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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岁年年有光： 周有光谈话集》
周有光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本书精选汇集了周有光先生百岁之后
所思所想所虑。 近十年来， 除了写作， 周
有光先生在他的小书房里与许多来自各地
的文人访客谈笑对答， 这成为他晚年表达
自己观点的极具特色的方式之一。 这本谈
话集分为对谈和采访两部分， 既有他对自
己一生难忘经历的回顾， 更有对国家社会
发展的思考， 对世界历史的走向、 社会制
度的变迁、 国家未来的发展的关注。 在一
问一答之中， 浓缩了百年的人生智慧。 本
书也是周有光先生晚年生活状态的真实记
录与呈现。

《背影： 我的父亲柏杨》
郭本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柏杨去世五 年 之 后 ， 其 长 子 郭 本

城开始动笔 ， 重温父亲的苦难 、 斗志
和 皇 皇 2000万 字 的 创 作 历 程 。 本 书 详
述了柏杨幼年被后母凌虐 、 少年失学 、
战乱从军 、 冒名读书 、 远渡台湾以及
十年小说 、 十年杂文 、 十年牢狱 、 十
年著史的人生经历 。 作者重温父亲的
苦难 、 抗争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
感悟 ， 也是走进父亲内心世界的一次
心灵旅程 。

《在爱的尽头等你来》
周建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反映20世纪80年代初期一群
军校师生工作与学习、 成长与爱情的青春
励志小说。 作品以 “我” ———六班副刘楠
的观察为视角， 以教员于辉和几位护士班
女学员的感情撞击为基本框架， 细腻地描
写了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青春心理和理想情
操。

杨澜

王阳明曾经写道：“你未看此花时，此
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
色一时明白起来。 ”

这世上有许多非凡的风景， 我等作为
匆匆过客，原本不值一提。 但不知怎的，它
们触动了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的情感，连同
视线，与它们联结在一起，令人久久不能忘
记，也无法归于寂寞了。

故宫是世界上最大的院落。 近万个房
间，层层的围墙与门窗，拒绝任何人窥视与
打探，也守卫着无数的秘密。采访故宫博物
院院长单霁翔时，他说，闭园以后，当他独
自漫步在空寂的紫禁城， 会感到自己并非
独自一人。虽然没有遇到什么娘娘的灵魂，
但是会强烈地感到， 那一砖一瓦、 一草一
木，皆有前世今生，都是会呼吸、会生长、会
衰老的生命。它们在诉说自己的故事，也在
倾听今天的世界。于是，那些在意并在乎它
们的人的心中，一份尊重油然而生。单院长
对故宫的管理做了不少改革， 其中之一就
是在餐饮处设置了更多长椅， 让脚乏的游
客不再三三两两地蹲在地上吃饭。“你让游
客更有尊严，他们就会给故宫更多尊严。 ”

日本京都金阁寺的后院， 有一处知名
的枯山水，就是没有植被，只靠石块沙砾精
心布置的园林。 在这处紧挨着僧人修行的
禅堂的院子里，有12块石头。 不过，除了从
空中俯瞰，无论你站在院子的哪一个角落，

你都只能看到11块石头。 设计者这样做可
谓用心良苦： 每个人都无法全知全能地看
到事情的全貌，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要
常怀谦卑自省之心，学会换位思考。

