真正的浪漫。 从这种意义上说， 堂吉诃
德是真正的骑士， 因为他兼具了真正的
浪漫与绝望。 他由此成为现实的笑柄，
成为梦想的人质， 成为清醒的异类， 成
为迷狂的战士。 而这名战士， 他与之搏
斗的对象永远是“风车”。

桑丘是堂吉诃德忠实的仆人。 他善
良而脆弱， 势利又知足， 呆傻却灵泛，
他在“便宜他了” 海岛当总督好不威风。
尽管有不世出的决断智慧与管理才华，
但那毕竟只是一场游戏， 他最终必然要
回到他自己的角色———一个仆人， 一个
农民。 也就是说， 那几天总督生涯依然
是虚构出来的一个梦。

译者杨绛说： “我们通常把桑丘说
成堂吉诃德的陪衬， 其实桑丘不仅陪，
不仅衬， 他是堂吉诃德的对照， 好比两
镜相对， 彼此交映出无限深度。” 这段话
当然说得好。 但在我看来， 堂吉诃德与
桑丘是同一个人的正面与背面。 他们做
着同样的事情， 说着同样的话， 有着同
样的天真与痴迷。 桑丘必然从堂吉诃德
中分离出来， 代他去看望杜尔西内娅，
代他当海岛总督……桑丘在总督任上的
精彩， 体现的实际上是堂吉诃德的智慧。
本书有无数处， 桑丘说着说着话便极似
堂吉诃德的口吻， 那不是作者的混乱，
而是人物本质的回归。

塞万提斯最后让堂吉诃德清醒过来。
堂吉诃德的清醒亦即他的死亡。 这是塞
万提斯的绝望。 如果说， 堂吉诃德的绝
望正是堂吉诃德的浪漫， 那塞万提斯的
绝望就是其浪漫的终结。

作家身心交瘁， 留下他作品的主人
公继续受到这个世界的无情捉弄。 不，
是堂吉诃德和桑丘继续在深情地捉弄着
这个世界， 捉弄着每一个世界。

(作者系湖南省诗歌学会副会长， 书
评委员会理事)

路来森

读过蔡澜不少书， 最喜欢的，还
是他谈吃的书，诸如《寻味》、《食色》、
《暖食》、《烹宰为乐》等。

蔡澜见过大世面，吃过不少“大
席”，然而，他最喜欢的，似乎还是“寻
味”，到隐藏于大街小巷中的排档、食
肆，寻找最能体现地方特色的、最具
有传统风味的美食。 他写大排档：“大
排档是那么的繁忙嘈杂，聋耳的高谈
阔论，热辣辣的菜色，草草的杯盘，打
破家庭料理的单调， 建立对方的友
情，是庶民的圣地。有时也很宁静，与
相恋者在一起，吃碟炒蚬，互相对啜，
的确写意。 ”在蔡澜看来，大排档，成
了“庶民的圣地”。

蔡澜谈吃，喜欢不厌其烦地叙写
一道菜的制作、烹饪过程。 他叙写的
各种各样的美食的烹饪过程，不一定
自己都亲手操作过，或许，里面还会
存在一些“想当然”的成分；但读着他
的文字，就是叫人喜欢：你仿佛看到
了一位郇厨高手的蔡澜， 他腰系围
裙，在厨案前，叮叮当当地忙活着，井
然有序，有条不紊；不一会儿，一道佳
肴就上桌了；于是，满室飘香；于是，
蔡澜霍然而立，踌躇满志。

事实上，蔡澜也确实喜欢亲操庖
厨，时不时，做一道自己喜欢的菜。 特
别是一个人，在相对“孤独”的时候，
做菜，成为他的一种生活享受，成为
他消解“孤独”的一种方式。吃着自己
亲手做出的美食，他说：“把孤独变成
一种享受，也是一种哲学。”

在谈美食中，悟得人生，也许在
文章中仅仅是点缀一笔，但却是“画
龙点睛”。

如此蔡澜，才真正称得上是“知
味蔡澜”。

堂吉诃德:
在平庸的时代里
做“英雄”梦

知味蔡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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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命是这么土》
袁凌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袁 凌 的 写 作 ，
无论散文 与 小 说 ，
都是一种 “在 场 ”
的态度 。 他始终直
面底层社会的冷与
无奈 ， 冰刀般地划
破时代表象之华丽。
在众多写作者都不
顾脚下这块土地之
凉薄时 ， 他依旧匍
匐其上 ， 尽其体温
以图敷热那些悲寒
之生命。

