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船》
黄亚洲 著
天地出版社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嘉
兴南湖的“红船”之上，中国革命的
航船从这里扬帆起航。《红船》全景
再现了 1919年到 1928年这十年
间，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发展到壮
大的历史进程，再现其劈波斩浪的
艰难与辉煌。作者黄亚洲以真实历
史事件为依托， 妙笔塑造了陈独
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百余
位个性鲜明、 命运迥异的历史人
物，写他们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
思索与进取、沉浮与抉择，是一部
既具有文献价值，又富有深厚思想
内涵的长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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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间风物

走马观书

陈漫清

我原本以为，一个明星写的书，根本不可
能会对我的胃口。

可我似乎想错了。
我自诩自己是个从来不喝网络“鸡汤”的

女性， 也不喜欢各种黏黏糊糊过于感性的表
达方式， 对没有实质内容的文艺腔还会有些
反感，我一开始以为，这本书也会是这样。

但才读了两小则，我就有久违的感动，甚
至于想起自己离开多年的故乡、 父母亲30多
岁时的样子，和已成往事的爱情。这些感动，
就像南风吹过村庄，在我心里，已经很久而不
可得了。

黄磊并不煽情， 这本《黄小厨的美好日
常》，讲述的是有关食物的小故事，附42份菜
谱插画，每份菜谱都有故事，故事里有些许情
感，但并不浓烈，有些许文化，但也不高腔。

我万万没想到， 顶着《黄小厨的美好日
常》的书名，却不是一碗浓浓的鸡汤，反而带
给我读《城南旧事》《周作人美文》 一般的感
受，这真是大的惊喜了。

黄磊首篇小故事，写的是腌笃鲜，是他和
父亲的回忆。

这则故事， 让我想起了童年记忆里的湘
中村落的腌菜和猪血丸。

母亲说， 我们铁山冲里的腌菜可能就是
城市里所谓的外婆菜，但我觉得不是，因为味
道不一样啊。

那时节，我们在村里，母亲每年都会用扁
担挑回一些大萝卜菜和白菜，洗干净，用酱料
煮、晒得七八成干，结成一小扎一小扎放进坛
子里，这就是腌菜了。到了临近过年的时候，

家里杀猪，用脸盆把猪血接起来，和豆腐、肉
末搅拌、碾碎，捏出一个一个丸子，摆在木架
子上，放在柴火上熏干，这就是猪血丸子。

腌菜和猪血丸子都很耐储藏， 等到第二
年开了春，它们便是我的下饭菜。

母亲那时候在乡村学校教书，散了学，还
有几亩农田和菜地等着她， 所以， 记忆中的
她，总是扛着锄头，一脸明媚的疲倦。等她伺
候完菜地回到家， 我已经在家门口眼巴巴地
盼了她很久。 她会手脚麻利地从坛子里拿一
扎腌菜，切好，开汤，丢一个猪血丸子放进另
一个锅里煮，熟了切成片，也不炒，就这么盛
在盘子里，我们的晚饭就开动了。

后来离开家乡，很多年过去，我和母亲逐
渐有了不一样的价值观， 对待人生也态度迥
异，网络上铺天盖地的文章开始分析起“原生
家庭”，但我能理解母亲的一切缺陷，能理解饥

荒和“文革”的特殊年代在她心里磨灭不掉的
烙印，也能理解一个知识女青年和一帮农村妇
女撕扯所承受的痛苦，因为理解，所以珍惜。

我不知道腌菜对我和母亲的关系起到了
什么样的作用， 但它无疑是我和母亲很长一
段岁月的共同记忆。

有时候，食物是情感、感情、性感、感性，
食物本身，是回忆，也是传承。

我很赞同黄磊的这段话。
人这一辈子，会有很多人陪你共同走过，

有些人慢慢就在路上走散了，成了一个背影，
背影这东西吧，随着时间，也会慢慢淡去。

我以前是个有点冷血的女人， 我几乎从
不回忆过去，从来不。

可能年纪增长的缘故吧， 现在会偶然想
起一些事，一些片段。人早就已经不爱了，连
笑容也记不太清晰了， 岁月早就迈过了几座
山头，可是那碗饭的味道，还是记得。

以前的男朋友，一起走了很多年，他不会
做任何家务，每次去他家，他都只能给我炒一碗
蛋炒饭。放很多油，大力炒，鸡蛋边上会煎得有
点发焦，最后为了调味，他总是会拆一包塑装的
小鱼仔倒进去搅拌，还会加一些老干妈。

