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浪漫的事
就是读本好书
余红

抬头窗外又灯火阑珊， 刚才
还阳光明媚， 转身便月上枝头了。
是的， 当你爱上阅读时， 你会发
现一个人的时光也是有滋有味的。

阅读是回归自我的好去处。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说过： 一个人
只有独处时才能成为自己， 谁要
是不爱独处， 那他就不爱自己。
当你静静捧着一本书坐在草坪，
自由的气息便会扑面而来。 身旁
的树枝上不时飘下几朵小花， 落
在你的书本、 洒在你的手尖， 仿
佛在与文字嬉戏。 这种奇妙的乐
趣也只有静心阅读时才能捕捉到。

小时候常听母亲说“书中自
有黄金屋”。 目的是激励我好好读
书。 随着岁月的流逝， 我不仅爱
好阅读更爱好写作。 文学于我而
言是苦难的歌声， 是心底深处永
恒的灯光。 现实中许多无法实现
的梦， 都可以用文字表达。 在转
行的十年时间中， 我发表了长中
篇小说十几部。 在作家出版社出
版的长篇小说 《琥珀城》 更让我
意想不到， 无数读者打来电话，
问主人公杨奕成最后是否得救。
在茶吧里， 四面八方涌来的读者
为此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赛。
面对这群热心的读者， 我心里真
是有股热浪在翻滚。

你在看别人的书， 别人在看
你的书。 这让我想到卞之琳的
《断章》：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
风景的人在看你。 在天高云淡下
看本书， 在绿树婆娑的小桥旁读
首诗。 当你的目光与身心凝聚在
这本书上时， 你已成为别人眼中
的一道风景。 还有什么比这更浪
漫的呢。

阅读能让人超然。 两年前我
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 一天晚上
接到哥哥癌症病危的通知。 父亲
过世早， 哥哥是整个家里的顶梁
柱。 得知这个信息时， 我泪如雨
下。 当我匆匆赶到医院时， 哥哥
正准备推进手术室进行第三次手
术。 可见到的一幕让我忍住了泪
水， 哥哥还在看书， 手上捧着格
罗斯曼的 《生存与命运》， 神情安
然， 眼神超脱。 那一刻我握住了
母亲的手。 书籍成了哥哥最好的
止疼药。

阅读是种力量。 每当我读到
茨维塔耶娃的诗篇， 内心便会燃
烧， “我想和你一起生活； 在某
个小镇， 共享无尽的黄昏， 和绵
绵不绝的钟声。” 在茨维塔耶娃内
心， 那个恬静的黄昏以及枫叶林
中露出的教堂， 或许是她内心的
城堡、 一生的守望。 而里尔克这
个尘世中经历多少悲怆的诗人，
生前无家可归， 居然在面对世界
时， 吐出“雪花上千次落向一切
大街” 的惊世诗句。 他把文学的
温暖告诉世界以及未来， 而自己
活在落叶纷飞的丛林里， 写着从
不寄出的长长信笺。

如果说文学是人类心灵的宝
藏， 那么阅读就是开启这宝藏的
钥匙。 一剪闲云一溪水， 一程山
水一年华。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
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
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
从容。 生活其实很简单， 就是给
自己微笑， 给身边人温暖。 当你
养成阅读习惯时， 你会发现， 最
浪漫的事就是读本好书。

（作者系青年作家 ， 中国作
协 会 员 ，著 有 《黑 煤 》 、 《鸿 运 》 、
《琥珀城》 等长篇小说。）

方笛

还好吗？冬子。在一座南方的城市
里没等到传说中的大雪， 倒由手头你
的那本《借山而居》，借了一场好雪。 雪
从终南山上你的小庭院过秦岭、 越长
江，一直飘落到窗前灯下。 瞧，你院落
里那只叫幼婷的鹅， 被雪淹没了脚脖
子，也一路摇晃着到了跟前。