———著名作家 野夫 推荐

《一品芝麻狐》
王溥 著 友谊出版公司

两年多前见到
王溥 ， 他坐在一张
破旧的桌子前 ， 为
《后会无期》 画分镜
头。 工作时间很紧，
他把自己关在那间
小屋子里 ， 每天准
时交货 ， 导演组再
把他的画贴在我卧
室的墙上 。 所 以 ，
很多个夜晚 ， 是他
的画陪我入睡 ， 以
至于到最后 ， 发觉
好多镜头拍的还没他画的有意思。

现在， 他的 《一品芝麻狐》 问世了。 我知
道迟早有那么一天， 他会带着自己的作品横空
出世。 他的画作天生带着电影的节奏和质感，
如他相貌一样潇洒。 我很矛盾， 有时候我希望
他特别火， 因为这是他和他的作品应得的； 有
时候又希望没人知道他， 因为这样， 我们就可
以自私地独享他的才华， 让他给我们的电影画
分镜头。 这本书只是他的一个起点， 他的未来
必然会来。 ———著名作家 韩寒 推荐

习骅

我是一口气读完 《制度的笼子》 一书
书稿的。 出版社的同志问我读后感， 我说：
我很喜欢。

我喜欢这本书的内容， 它顺应了时代的
需求。 创造制度、 依靠制度、 尊崇制度， 是
人类文明的重要特征， 社会进步的显著标
志。 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与制度创新同步，
无论是绵延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 还是家庭
联产承包责任制， 无不如此。 党的十八大吹
响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冲锋号， 新一届党
中央领导集体把制度建设放到了战略地位。
2015年6月26日， 中央政治局就加强反腐倡

廉法规制度建设进行集体学习， 习近平总书
记强调， 铲除不良作风和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的土壤， 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 事实上， 改
革就是制度创新， “四个全面” 呼唤制度创
新， 实现中国梦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 可以
说， 中国社会进入了历史上最旺盛的制度创
新的黄金时代。

而这本 《制度的笼子》 恰好解决了什
么是制度、 制度有什么价值， 以及什么是
科学的制度等人们关心的大问题， 可谓应
运而生， 生逢其时。

我喜欢这本书的形式， 它让读者在愉
悦中收获知识。 2015年5月， 我与环保部一
些年轻干部座谈读书问题， 有位同志在发
言中谈了选择书籍的苦恼： 现在书确实多
了， 但有的有意义没意思， 有的有意思没

意义。 她的这个意见对文化产品的生产者
是个善意提醒。 书籍也是商品， 消费者不
买账， 它就实现不了应有价值。 而 《制度
的笼子》 是用一个个小故事串起来， 完全
契合读者的阅读心理。 每个故事都令人兴
味盎然、回味无穷，如《分粥故事：制度的起
源》《制度变迁：小人物与大角色》《制度之笼
岂能随意“破窗”》《海恩法则》等等。

可贵的是， 讲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
而是为了讲道理， 让读者在轻松愉快中获
得制度经济学等科学理论和思想， 既感到
有意义， 还感到有意思， 印证了习近平总
书记的名言： “讲好故事， 事半功倍”。

我赞赏作者的担当精神。 我在 《中国
历史的教训》 前言中谈过这样的肺腑之言：
邂逅伟大的历史节点固然幸运， 但更重要

的是参与。 本书的两位作者很年轻， 又身
处工作烦冗的岗位， 他们一边认真工作，
一边认真思考时代课题， 并且加以升华，
其担当精神难能可贵。 同为公务员， 我对
他们努力的艰辛和成功的喜悦感同身受。
尤其欣慰的是， 我看到经世致用的湘学传
统之光在他们身上闪耀。 中华民族的伟大
复兴需要千千万万知行合一的公务员， 所
以我不重复“尚有不足” 之类符合一切书
籍的序言套路， 而是把他们引为同道， 并
期待更多的年轻干部加入其中。 这不正是
民族复兴大业和党的事业蓬勃发展所需要
的吗？

（作者系中纪委驻国家铁路局纪检组副组
长、 监察局局长。 本文系徐贻军、 何德平著
《制度的笼子》 一书序言中信出版社出版）

《再见大师》
梁实秋、 许倬云 等 著 岳麓书社

本书选自台湾
《传记文学 》 杂志 ，
由多篇回忆民国时
期著名学者如章太
炎 、 梁启超 、 王国
维 、 陈寅恪 、 赵元
任、 吴宓、 张大千、
齐白石等人的文章
组成 。 作者大多是
传记主人的亲朋好
友或门生故旧 ， 熟
知这些学者的掌故
轶闻 。 学者们在他
们的笔下栩栩如生， 亲切动人， 卓然雅致。 本
书入选12月湘版好书榜。