接受刺激的可不仅是视觉。
巴黎香榭丽舍大街68号，“娇兰” 品牌

的百年老店。这个有着近200年历史的香水
品牌， 曾是拿破仑三世订婚时的香水提供
者。从你踏入房间的一刻起，就将前所未有
地唤醒你的嗅觉。那是数百种香水的检阅，
丰富的花香、木香、动物香混合着，在鼻腔
里冲撞，激活你的嗅觉末梢，带给大脑活跃
的想象。有些瓶子虽然从未被开启，里面的
香水却已经于无形中逃逸，挥发了一截，人
们称之为“上帝的那份儿”。 气味据说与人
的内在气质和深层记忆有关， 甚至是那些
已经被我们的大脑“过滤掉”的记忆，都能
被气味唤醒。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总有某款
香味如密码般神秘地契合了我们的个性，
哪怕不为我们所知。是这一款吗，如五月的
草地？ 还是这一瓶，如炉火边的好梦？ 抑或
是这种加那种， 是某人与我擦肩而过时的
气息，人已去，香犹在？ 已经极致了，偏偏还
有时间这位最昂贵的调香师： 这是1894年
的香水，材料来自中国，那时的欧洲沉迷于
“中国风”；那是1914年的香水，两个月之后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多少国家消失了，多
少生命逝去了，一瓶小小的香，却还在。

（选摘自《世界很大，幸好有你》杨澜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工匠的活计里
藏着技道合一

王澍 （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
长、博导，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

对待传统， 必须真的扎进去， 关注具
体的某一样事情， 很深入地去了解， 然后
才可以谈论传统， 否则， 关乎传统的讨论
永远都是宽泛到虚无， 最后变成符号化的、
人造的、 假的东西。 因为我们说的传统，
并不是博物馆里头藏了什么好看的东西，
而是掌握在工匠手里活的能力和记忆。 如
果这些工匠没活干了， 这些记忆消失了，
我们的传统就死了。

当我发现我其实对中国传统一无所知
时， 发现书本上的知识是如此苍白时， 我
走向工匠， 我发现重大的秘密都掌握在他
们手里。 不光是建筑的秘密都掌握在工匠
的手里， 读下庄子就会知道， 大量的哲学
寓言也都是以工匠为背景的， 比如庖丁解
牛。 这是中国的一个伟大传统———技道合
一。 对哲学的讨论一定是从生活中来的，
和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哲学思想都是
从具体能做的事情中体现出来的， 人们可
以通过书法、 绘画， 通过做家具、 造房子、
修水利工程等等， 体味哲学思想。

充满生命力的
快乐叫喊
熊亮

一 位 绘
本作家的第
一本书往往
是最自由的，
不为先例束
缚 ， 也会有
更多的创造
性。

《十 兄
弟》 虽然创
作在几十年
前， 可今天一翻开， 仍然能听到充满生命
力的喊叫声响起， 文字和图片都透着民谣
和儿歌的呼吸韵律。 文字完全是走一步跳
三跳的状态， 念起来你会情不自禁地感觉
到十兄弟一个个高高低低、 闹闹哄哄跳出
场来。

创作者往往为了一本书该怎么去画费
尽脑筋， 但图画书最好的图文结构应该是
最自然的。 我们读到一个故事或一首诗歌
时， 会在头脑中下意识地映出一段流动的
想象画面来， 图画书艺术家就像把空气的
思维状态抓住， 落实在一帧帧的画面中。

也许正是声音带来的灵感， 才有了这
本图画书里靛蓝、 大红、 纯黑分明的色块，
充满表情的脸孔， 错落跳跃的画面布局。
郑明进老师直截了当就抓住了民间故事里
最有活力的部分。 这本书有颗怦怦跳动的
快乐心脏， 这快乐能一下子传达到小朋友
的心里头去。

中国民间故事的想象力很有自己的特
点， 天马行空， 任意来往， 有时夸张到不
能理喻的程度。 比如在这本书里， 有站在
大海里还高出一大截的长腿、 一哭就能引
发洪水的大眼睛、 脚底上能扎一棵大树一
样的刺， 这些想象不止是追求荒诞的美学，
更是让我们在不能理解中一下子去突破头
脑的边界， 把局限的思维翻了个个儿。 这
些故事里的隐喻或是背景虽然属于历史，
但思维方法可以影响到现在， 近如日常生
活的一切， 远如对宇宙的理解。 摆脱局限
思维， 才能发现你真正的创造力。 这对于
孩子就是很好的创造思维训练。

（作者系中国著名原创绘本
画家， 儿童阅读推广人 。 《十兄
弟》 郑明进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推荐人： 亨利·基辛格 诺贝尔和平
奖获得者、 美国前国务卿

