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笠笠

笠笠

悦读周刊江18 2016年4月29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周鑫

刘永学

一直以为，曹操是个人物。
这种印象，从舞台上得不来，因为

舞台上的曹操形象是个白脸奸臣；看
《三国演义》也不行，书中矮化阿瞒的
文字比比皆是。 靠谱一点的还是看点
历史，比如读《三国志》之类的典籍，才
能领会魏武挥鞭，横行天下，在刀枪剑
戟搏击之暇谱就的铿锵诗篇。 这样的
经历是文章的骨头，李白“蓬莱文章建
安骨”，钟嵘“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
句”， 鲁迅“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等
等，都是肯綮的评价。

对此，曹孟德本人也自信满满，他
在《短歌行》末句坦言“幸甚至哉！ 歌以
咏志。 ”

歌以咏志，乃曹公的豪迈，于我辈
来说，俨然是难于承受之重。 腰里别着
个死耗子就冒充打猎的， 自己心中没
有底气不说， 旁人也会贻笑大方。 所
以，我年轻时起笔行文时，内心充满惶
惑。 那时， 我是一个农林场的知识青
年，房舍后面一座水库大坝，入夜，走
在坝上，流萤飞舞，蛙声一片，不知名
的草虫唧唧低吟，在我看来，都是一种
生命的表达。 天幕上群星闪烁，不时有
流星倏然滑落， 那条闪亮的轨迹是不
是表达呢？ 我想应该是，它迸发的，是
宿命中的最后光彩， 不啻于一首长诗
中的诗眼和警句。

有了这种发现， 对萦绕在心间的
惶恐至少是一种温柔的抚慰。 若要说
写作单纯是想用文字表达自己， 还远
不够确切。 我想得更多的是，隐匿于许
许多多人中间，感受一个人的感受，省
察自己的内心， 让生命的灵性和力量
猛烈而庄严地在体内呼啸而过， 对人
世间充满陌生的面孔、 令人费解的争
论、 听不惯的语言和音响作出自己的
判断和解释。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 能不能找到
诠释生活的那把钥匙。 日本作家永井
荷风曾经说过：“要优先涵养艺术信
念。 首先要养精蓄锐，使自己有扬鞭策
马跋山涉水的意气， 然后拥有养马在
槽的财资， 还必须准备好可以纵情奔
跑的广袤平原。 ”而我当年所处的年代
正值“文革”时期，物质和精神都极度
贫乏， 大作家沈从文被发落打扫历史

博物馆厕所，且专司女厕所清理。 斯文
扫地，情何以堪。 很难想象，失去了与
过去、历史以及各类古老事物的联系，
我们怎么可能找到一个明辨自身位置
的参照系？ 就像我母亲头一次乘坐飞
机，遇到万里无云，长空澄澈，那架庞
大的航空器仿佛静止在空间里， 老人
家那一刹那的惊讶亦如我当年的困惑
和诧异。

多年以后， 我才明白当时的处境
就是所谓局限。 局限是一座巨大的迷
宫，只有峰回路转，没有柳暗花明。 李
后主的局限是深宫后院， 柳永的局限
是佳人红粉，李白的局限是千金买醉，
张岱的局限是难出红尘……在局限的
困窘下， 我的同代人梁小斌写下《中
国，我的钥匙丢了》，那是对局限射出
的一支响箭。 被锁定在局限缝隙中的
我自然还没有这等见识， 笔下铺排出
来的文字如同没有生命的花朵。 翻检
旧作，物是人非，当时的内容和名称已
经完全失去了意义， 过去奉若神明的
事， 今天看来几近滑稽可笑。 障碍未
除，术何由得？ 毫无疑问，我还没有找
到那条走向世界的通道， 真正有意义
的生活在远方， 那里隐藏着深刻、美
丽、神秘、幻境以及未知的光芒，在写
作这场漫长的修行当中， 我需要的是
积累，是经年面壁的底气。