《胡适：努力人生》
朱洪 著 漓江出版社

胡适 ， 本一介
寒士 ， 他从一个普
普通通的安徽绩溪
人成长为20世纪上
半期中国文坛上一
位登高一呼 、 应者
云集的风 云 人 物 ，
以至于 “我的朋友
胡适之 ” 成为当时
的流行语 。 他究竟
走过了一条怎样的
路 ？ 本书以翔实的
史料为基础 ， 以时间的推移为线索 ， 抉隐钩
沉， 探幽发微， 向读者展示了 “人间烟火” 中
不断拼搏的胡适， 可谓一部胡适人生历程的编
年史、 “起居注”。

《爱因斯坦：想象颠覆世界》
刘继军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作为现代物理
学的奠基人 ， 他独
立创立了 相 对 论 ，
完美解释了光电效
应 ， 从而成功为量
子理论奠基 。 当人
们称赞他学识渊博
时 ， 他却说 ： 想象
力比知识 更 重 要 。
翻开本书 ， 穿越弯
曲的时空 ， 看爱因
斯坦如何运用创造性的想象颠覆人类自以为了
解的整个世界。

讲好故事 事半功倍

老兄，今晚的饭局我就不去了
贾平凹

老兄：
今晚粤菜馆的饭局我就不去了。
在座的有那么多领导和大款， 我虽也

是局级， 但文联主席是穷官、 闲官， 别人
不装在眼里， 我也不把我瞧得上， 哪里敢
称作同僚？ 他们知道我而没见过我， 我没
有见过人家也不知道人家具体职务。

若去了， 他们西装革履我一身休闲，
他们坐小车我骑自行车， 他们提手机我背
个挎包。 于我觉得寒酸， 于人家又觉得我
不合群， 这饭就吃得不自在了。

要吃饭和熟人吃得香， 爱吃的多吃，
不爱吃的少吃， 可以打嗝儿， 可以放屁，
可以说趣话骂娘， 和生人能这样吗？ 和领
导能这样吗？ 知道的能原谅我是懒散惯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对人家不恭， 为吃一顿
饭惹出许多事情来， 这就犯不着了。

酒席上谁是上座， 谁是次座， 那是不
能乱了秩序的， 且常常上座的领导到得最
迟， 菜端上来得他到来方能开席。 我是半
年未吃海鲜之类， 见那龙虾海蟹就急不可
耐， 若不自觉筷先伸了过去如何是好？ 即
便开席， 你知道我向来吃速快， 吃相难看，
只顾闷头吃下去。 若顺我意， 让满座难堪，
也丢了文人的斯文； 若强制自己， 为吃一
顿饭强制自己， 这又是为什么来着？

席间敬酒， 先敬谁， 顺序不能乱， 谁
也不得漏， 我又怎么记得住？ 而且又要说
敬酒词， 我生来口讷， 说得得体我不会，
说得不得体又落个傲慢。 敬领导要起立，
一人敬全席起立， 我腿有疾， 几十次起来
坐下又起来， 我难以支持。

我又不善笑， 你知道， 从来照相都不
笑的。 在席上当然要笑， 那笑就易于皮笑
肉不笑， 就要冷落席上的气氛。

更为难的是我自患病后已戒了酒。 若
领导让我喝， 我不喝拂他的兴， 喝了又得
伤我身子。 即使是你事先在我杯中盛白水，
一旦发现， 那就全没了意思。

官场的事我不懂， 写文章又常惹领导
不满， 席间人家若指导起文学上的事， 我
该不该掏了笔来记录？ 该不该和他辩论？

说是不是， 说不是也不是。 我这般年纪了，
在外随便惯了， 在家也充大惯了， 让我一
副奴相去逢迎， 百般殷勤做媚态， 一时半
会儿难以学会。

而你设一局饭， 花销几千， 忙活数日，
图的是皆大欢喜， 若让我去尴尬了人家，
这饭局就白设了， 我怎么对得住朋友？ 而
让我难堪， 这你于心不忍， 所以， 还是放
我过去， 免了吧。

几时我来做东， 回报你的心意， 咱坐
小饭馆， 一壶酒， 两个人， 三碗饭， 四盘
菜， 五六十分钟吃一顿！

如果领导知道了要请我而我未去， 你
就说我突然病了， 病得很重。 这虽然对我
不吉利， 但我宁愿重病， 也免得我去坏了
你的饭局而让我长久心中愧疚啊。

（摘自 《读者》）
公众号留言选：
董董儿： 言之有理， 拒之也有理。 不

过这还是得靠一个决心。
李雨青： 虽然现已是高速发展的时代，

但我在贾平凹先生的字里行间仍然感受到
了一股超越时代和科技的文人味道， 它既
平淡随和， 又悠远绵长…

明月永恒： 大实话啊， 这样的饭局还
不如在家吃一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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