推荐书：

《再平衡:新大国时代，
中美自由贸易何去何从》

机械工业出版社

推荐理由 ： 对21世纪国际关系的
研究，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能否
达成共同目的， 尽管两国现在在部分领
域还存在一些竞争 。 弗雷德·伯格斯滕
和加里·赫夫鲍尔在这本书中深入地分
析了这个问题， 并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
了大量的政策经验。

微语灼见

微书评

胡艳红

“时光像一把剪刀，把原本完整的记
忆剪成一块块碎片。 ”有些东西终将逝去，
怎么也留不住。 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
让自己忘记。 但是，记忆是需要沉淀的，而
回忆则需要角度， 距离才能产生角度；离
得太近，视域反而狭窄，过往会混合着现
实的气息而变得模糊。 所以，我很欣赏《何
处归鸿》 题记的那句话：“离得最远的时
候，才能更清楚地回望过去的日子。 ”距离
足够远，才能看清楚全部的风景。 40年，或
者刚刚好。 站在此岸回望彼岸，那些记忆
的碎片经过时间的洗涤，反而新生般新鲜
和干净了。

军旅题材的书籍很多。 但是，纯粹关
注军队文艺团体一群少年生活的作品却
少见。 侯严峰的记忆文学作品《何处归鸿》
进行了一次很好的尝试。 与其说这是一部
个人回忆录，不如说更像是一本纪传体小
说。“1970年11月19日”，不满16岁的花样
少年投身军旅，当上了文艺兵，开始了一
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座小岛，八年时光，
遇见来来往往的人，做着相似而又不同的
事情，看似琐碎，却不无聊。 即使没有那个
年代生活经历的读者， 也不会感觉陌生，
反而让人爱不释手，欲罢不能。 因为作者
的笔力十分了得。 穿越时光的隧道，拾起
又串起那些闪闪发光的珍珠，并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 但作者用娓娓道来的笔触，
事无巨细地让过往的人和事一一复活，连
同那段时光。 每个人物都有血有肉，每场
演出都绘声绘色， 所有的细节都包含韵
味，仿佛作者脑子里有一台电脑，分毫不
差地记录下光阴的痕迹。 更难能可贵的
是， 这本书的文字闪烁着洁净的光芒，又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这正是属于时间的光
芒和清香。

我很喜欢这部作品。 它是一部回忆
录， 而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部年代史诗。
它不止刻画了一个特殊人群的年少时光，
更雕刻出一个时代的集体群像， 用第一
视角向我们展示了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
时代。 “当兵是我们少年时代许多人的
梦想。” 这正是那个中国的烙印。 一群各
不相同又殊途同归入伍的“娃娃兵”， 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 演奏着不同的乐器，
诠释着不同的剧目， 恰到好处地演绎出
属于一代人的中国， 就像一张泛黄的老
照片， 清晰地记录着那个中国的国民性
格和国家精神。

“当一扇记忆的大门，从40多年前的
一个傍晚徐徐开启时，我知道，等待我的，
是一段掺杂着寂寥、欢乐和忧伤的旅程。 ”
这种模式是我最喜欢的方式，普鲁斯特的
方式———“整个贡布雷从一杯马德兰点心
中浮现出来”的方式。 我们的所有过往都
储藏在脑子里， 我们需要的是一把钥匙，
打开那扇门，我们就能看到黄金时代。

似乎人的思维有一种习惯：黄金时代
永远都是逝去的过往时光，又往往都是自
己的青葱年华，而不属于当下。 为何会有
这种带有时间差的错觉？《何处归鸿》说，
“因年少而纯净、因年代而纯净。 ”人的纯
净和时间的纯净造就了纯真年代，纯真年
代往往又是一去不复返的，所以，才是熠
熠生辉的黄金时代，才给我们无尽的回忆
与遐想。

试想，如果我们丢掉了过往，尤其是
那些值得追忆和回味的过往，短暂的生命
里还能剩下什么？ 在我看来，此书正是一
名从二胡演奏者和小提琴手成长起来的
成功人士，在40年后，用文字谱写出的纯
真年代的美丽和声。