其实也不算特别好吃，但在饥饿的时候，
一碗下去，会觉得很满足，这碗饭就像他的性
格，大力而强势，可最终，底调还是温暖。

我都记不清当年的那些事了， 可说来也
怪，这碗饭，我却一直记得。

什么是爱情？
黄磊说，我们对家庭的记忆，其实就是一

顿接一顿的饭。爱情，最深的感受，除了对彼
此的爱，可能就是在一起享受食物的美好了。

爱情，在激情褪去以后，实质就是两个人
在岁月里的共同记忆。

细思之，深以为然。

周熠

没有亲眼见到传统戏剧之美的人，
总以为传统戏剧是历史的老古董，是要
被淘汰了的旧玩意儿。殊不知，看一场
湘剧《谭嗣同》，你就会被剧中人物饱满
的情感所震撼；看一场昆曲《游园》，你
就会被那一句“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
许？”所惊艳……

中国传统戏剧历经千年的发展，已
经成为一种“精致”的艺术，且是中国独
有的精致。

我领略过这样的精致，也因此与戏
剧结缘，并策划出版了《湖南地方戏剧
知识读本》这本书。

那年我刚进入苏州大学读研，被师
姐带着去看青春版《牡丹亭》，看的是其
中最经典的“游园”和“惊梦”。此前，我
对戏剧毫无所知， 完全是去看热闹的。
没想到一见倾心。 柳梦梅气宇轩昂、风
流倜傥，杜丽娘光彩照人、娇媚温柔，吴
侬软语、 缠绵悠长的昆曲与《牡丹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
死可以生”的爱情故事真是绝配！剧中
人物服饰清雅、柔美，突出了“青春”的
色调， 愈加衬托出该剧的唯美和浪漫。
后来我想，这就是中国独有的精致。

一个偶然的机会，又让我认识了湘
剧。那一年，参加民盟省委举办的春节
团拜会，不期有来自湘剧院的年轻盟友
表演《白兔记》，是其中“诉猎”一场。李
三娘挑着水桶上台， 来到井边汲水。她
表情含悲，模拟着汲水的动作。水寒、桶
重、路滑，一连串的虚拟动作让我见识

了传统戏剧演员的非凡功力。 自此，我
喜欢上了湘剧。

传统戏剧如此美，蕴含着中国文化
独有的精致，它们不能只是戴着“非物
质文化遗产”这样一顶帽子，它们的美
需要被更多年轻人发现和认识。 因为
一个契机，我得知湖南图书馆组织了专
门的班子做“湖南地方戏剧资源库”，收
集了湘剧、花鼓戏、常德汉剧、湘昆等湖
南19个地方戏剧种的资料。 我马上想
到， 可以在此基础上策划一个出版选
题，和大家一起沟通后，确定为做一本
面向普通戏剧爱好者和广大青少年、图
文结合、 浅显易懂的戏剧宣传读物。为
此我策划了四个篇章：湖南地方戏剧剧
种介绍；湖南地方戏剧常识，介绍戏剧
行当、脸谱、音乐及演出场所；湖南地方
戏剧民间记忆，以民间记忆的方式反映
戏剧在民间的影响力；湖南地方戏剧剧
本选段，摘选了经典的戏剧文本。读完
本书， 读者对湖南地方戏剧的特色、演
出场所、历史影响力和文学特点等都将
有一个具体的印象。

历时三年，《湖南地方戏剧知识读
本》终于在2016年春天面世。其实一本
小书难以描尽传统戏剧的精致。那些纸
上的人物只有在舞台上才是活的，所
以，去看一场戏吧，面对着精美的人物
形象，听着特殊而美妙的发音，你自然
会爱上戏剧，自然会明白中国戏剧的独
特之美！

（作者系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编审
《湖南地方戏剧知识读本》 湖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

孤独纯粹的爱与悲
林姗

盛夏雨后，夜读刘京仪女士的小说集《清
雨》。卷首有言，“泪中没有文学，没有哲理，只
有雨的一点点清寂”。未想读到卷末《天不怜幽
草》，果真泪涌。作者后记提及，这部小说从少
女时代缘起，到年近古稀才完成，几乎是一生
的沉淀。一个夜晚，一卷图书，以文字为桨，我
划过一条女人的时光之河。