三国曹公望梅止渴， 我读终南山
上的你而解无雪之忧。 你的文字着实
是一床弹出来的手工纯棉被， 雪夜里
盖上， 格外蓬松、 暖和、 透气， 竟孵
出了一番意外的冷艳:晨起时， 说好的
大雪竟变成了满城冬阳。 忍不住想起
王羲之那句“快雪时晴”。 可惜不懂
笔墨， 只好信手涂下“还好吗”。 你
若想见一位蓬头垢面刚起床的读者，
笨拙地捉了笔， 将这三个字顶格大
写， 预备着要写一封不寄出的信， 怕
也会发笑的。

终南山现在是真的下雪了吧？ 在
山里一个人住着，就像你说的，觉得狗
更像狗，人也更像人，一切都回到本真
模样。 到了冬天雪是说来就来，进屋就
坐下喝口茶的老熟人。 城里的雪呢，千
呼万唤金贵稀罕的蒙面“公举”，那些
一心要翻筋斗闹天宫的雪斗士们,一腔
子热血被硬生生憋了回去。 还好还好，
你借终南山而居可帷天幕地， 我且借
你的终南山给自己来一场“快雪时
晴”。 虽有不甘，总聊胜于无。

你说“若有隐之心， 处处是终南
山”。 这话让我想起苏东坡在临皋亭下
给朋友写信说，“江山风月，本无常主，
闲者便是主人。 ” 闲与隐自然不可等
同，如同低矮灌木与高大乔木之别。 不
过“处处终南山”，到底是二手货和山
寨版，有说不出的无奈、难以决绝。 此
等“隐”，倒不如“闲”来得轻松自在。 而
且真的“隐”，无论心与行，是不是总要
真正体味了“显”，过了那道繁华炽热
的坎，方才算数？ 否则免不了“终南捷
径”之类的误读？ 我不敢妄言。

你的图文在朋友圈里转得挺火。
你是水泥森林里可怜的人们设想的另
一个自已， 从腻歪的家常里叛逃而
出， 屋里鸡在飞狗在跳， 屋外野花花
一开就是半个山坡。 其实苦逼的都市
人只是借你而止“田园” 饥渴， 果真
到了山上， 如何安心待得住， 还真是
个问题。 现在朋友圈里很博眼球的，
还有被建筑师们改造后， 新鲜得像雨
后蘑菇一样的乡村庭院。 我想以后难
的也许不是居所如何越来越“江山风
月”， 倒是居者如何真正修得隐之心、
闲之情。 “若有隐之心， 处处终南
山”， 人人可说， 听来也轻巧， 但不
妨从熟悉里拧出些陌生的水滴。

我猜想你不会一辈子住在终南山
上吧？ 你说渴望迷恋那种生命的多
样性， 野心很大， 都要体验， 要以自
己喜欢的方式过一生， 不被任何的价
值期待绑架。 这些话读起来当然元气
饱满， 喜气洋洋。 只是世事难料， 难
免会有意料之外的种种挣扎。 未来不
知你还会去哪、 在哪， 但以后每年的
冬天， 我都会问候一声： 还好吗？ 终
南山上的冬子。

(《借山而居》 冬子 著 中国华侨
出版社出版)

我写我书

余世存

时间过得真快， 《非常道》
问世已经十年了。 十年之前， 汉
语世界还没有微博体， 少有段子
手， 更没有APP、 微信、 朋友
圈、 微信公众号。 十年之前，
曾国藩、 慈禧、 李鸿章、 康有
为、 梁启超、 袁世凯、 孙中山、
蒋介石等近现代中国的巨头们，
在人们眼里还是脸谱化的， 或需
要仰视， 或必须俯视， 今天他们
已经任由人们接识、 平视。 十年
之前， 传统图书阅读还占据着霸
权地位， 客厅、 桌面、 图书馆等
等还是阅读的重要平台， 今天的
掌上阅读、 穿戴式阅读则成为了
潮流。

《非常道》 问世时遭受过一
些人的质疑， 它的野气、 粗放等
个性不免冒犯传统的读者。 幸而
它在社会大众那里得到了承认。
而网络一旦引入中土， 它演进催
生的“历史推手” 网友们， 就会
在网际争战或对话中， 强化自己
的社会责任和公民人格， 其组成
者如白领、 小资、 文青、 成功人
士等社会中间阶层就会日渐获得
本阶层的意识， 并对通识读物、
公共知识产品有日新月异的要
求。 这也是 《非常道》 在内的众
多历史写作为大众青睐的时代社
会原因。