但这并不是说我一无所获， 在这
个过程中我充分享受了孤独。 孤独是
一本很大的书， 在孤独中更增添了
我独自倾诉的愿望 ，它直接影响了
我对人生的态度。 岁月流逝，通向世
界的大门倏然洞开， 我终于可以尽情
积累养马在槽的资财， 在古今中外辉
煌的典籍中贪婪地寻觅： 庄子解衣盘
礡、孔子睿言妙语、屈原华章灿烂、杨
雄一泻千里，三曹的文字、司马迁的文
字、李杜的文字、苏东坡的文字、鲁迅
的文字、汪曾祺的文字……百川汇聚，
大河扬波，吾曹破浪乘风，意下其乐何
及？

这是一次新的开始， 我所在的位
置，仍然是一个出发的基点。 我期冀手
中的笔能够刺破那层包裹严实的外
壳，最终抵达汉语的内核，得其韵，得
其神，得其气，得其味，得其意，汪洋恣
肆，神游八极，渐渐融入“幸甚至哉、歌
以咏志”的超迈境界。

甘正气

面对毛姆近百部小说、剧本和散文集，很多人不知
道该从哪部读起，是《刀锋》还是《人性的枷锁》，抑或《月
亮与六便士》？ 理性的“布里丹之驴”站在两堆一模一样
的草料正中间，竟然因为无法选择到底先吃哪堆而活活
饿死，毛姆那么多佳构，让我们也有成为“布里丹的驴”
的危险。

其实，可以先读他这部题为《总结》的回忆录，此书
描绘了一位大文豪的跋涉登顶之路。 在这部书里，学医
出身的毛姆挽起袖子、 拿起解剖刀深刻无情地剖析自
己。

在书中，64岁的毛姆写了自己的家世。 所谓“家学渊
源”，毛姆身体里或许就隐藏着写作的基因。 在大英博物
馆，他祖父的“著述可以开列一份长长的单子”，他母亲
“用法文写过供少女阅读的小说”。 他走上写作之路还源
于他的自身状况。 他列举了自己的缺点：“我长得矮小；
没什么体力；我口吃；我害羞；我身体不好；我没什么游
戏细胞。 ”社交令他疲倦，谈话使他紧张。 这些原因让他
爱上了写作，但使他成功的，还是大量的阅读和写作训
练。 他通过亲身经历得出结论：“写得好并非源于天赋，
它是一门要求勤勉学习的艺术。 ”“杰作更可能诞生于艰
苦劳作的极点，而非无师自通的天才幸运的偶然。 ”

他的阅读量是常人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以一种漫
无边际的方式开始阅读”，“只要是能到手的书我都读”，
“我阅读能得到的一切文字”。“愿意去读秘鲁的历史，或
者一个牛仔的回忆录”，“仔细察看陆海军消费合作社里
的价目表、二手书商名录以及拉丁字母表”让他度过很
多快乐时光。 阅读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休息，还是一种
必需，“如果剥夺一小会儿我阅读的权利，那我就会像瘾
君子被剥夺毒品那样躁怒”。 就这样，他将大多数英法文
学经典都读了三四遍。

他精通英语，懂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于是他
系统地研究那些过去的大师：他成段成段地抄录他们的
文章，“然后凭记忆再把它们写出来”。 他到底研究了多
少人的著作呢？ 我做了一下记录发现，仅仅把这部《总
结》里他品评过的作者的名字记下来，也会密密麻麻写
满三页纸。 他不仅阅读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俄国、西
班牙、意大利、挪威的文学作品和拉丁文学，还“找到了
大学生要取得哲学学位的必读书目，然后卖力地细读起
来”，不管一本书多么让他厌烦，他都会把它读完。 就这
样他把从古典哲学到现代哲学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读
完了。 他还研读科学著作，对海森堡、普朗克、薛定谔的
理论不满足于泛泛地引用，而是都深入了解。“万卷古今
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他很长一段时间就过着这样
的生活。 熟悉过去各类伟大的作品不仅让他具有通识，
还为他提供了对比的标准，让他时刻知道自己的差距和
努力的方向。