刘京仪女士是湖南著名的戏剧作家，12
部戏里有8部是悲剧。在自传体小说《清雨》中，
她借主人公木林夫子自道：“我写悲剧，不是我
喜欢不喜欢写，想不想写的问题，也不是因为
权威的定义，‘悲剧是戏剧的最高阶段和冠冕’
才刻意去写的，这完全只因为我认定，人生真
善美之极致，只在悲剧中。”

真善美的极致，就是一种百分百的纯粹，一
种近于理想主义的可遇不可求。所悲何来?未经
火炼难成真金， 去除杂质的万千磨砺、 椎心泣
血，其苦其难即为悲。《清雨》以14岁即成为乡镇
妇女干事的木林情感经历为主线， 刻画了男女
之间一种“无法逻辑，不可理论”的悲剧情感：“近
之如对火山，不敢逼视，远之如望霓霞，不忍离
去”。外表三大五粗却心细如发的“郝老虎”，在一
辈子的情感煎熬中默默逝去。 连一个吻都不能
给他的木林，将他葬于心灵深处：“他太好，太纯
粹了。没有比人的心海更美丽的墓茔。”

《天不怜幽草》则是有着更开阔时代背景的
情感悲剧。花山的村姑方鹃与下放知青柯明，被
不可抗拒的时代之掌推进不可预测的命运漩
涡。本不能相爱却相爱，本不应相离却永远阴阳
两隔。方鹃与柯明，更见情爱之纯粹极致，也更
见悲情之深切连绵。 它延续到作家思渝对方鹃
的爱，思渝学生对老师的爱。“郝老虎”、方鹃、柯
明都是爱的守望者、孤独者、牺牲者。他们的爱，
源自对更美更高生命价值的渴望与追求， 成了
坚不可摧的信仰。孤独纯粹的悲剧之爱，是月光
抚摸山林，水波拥抱星空，飞鸟依恋朝霞，在一
无所有中仍倾注对世界的深情。

刘京仪的小说善于将人物关系放置于彼此
社会地位、文化背景不对等的冲突与震荡中，有
一种内在天然的戏剧张力。 这种张力若过猛则
像油彩太重，假；若过轻则游移飘浮，虚。作为剧
作家的刘京仪有恰到好处的拿捏，比如在《天不
怜幽草》中，她将着力点落于方鹃身上那股“打
落牙齿和血吞”的狠劲，在她得知柯明离开的真
相后，这座压抑的火山终于爆发，颇有冲击力。

初读，刘京仪的小说似乎有点“土”，有些地方
叫人甚至想要跳过去。但她好比会太极功夫，看似
松散，有一股子“内气”不徐不疾却慢慢驱动你激
发你。打一圈太极下来气血畅通微微出汗，这部小
说集读到最后连我自己也奇怪为什么会流泪。

我很好奇，70多岁的刘京仪女士这股子“内
劲”来自哪里呢？原来她的家世可不简单，父亲
是经历北伐、抗日，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国民党
少将，母亲是赫赫有名的临澧蒋家之后。她从小
研习古诗词，13岁即投身革命，历经曲折，更想
不到的是， 年届七十她还在常德会战烈士公墓
前起誓，要完成一部反映常德会战的电视剧。果
然，她历时300天，写出了47万字的电视剧本《虎
贲》，颇获好评。此等巾帼不让须眉之举，实在是
豪气冲天。有如此家世、阅历与胆魄之女子，才
敢一辈子都爱写悲剧， 才托得住浓烈的悲苦悲
怨，而不被如山如海的悲情所压倒，吞噬。

夏夜读《清雨》， 被这等女子浇得身心透
亮，不亦快哉。

甘建华和他的冷湖
易卫东

冷湖在哪里？如果你是石油人，你就算
没有去过，也一定会知道；如果你是地理爱
好者，你也许应该知道。像我这样寓居江南
的普通读者，纵使读书万卷，行路万里，可是
视野未及冷湖， 在读到《冷湖那个地方》之
前，真的不知道冷湖在哪里。就是中国三大
内陆盆地之一的柴达木盆地，在我的认知里
也仅是一个地名， 除了它的遥远和荒凉，我
对它一无所知。