更为重要的， 网络等新文明
元素把我们的生活带入到“不确
定性” 中来。 人们从未有如此新
鲜不断的日常经验， 古人所说的
“苟日新， 又日新， 日日新” 从
未像今天这样真切。 网络时代使
每个人都开启了通天彻地的历
史， 使人回到先天自然状态， 恢
复了自身的直觉和灵性。 人人都
可以独立地探索、 参赞天地自
然， 可以自成世界、 可以链接文
明并回报文明巨量的思想资源和
物质资源。

移动互联时代的来临， 迅速
将文明个体推送到一个极度不确
定的世界中去。 这是一个万花筒
般的“人工世界”， 是人类经历
的物理世界和心理世界之后的
“第三世界”。《非常道》可算是移
动互联阅读史前夕的“采集和狩
猎”， 我很高兴它在今天仍能入
读者的法眼。 尽管“新常态” 的
说法不绝于耳， 但当下人们的生
存仍处在不确定的境地， 一如历
史的非常道路。 在不确定中寻找
到确定， 既是人的本能， 也是自
觉。 多维高维世界需要明点奇
点， 需要确定真实不虚的瞬间。
现代史的人物言行， 就是这一可
供开悟的瞬间， 如诗人所说， 是
“岩石， 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
的岛屿”， 人们在这里可以憩息，
可以歌哭， 可以起舞。

（作者系腾讯大家专栏作
者，青年思想家。 《非常道》十年本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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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生活

还好吗？
终南山上的
冬子

《剩女时代》
洪理达 著 鹭江出版社

在中国， 27岁以上的未婚女性即被
冠以 “剩女” 之名， 称女博士是男女之
外的第三种性别， 普通男性不敢攀高学
历和事业型女性。 这些无疑是对她们的
身体和精神进行的文明伤害。 美国记者
洪理达对此做了研究， 并为 “剩女” 正
名， 高度赞扬高学历、 事业型女性独立
自强的品质及所获得的成就。

走马观书

《大清名相： 曾国藩》
唐浩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曾国藩》 是著名作家唐浩明的代
表作。 这次的版本由唐浩明点评小说中
的众多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 这些严谨
的评点文字与小说主体珠联璧合、 相得
益彰 ， 能够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曾国
藩， 了解晚清风云， 了解中国。

《奇葩三国说》
蔡康永、 侯文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档 “严肃 ”的历史脱口秀 ，三
国人物在侯文咏、 蔡康永两大才子的奇
葩解说中新鲜、逗趣、鲜活有劲。 读者可
以在他们的嬉笑怒骂之间， 细细领教三
国人物的智和愚、光和暗 、幸和不幸 、梦
想和梦碎，一笑三叹，豁然开朗！

《一百年漂泊———台湾
的故事》
杨渡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台湾作家杨渡的自传体小说， 讲述
一个台湾农民家族 ， 从晚清到日据时
代， 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70年， 五
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 透视 “台湾
经济奇迹” 背后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
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非常道》十年:
移动互联阅读
的“史前采集”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李妍

微书评

澧南洲

新词迭出的移动互联网阅读中， 读者对“赤脚”
肯定是陌生的。 而我辈60后， 不仅熟悉还夹杂着亲切，
那朴实而粗放的称呼： 赤脚医生、 赤脚老师……那绾
起裤脚小跑在田埂上， 有时候滑落水田， 有时候划满
伤痕的赤脚记忆， 真的难以割舍。

《赤脚天堂》 并没有还原我们的赤脚时代， 而是
再往前， 追溯到时间的远处和空间的高处———延安。

为什么称延安为天堂呢， 既在天堂里为什么还要
赤脚， 光着脚板能够走进天堂吗？

蔡若虹先生就这样用悬念开篇， 引起我对这本小
32开、 12万字小册子的兴趣， 一读就放不下来。

《赤脚天堂》 与大多写延安的作品不同， 很少涉
及宏大题材、 战争场面。 作家讲的是自己和一群艺术
家在延安的小故事， 写战士歌唱、 版画展览、 土台京
剧，鲁艺教学、窑洞阅读与思索。《东方红》、《白毛女》、
《黄河大合唱》如何诞生、如何完善、如何从延河之滨传
唱四方八面。 在物质极度贫困的黄土高坡， 映衬出华
美瑰丽的精神之光。 凭借美术家的功底， 他笔下除了
饱满的情和理， 还有故事、 画面， 读着读着， 就随着
文字的行列， 加入到队伍的洪流， 走进那个陌生遥远
的圣地。