为了扩大词汇量，他“带着纸笔去大英博物馆，记下
奇珍异宝的名字、古旧珐琅的拜占庭式颜色、织物给肉
体带来的感受”，他还苦读英语用法辞典。 他时刻都在打
腹稿，与一个人聊天，他就构思如何把这个人写进小说
或剧本；看到一幅场景，他就想怎样去描绘它。 他曾经用
7年时间写出15部作品，他在勤奋练笔中写得越来越好，
他发现：“人们写得晦涩，经常是因为他们没有不辞辛苦
地学习怎样写得明白。 ”他认为通过大量阅读和写作可
以达到完美的境界：清晰、简洁、悦耳。

这是一本写作手册，更是一部人生格言大典。 这里
记录着毛姆的追求与探索，抉择与取舍，以及一位八岁
失恃、十岁失怙的少年一生的苦难辉煌。 它比毛姆的小
说更加感人、更加励志、更加耐读。

（《总结:毛姆写作生活回忆》毛姆著，孙戈译，译林出
版社）

逆舟

经常和姜贻斌老师喝酒、谈
文学，也谈起过《火鲤鱼》。 他总是
说写文章就要不老实， 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才行。 在谈论中，我才知
道长篇小说《火鲤鱼》中有很多事
是真实发生的， 很多人的名字是
真实的，包括那个“2001年的5月2
日” 这个回乡的时间， 也是真实
的。

在这么多的真实之间， 小说
却在虚构间穿行， 塑造出了一个
个亦真亦幻的人物形象： 有青梅
竹马两小无猜的满妹， 而生活中
的满妹已经“下落不明”；生活出
现过希望然后又熄灭了的伞
把； 在生活中跌跌宕宕来回折
腾的车把； 老实本分到让人心痛
的三国；好强美丽的雪妹子，最后
不得不向生活屈膝； 一个名字快
乐而以悲剧收场的乐伢子……

小说塑造了一群真实而虚构
的人物， 作者却不能给他们一个
结局， 也不能给他们一个人生的
定性。 是的，谁能够给某一个人定
性呢？ 即使真的有神算子，估计也
很难算出一个人一辈子的命运和
结局。 何况文学本身不是单纯地
要给人一个美好的结局， 也不能
给予人们在生活中实质的幸福。
也许，在充满变幻莫测的人世间，
人物的命运也在跟随着不断的转
变和变换，没完没了，像邵水河的
水，在流淌中不断地变化，但总会
在流淌。 面对同样飘忽莫测变换
和转变的命运， 人们唯有那颗追
寻美好向往幸福的心是不变的，
就像邵水河中传说的火鲤鱼，不
能说没有，但是，谁见到了呢？ 或
许，这样一个传说和象征，给予了
我们另一样的理解， 它像一种希
望，总是在诱惑着人们，给人们生
活的亮光， 也给人们继续生活的
勇气和信心。

虽然没有给这些人物一个结
局， 但小说呈现了他们几十年的
生活和命运。 按照“结局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过程”这话来说，作
者写出了这一群人“最重要的”一
部分。 我不得不佩服作者手法的
高明：通过“2001年”（这是一个文
本意义上的时间点）回乡所见，与
小说叙述的三十年前的生活情景
形成一个对比，中间的三十年，作
者留给读者去想象，“2001年”之
后也留给读者去想象。 作者只写
了两个时间点，“两点” 之间肯定
有一根线， 而根据起点的走向和
终点的人物的表现， 中间是一条
怎样的生活线？ 我想读者应该都
会不言自明的。 显然，作者这样的
构思很巧妙，目的也达到了。

小说中的“渔鼓庙”这个地方
也是真实的， 是作者儿时生活过
的地方，也算半个故乡，《火鲤鱼》
的写作， 可以看成是作者完成了
一次精神上的寻乡。 作者经常说
起这个地方， 看到那山川河流土
地的变化，也总是叹息。 作者在小
说中有这样的描写：“兄弟们来到
雷公山时，见到了什么呢？ 什么也
没有了。 雷公山光秃秃的，水土大
量流失， 它那令人羡慕的丰姿不
见了……”接着小说提段，写了一
句“忽然，我想起躺在省博物馆里
的西汉女尸。 ”这是小说，但是，我
们能否认这不是真实吗？ 小说《火
鲤鱼》 就是这样虚虚实实真真假
假。

