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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琳

张充和先生一年前驾鹤西去。一年后，三联书店出版
了白谦慎编的《张充和诗文集》，共收诗词220余首，散文
60余篇。 目前，这是收辑最全的张充和文学作品集。

娴于昆曲、兼擅书画，醉心古典艺术，这是人们熟悉
的充和老人。 透过新出版的《诗文集》，我们看到的，分明
是一位文学的张充和，既精于旧体诗词，又擅写白话小品
短章。 从少年习作，到耄龄怀人忆旧的散文篇什，在长达
80余年的岁月里，她用手中的一支笔，抒写情怀，叙述悠
悠往事……

“诗词篇”开篇有几首十几岁的习作，编者白谦慎认
为“殊难觅得，弥足珍贵”。如十三四岁时作《荷珠》，“闪灼
光芒若有无……不是珍珠是泪珠”，授业的左履宽老先生
批为“妙不可阶”。 多年后，充和还是以“荷珠”为题，两度
倚声填词，留下《凤凰台上忆吹箫 咏荷珠》二首。“荷珠”，
陪伴了她一生。

充和与古琴艺术家査阜西有数十年的深厚交谊。
1944年，在云南呈贡，充和作有《呈贡杂咏二首呈阜西先
生》，阜西遂和《次充和怀旧韵》（二首）。然而，这段交往随
充和1948年赴美戛然而止。 二十余年，音信全无。 1970
年，充和在一首《八声甘州》小序中写道：“选堂来，不自携
琴。因借与寒泉，阜西所赠也。闻其已归道山，乃共听其录
音，为唏嘘者久之。”饶宗颐（选堂）来哈佛演出，没有自带
古琴，充和拿出当年阜西赠送给她的一把宋琴“寒泉”，借
与选堂，听到査阜西已不在人世的消息，联想到“寒泉”的
主人，充和不禁唏嘘。

四年后的1974年，充和再作《八声甘州·闻阜西尚健
在喜极依前韵》，“喜佳音万里，故人犹健，疑谶都休。” 听
到阜西尚健在，阴霾一扫，欢欣喜悦。 1976年，充和工楷
抄写上述两首《八声甘州》 诗简寄呈八十高龄的阜西老
人。 老人收阅后，激动异常，遂回信说，“几度廻环诵读”，
“觉情词瑰丽，又胜当年多矣”。 同年，阜西走了，充和三
作《八声甘州》，凭吊一代琴宗，“怅泠泠七弦，栖栖一代，
千古悠悠”。 从误听阜西归道山，到欣闻阜西尚健在而喜
极，最后敬悼阜老，前后三首《八声甘州》，大喜大悲，幽微
沉厚，哀切感人。

“散文篇”收有桃李年华时的三篇短章，其中《梁石言
先生略传》六百余字，不枝不蔓，言简意赅，笔调老辣得与
她的年龄似不般配。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在一年后，充
和竟以数学零分、 国文满分的成绩被北京大学中文系录
取。

1936年，二十出头的张充和进入南京《中央日报》，
接手了原本由储安平编辑的“贡献”副刊。 在随后的一年
多时间里，她以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短文、随笔、评论，
散发着活泼泼的青春气息，又饶有禅意和哲理。

“散文篇”最后一组文章，是本集的高潮咏叹。晚年的
充和追怀师长、至亲、曲友———沈从文、沈尹默、张允和、
郑肈经、卢冀野和十来位曲人，看似信笔记述，毫无雕琢
修饰，却直抒胸臆，情真意挚；陈年往事，历历在目。 联想
到充和哀祭沈从文的16字诔辞：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
斗其文，赤子其人。如闻黄钟大吕，古韵遗响，回荡在天地
之间。

在充和的诗词中，我们看到“天涯”一词经常出现，尤
以远赴北美之后，“谁信天涯若比邻”“故国苦千里， 天涯
酸几行”……对比她那眷恋深切的怀人笔墨，谁能说，故
乡———故人———故事，不是永远活在她心中呢？！

（《张充和诗文集》 白谦慎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周伟

小时候， 常听五伯爱唱一句戏文：“贤弟休回长安转，就
在这沙陀过几年，落得个清闲。 ”自然，那时是听不懂戏文的，
更不明白五伯为何唱得那样有滋有味。

中年以后，似乎明白了几分。 虽不知沙陀在哪里，查了一
下，绝非当今春绿的江南，却也落得个清闲，真个是“好受用”
呢！

自古文人，隐逸佳处，避世清闲，淡看风云。
谁不盼着清闲呢？ 清静悠闲，住进书里头，世事如烟，万

物淡然，自然好。
老杜（杜甫）有几句诗也是特别的好：“雨槛卧花丛，风床

展书卷”；“竹斋烧药灶，花屿读书床”；“负米力葵外，读书秋树
根”；“读书难字过，对酒满壶频”……

寻书，买书，读书，藏书，或者一不小心邂逅好书，都是需
要缘分的，如喜爱的女子一样。 遇到喜欢的，自然不能错过。
一旦错过，就是终生错过，成为生命中永久的痛了。 喜爱是没
有缘由的，觉得好，便想拥有。 拥有了，更要懂得珍惜，不离不
弃。