《冷湖那个地方》并非旅游攻略。它是一
部散文集，作者甘建华是湖南人，现居衡阳，
他是石油工人的子弟，毕业于青海师大地理
系，其文学生涯从青海高原、柴达木盆地起
步，由他来介绍冷湖那个地方，自是合适人
选。 这本书是柴达木石油创业史的一个侧
记，是对海西州文学垦荒志的梳理，也是甘
建华青春成长课的记录。

柴达木60年开发史波澜壮阔，不是一部
散文集所能承载的东西。但是，读完这本书，
我对柴达木石油创业的历程，已有一个大致
清晰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这部
散文集， 堪称盆地创业史的侧记和补充。占
全书近一半篇幅的《西部之西地理辞典》，对
柴达木油气田的分布，从地理的角度做了专
业的介绍，也从文学的角度做了生动而丰富
的描述，使“西部之西”既是地理的，也是人
文的。甘建华用自己饱蘸深情的笔墨，赋予
了“西部之西”独特的人文内涵。

“西部之西”，是甘建华独创的一个地理
名词，是他在柴达木油田工作时构想的文学
版图。他所写的数百万字文学作品，都不断
提到了这个音调铿锵、 惹人遐想的名词，如
今更被许多作家、诗人、画家、词作者征引，
成为国际旅游界对青海高原西部地区的地
理指称，甚至被引伸出“西部以西”“西部向
西”“西部偏西”“西北偏北”等文学语词。

《盆地文坛艺苑逸事》是关于柴达木文学
艺术的札记。一篇篇短小抒怀、灵性跌宕的笔
记，沿袭《世说新语》的路子：“六朝重人物品
藻，寥寥数语，皆具风神。”作者博洽多闻，钩沉
辑佚，对柴达木文学的开创、发展，给予了客观
公允的评价，提升了海西州的艺术精神和文化
品格。他详细记录了“西部文学的开拓者”“石
油文学的奠基人”李季、李若冰等先贤，在柴达
木过往的文学足迹和当代的传承魅力，忠实记
录了曾经的“生命禁区”文化事业的垦荒历程。
在《烛光映照〈柴达木手记〉》一文中，他深情回
忆、高度评价了著名作家李若冰先生，“在冷湖
4月的夜岚里，因为停电，我借着大红蜡烛阅读
《柴达木手记》， 为一颗自由的灵魂而激动不
已。三个通宵达旦，烛泪状如假山。透过烛光，
我依稀看到了50年代一位英俊的青年作家，
纵横驰骋在广袤无垠的西部大漠。”

作为“中国西部散文的一个经典文本”，
《冷湖那个地方》 在文体实验上也是颇有创
意的。《西部之西地理辞典》是一部几乎可以
独立成书的长篇散文，采用了地理词条与文
化叙事、过往回眸交互的文体。每一个黑体
字地理名词之后， 是宋体字排印的词条释
文，楷体字排印的作者对相关人、事、物的回
忆和描述。这个创意写法使得可能枯燥的地
理词条灵动鲜活，静止的地名与流动的人事
相互辉映，空间的地域变迁与时间的逝水流
年，交织成了一幅幅壮美磅礴的历史图卷。

猪血丸、蛋炒饭和“黄小厨”

《黄小厨的美好日常》
黄磊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冷湖那个地方》 甘建华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今年6月

荣获第七届冰心散文奖

《清雨》 刘京仪著
华文出版社出版

编辑手记

在传统戏剧中
发现中国
独有的精致

《重读毛泽东》
韩毓海 著
中信出版社

北 京 大 学 中 文 系 教
授、“2014中国好书” 获奖
者韩毓海，继《一篇读罢头
飞雪 ，重读马克思 》后 ，在
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与革
命史诗中动情还原一代伟
人毛泽东。作者认为将“真
理”和“时势”相结合，真正
改变中国 “数千年未有之
变局”的人无疑是毛泽东，
是他让中国千年衰败历史
就此翻盘， 将中华民族从
一 盘 散 沙 的 局 面 融 为 整
体，并用力托举起来。

《独药师》
张炜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张炜
的新作。作品在充分占有史料的
基础上 ，通过半岛首富 、第六代
独药师传人季昨非由反对革命
到同情革命，再到援助革命和参
与革命的渐变过程，侧面记写了
清末民初胶东半岛上的一段革
命史，描述了辛亥革命时期历史
潮流的浩荡大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