在最后，我必须提到的是《火
鲤鱼》 的语言像三十年前邵水河
的水，清澈而宁静。 作者就是用清
澈、纯净的文字，叙述了“故乡”渔
鼓庙的变迁，充满着寻乡的忧伤。

（《火鲤鱼》姜贻斌著 湖南文
艺出版社出版）

龙永干

湘西的山水自然、 民情风习自
古就闪耀着诗性的光华 。 她不仅
孕育了屈原的浪漫之思，也寄寓着
陶渊明的桃源之梦， 更是沈从文“边
城”所在……作为苗家女儿，龙宁英不
仅生于湘西长于湘西， 更休养生息歌
哭悲喜于湘西。 她的散文集《苗山夜
语》 不仅是她文学追梦路上汗水与才
情的结晶， 更是苗家风情与历史人文
的虔诚传承与审美再现。

在消费泛滥、 逐新猎奇的当下语
境中， 作家的族属日益被贩卖或包装
成华丽的外衣或取宠的噱头。 但作为
苗家女儿，龙宁英在《苗山夜语》中对
湘西山水、苗家生活的表现，源自血脉
亲情的热爱，是赤子之心的虔诚守护。
流淌于《苗山夜语》字里行间的情感，
是地道包谷烧的浓烈， 是原生态的苗
家心声。 如果说腊尔山、屈望村、矮寨
坡等地名只是空洞的湘西空间字符的
话， 那么白河水的滩声、 榆蜡树的枝
条、虎耳草的气息等，则赋予湘西场域
以质感的因子；如果说椎牛、合鼓、祭
山、巫傩、对歌、哭嫁等苗家民习可以

在外来者眼中有着同样的呈现， 那么
果偝神话、玛苟传奇、阿伟嘎故事、《古
老话》 史诗等则是外人无法言说与体
验到的苗家秘史与精神基因。 龙宁英
用她近半个世纪的生活与生命、 智慧
与才情， 让这种来自自我族属无意识
深处的心声与精神脉动获得了真诚与
纯正的再现……

《苗山夜语》的内容，我们可以视
之为文化散文。但就创作主体而言，龙
宁英对《苗山夜语》 中蚩尤、 果偝、
玛苟、 阿伟嘎等故事的书写， 或许只
是为了让文本获得充实的内容， 却客
观上对时间尘埃中苗家历史人文予以
新的构建与敞亮。 可以说， 《苗山夜
语》 是龙宁英对苗家山水的日常再
现，更是对苗族历史与人文的建构，她
不仅“书苗语，作苗声，纪苗地，名苗
物”，而且“传苗史，铸苗魂”。 在二十年
的创作历程中， 龙宁英以虔诚与执著
守护着苗家的历史与人文， 更用朴实
与淳厚的文字，给当下萎靡不振、迷幻
无措的散文界送来了一泓武陵山脉深
处的清泉。

（《苗山夜语 》电子科技大学出版
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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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人：翟德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

推荐书目：
《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吴学昭，三联

书店)
� � � �《雪隐鹭鸶》(格非，译林出版社)
� � � �

� � � �推荐人：于殿利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

推荐书目：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孙机，中华书局)

� � � �《国学小史》(梁启超，商务印书馆)
� � �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张新
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轴心时代:�人类伟大宗教传统的开端》
(凯伦·阿姆斯特朗，海南出版社)
� � � �《林中路》(马丁·海德格尔，上海译文出
版社)

� � � �
� � � �推荐人：吴晓波

(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

推荐书目：
《西方文论讲稿》(赵一凡，三联书店)

� � � �《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罗杰·克劳
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 � �《现在终结萧条!》(保罗·克鲁格曼，中信
出版社 )
� � � �《狂热分子》(埃里克·霍弗，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
� � � �《德里达传》(伯努瓦·皮特斯，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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