好书，如好女子，清茶一杯，可以涤烦，可以静虑，可以清
心，可以宁神。

日夜书，生命河。 关于岁月，关于烟云，关于思想，关于方
向……也许我们都能在书里找到。 其实，大多的时候，面对这
些书们，我们只是静静地面对，觉得一切都不重要。

我甚至以为：读万古书，不必贯通，不求甚解，无需广博，
无须深刻。 或出于好奇，或偶有疑问，或打发时光，想读时读
读，爱读时读读，倘有心得和发现，甚至灵光一闪之时，则是意
外之喜。

赤日炎炎，书摆放在面前，宁静以对，手不动，风在翻；眼
不看，心在读。 恍惚中，一炷清香烟直上，却有阵凉透肌来。 我
想，不知不觉间，照得清闲小镜，神思淡然。

读也罢，不读也罢，清静悠闲，岁月恒好。
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

盈……
我以为，清闲之乡，淡好之境，住在每个人的心里。闹中取

静，喧嚣之中觅闲适，“心远地自偏”。
我等一谷山人，有一得之乐足矣。 若是懂得书中“三味”：

味其趣、味其理、味其情，则常足矣！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理事、湖南省散文学会副会长、邵

阳市作协副主席）

王锐

寂寞是生活的一部分， 寂
寞是生命的一部分。

不管日常生活多么喧嚣，
总有静止于寂寞的一段或一瞬。

我总以为， 寂寞可以开出
艳丽的花朵， 也能结出丰硕的
果实。 这些花朵和果实可能在
你的凝神间， 可能在我的小憩
里， 也潜藏在万晓红兄长的文
本中。

在晓红的这本新书里， 并
无一个明确的主题或一根粗壮
的主线进行统领和链接， 只迸发出一些四溅
飞扬的点点花火。 有时， 这些花火匍匐在地，
接通地脉， 映现了汩汩乡愁； 有时， 这些花
火绚烂半空， 凌空蹈虚， 形而上丰满； 有时，
这些花火蹿到了户外， 照亮一片异域的天空，
勾起“世界那么大， 我想去看看” 的无限神
往； 更多的时候， 这些花火缠绕指尖， 多了
一些生存和生活上的哲学思索。

比如 《青桩》 《粽子的味道》 《安乡的
小酒》， 这些家乡的特产， 就必须写出家乡的
味道； 比如 《妻子无才》 《挂清明》 《父亲
节的回忆》 《大姐》， 这是最真挚的情感， 是
亲情， 就多了些枝枝蔓蔓， 细节感人， 朴实
动情； 比如 《最好风景》 《上海 上海》 《政
治重庆 文化成都》 《走向惹巴拉》， 相对于
作者所居住的小城， 这些地域无异于外面的
世界， 是外面的风景， 就要有令人沉浸其中、
流连忘返的身临其境。

在一个凝神的刹那、 侧目的瞬隙、 迟滞
的步履间， 总有许多过往和回忆纷至沓来，
总有许多美好的事物不约而至。 寂寞无边，
记忆恒久， 你我依然可以在“青桩” 中觅到
童年的足迹， 牵引你我对过往岁月的深深眷
念； 也可以在“妻子” 的朴实中找到共鸣，
琢磨每个人身边“都睡着一个伟人”， 是否从
此更加珍惜夫妻间的平淡和暖意， 无关风月
和浪漫， 唯有时间的推移和执子之手、 与子
偕老的持守； 还可以在“大姐” 中找到一个
女人的固执和坚强， 她是作者的大姐， 又何
尝不是你我心间近在咫尺的大姐形象； 甚至
借助作者的文字去品一品“安乡的小酒”，
“街边彩条布一挡， 太阳伞一撑， 火炉一放，
碗碟一摆， 几方小桌， 几把小凳， 酒朋随邀
随到， 酒菜随喊随上”， 几个精准的动词， 把
摆摊的娴熟和摊贩的热情刻画得淋漓尽致，
是否会让安乡的小酒在你我的心中生动鲜活
起来， 勾起你我心中的馋虫， 点燃你我心中
的豪迈？ 对身处外地的安乡游子， 这些琐碎
的物什， 一定是最珍贵的文化回味； 对关注
安乡的远近友人， 也一定是最物美价廉的广
告词汇。

当然， 作者文本中的凌空蹈虚可能是你
的或他 （她） 的“菜”， 但不定是我所喜好的
一小口。 《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 《寂寞迫
使我成为自己的挚友》 《假如爱情是一种职
业》， 这些标题构思精巧， 极具“咬上一口”
的魅惑力， 尽管只是心灵鸡汤的演绎和空空
如也的感慨， 但的确是一个人寂寞时最真实
的情感表达。 他 （她） 可以找到他 （她） 的
所需， 你也可以成为作者似远似近的知己。

你我要爱你我的寂寞。
你我的寂寞产生如此这般绚丽的花朵。
这些花朵在寂寞的夜晚次第绽放， 灿烂

自己， 温暖他人。
(《寂寞迫使我成为自己的挚友》 万晓红 著)