（《何处归鸿》 侯严峰著 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

何怀宏

梁庄还在我们的身边，现在又有了吴镇。 这
是更广阔的一个视野，也是一个更高的视野。

梁鸿在写了《中国在梁庄》之后写了《出梁庄
记》。出了梁庄的人都去了哪里？去了本省和外省
的县城、省城、京城甚至国外，最不济的大概也到
了吴镇，或者在外面挣了一些钱回到吴镇。

梁庄已经半空了，剩下的多是老小。 今天，居
住了中国最多人口的已不再是乡村，也还不是大
都市，大概就是这样的城镇。

作者的风格也发生了一个丕变。 梁鸿两本
写梁庄的书被归类为形象记录性的非虚构作品，
甚至可以在学术上被视为一种社会学的观察和
调查， 但现在的这本 《神圣家族》 看来已经是
一本小说， 是纯粹的文学作品。 作者有了凌空
的一跃， 不再只是平视的眼光， 还有了俯视。
我们以前在梁庄系列中见识过作者敏锐的观察
力和思考力， 这次还见识了作者的想象力。 她
善于把握细节的能力依然留存， 思考却借助想
象进入了更大的时空。

梁鸿从学术中走来， 先是做中国现当代文
学， 尤其是乡土文学的研究， 后来可以说是在
做乡土中国的研究。 但在这本书里， 作者已经
转向了艺术的创造。 已经飞翔起来， 不仅关心
社会和政治的问题， 也关心灵魂和信仰的问题；
不只是写实， 而是已经有了虚构， 甚至有了一
些荒诞。 比如开首一篇 《一朵发光的云在吴镇
上空移动》 中， 一个孩子阿清为发光的云所吸
引， 为了阻止砍伐一棵老槐树， 他爬上了这棵
树， 吃住都在树上， 因登高看到了平时看不到
的情景， 变成了“树人”。 在 《到第二条河去游
泳》 中， 则有一个轻生的女子死后， 发现自己
似乎还活着， 周围还漂流着另外一些人， 她们
互相诉说着自己悲哀的故事：

她还活着。 身体平躺着 ，沿着水流往下漂
移 。她睁开眼睛 ，看到天。一朵灰蓝色的云，跟着
她……一个人漂了过来，和她一样 ，直直地躺在
水里……又一个女人过来了， 穿着艳丽的裙子，
裙子被水鼓着，像一面被风鼓着的小旗子 ，张力
十足……慢慢地， 其他漂在河里的人也聚过来，
听她们聊天，和她们一起往前漂……她忽然特别
想说，想把一切没有讲过的话都讲出来……（就
像一位诗人所言）“世界上所有的溺水者，都是自
己选择的游泳。 ”

多么平静，又多么哀伤。 这或可说是一种“冥
河”上悲痛的幽美。

作者也尝试了一些不同的文学结构和笔法，
如十二篇的结构，首尾呼应。 她也尝试了叙述角
度的转换，多数篇章都是第三人称的叙述，但在
《肉头》一篇中，却是采取第一人称对多个家庭的
“闲话”叙述。 还有象征的描写，比如在街头绑在
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的老妇人。 当然，保证文学
质量的，最重要的还是一种文学的感受，或者说
文学对生命真切和细腻的感受，以及一种表达的
能力。 比如在《那个明亮的雪天下午》，就细致地
揭示了朦胧的、似乎是初恋的少男少女微妙的心
情转换。

我希望这种接地气的虚构写作成为一种文
学样式，甚至一种比较主流的文学样式。 对于学
者来说，阅读一些这样的作品，或许还能使思想
者不致“天马行空”，臆想一些不可能实现而若强
行推动将带来祸患的“乌托邦”。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神圣家族》
梁鸿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

梁鸿的
贴地飞翔:
从梁庄到吴镇

你未看此花时

《何处归鸿》 :
纯真年代的美丽和声

特别推荐

新书选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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