作家是标准富二代， 留法喝过洋墨水， 从上海转
道香港而来， 是穿着皮鞋走进延安城的美术家。 他这
样描述他的“天堂”： 第一， 必须是建立在贫困而艰苦
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第二， 必须要有一个崇高而广阔
的精神世界。 宝塔山下的延安， 完全符合这个标准。

初到延安， 作家因咽不下粗糙的延安小米而重病
住院， 进而经历了开荒、 纺线的劳动历练与淬火。 他
以自己赤脚的行走得来真切的体会， 唯有赤脚劳动者
乐观的创造性的劳动精神， 才能克服无比荒凉无比艰
难的生活环境。 而且， 能够把这样的环境， 逐步改造
成为理想中的天堂。

70年后的今天， 太多的人们陷入金钱是唯一价值
标准的迷思， 更为普遍地向往着金碧辉煌的物质天堂，
而且不少追求者的获得感， 并不是沿着诚实劳动的路
径。 其实， 在豪宅、 豪车、 豪饮的奢靡之中， 疏离大
地、 劳动和人民， 很难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体会到精
神的富裕。 读读这一类书， 或许给你新鲜的认知与情
感， 甚至让你重新作出价值判断与选择。

顺便提到， 该书是作者九十高龄时， 用短短7个月
写成。 那精神的烈焰一旦燃起， 必定让周遭感到灼热
与炫目。 （ 《赤脚天堂 》蔡若虹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出版）
【链接】

蔡若虹， 原名蔡雍， 笔名雷萌、张再学。 画家，美术
评论家。 江西九江人。 1931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
校西画系。 同年参加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 后在上海
从事漫画创作。 1939年后任延安鲁艺教员、 美术系主
任。 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6年后任《晋察冀日报》
美术编辑。 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 《人民日报》 美术编
辑、 文化部艺术局副局长、 中国画研究院副院长、 中
国文联第一至四届委员、 中国美协第一至四届副主席。
是第三、 五、 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因病于2002年5月2
日凌晨去世， 享年92岁。 有画集 《苦从何来》、 诗画集
《若虹诗画》 和 《蔡若虹美术论文集》， 回忆录 《上海
亭子间时代风习》 及 《赤脚天堂》。

赤脚
走天堂
———读《赤脚天堂》

读你

特别推荐

蔡
若
虹

他是我遇见的花
媛媛

读书对于我来说， 爱好之一是遇人。 现代人
的孤独无计可消除， 有时候用书来倚靠， 虽知孤
独无法避免， 却知世上有精神可与人相慰藉。

《每个人的政治》 第一章看到前言， 心里边
就觉得舒适， 可以感受到一个人， 寻常大声音，
虽然聊的是哲学伦理， 却平易近人， 没有奇怪腔
调和花俏架子。 慢慢看到后来， 却总是会忍不住
笑出来。 并不是作者幽默， 而是对哲学视角人生
态度的羡慕。

后来上网查才知道赵汀阳是1961年出生， 可

是从他的态度中， 你能感受的依然
是少年。 对于世界的秩序与人内心
的幸福尺度， 哲学家所关注的一切
都令人艳羡。 如此诚恳地探求和研
究属于上帝和魔鬼的问题， 这样的严
肃总让我由衷地觉得快乐。

小时候路上总能遇见不同的花，
红的粉的， 香气缭绕， 也有别的人路过， 也
会嗅到看到， 想到这就嘴角上扬。 但那些我回
忆中的花也便是今天的“我” 的一部分， 就像是
赵汀阳对于哲学的态度， 是令人那么快乐的少年
心性， 他也是我遇见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