戴开柱

国家“十二五”规划重点出版图书《吕
振羽全集》十卷本（以下简称《全集》），已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全面记
录吕振羽一生治史经历和学术发展、充分
反映这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睿智思想
和科学探索精神的大型文献汇编。

吕振羽（1900-1980）是中国马克思
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老一辈
无产阶级教育家。 湖南省武冈县（今属邵
阳县）人。 他一生“熔革命与学术于一炉，
集革命家和学者于一身”， 为开拓马克思
主义新史学生命不息，笔耕不辍。 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后， 他相继担任大连大学、
东北人民大学领导工作，为新中国的教育
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全集》是全面
记录他一生奋斗的学术成果，由十多位史
学工作者历经多年精心编辑而成， 共计
600余万字，充分体现了吕振羽开创中国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系列首创性贡献。

1933年，吕振羽先后撰成了四部最具
代表性的学术专著：《中国上古及中世经
济史》《中国社会史》《史前期中国社会研
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这四部著作，
向人们昭示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
成初期吕振羽的学术贡献：一是开拓了以
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原始社会史
的正确的方向； 二是首创殷代奴隶社会
说；三是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论。

1937年6月， 上海黎明书局发行了吕
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该书出版之后
曾引起毛泽东的高度关注。 1942年7月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讨论出版工作
时， 针对稿件缺少的问题， 毛泽东指示：
“最近经验， 少而精的东西还能看而且有

益，多了无法看。有富裕的排印时间，可印
《鲁迅全集》《海上述林》、吕振羽的《中国
政治思想史》。 ”

抗日战争爆发后，吕振羽又撰写了一
部重要著作，即《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教
程》。 这是吕振羽在曾被称为“南方抗大”
的湖南塘田战时讲学院的执教讲义，讲述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反映了他
对太平天国、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
等重大事变的学术观点。 之后，他又在两
个时间段内先后完成《简明中国通史》。吕
著《简明中国通史》和范文澜《中国通史简
编》同为中国最早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
通史著作，但吕著《简明中国通史》上册于
1940秋开始撰写，1941年5月由香港生活
书店出版，时间早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
上编。

解放战争中，吕振羽于1947年2月撰
成《中国民族简史》，同年4月由大众书店
出版。该书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为指
导研究中国民族史的开创之作，全书把汉
族和各少数民族并列，进行全面、完整的
考察。此书表明吕振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
民族史研究的开拓者。

除此以外，《全集》显示，吕振羽还在
诸多领域有新的探索及研究成果，如在关
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考察上，把中国资
本主义萌芽的时间推前到“明清之际”。又
如在政治领域，吕振羽在上世纪20年代未
30年代初民国重建稳定初期发表的关于
乡村自治问题的理论，多次提出在乡村建
设中实行“村民自治”观点，尽管时间已过
80余年，对当今中国推行新农村建设仍具
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作者系长沙大学教授 ，北京吕振羽
纪念室特聘研究员)

吴投文 胡庚

彭万里的《镜子里的火焰》是一部充
满个性色彩、 具有鲜明自我形象的诗集，
表现了一个女人独立而完整的世界，特有
的细腻与柔情。 她的人生经历、内心情感
以及思想境界，都从字里行间显现出来。

诗集分为“镜子里的火焰” “蓝色
雨” “行走时光” “野白菊之恋” 和
“月光背影” 五辑， 记录了一个人的成
长历程。 先写一个情窦初开的妙龄少女
试图从镜子中攫取温暖， 到饱尝思念、
背叛之苦的蓝色雨， 到遍尝社会心酸迷
茫困顿的心路历程， 再到慢慢反思人生
领悟到亲情与友情的珍贵， 内心逐渐获
得解放， 最终踏上旅途。

整本诗集几乎没有选取宏大的意
象， 都是诸如花草树木、 小鸟、 黄蜂、

蘑菇、 月亮、 太阳和青蛙等， 这些意象
看来都是女性诗人特有的标志， 没有男
性诗歌的雄浑、 宏大与深沉。 在她的笔
下， 月亮是温柔的， 太阳是温暖的。 诗
人擅长抓住日常琐屑事物来写， 而且观
察入微。 诗人的心很静很平和， 她在用
心感受生活， 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有
人说， 诗人的意象主要来自于他的潜意
识。 女人的感情是细腻的， 作为一位女
性诗人， 她笔下的诗所表现的情感也是
细腻的， 风一吹， 草一动， 诗人都会敏
锐地捕捉到， 因为这些都牵动着诗人的
心绪， 拨动着诗人那颗多愁善感的心。

诗集节奏缓慢舒畅， 语言简单平
实， 含蓄而有力量， 没有那些口语化的、
时尚的语言元素， 也没有刻意雕琢， 而
是轻描淡写， 画面感强， 如同在勾勒一
幅幅生活画卷。

《大国外交》
王帆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大国崛起， 需要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 中国的崛起
成为世界的一抹亮色 ， 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
心， 充分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智慧和力量。 但周边形势仍存
在若干不利， 纷争不断， 波谲云诡。 秉持特色大国外交政
策的中国， 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王
帆对中国近几年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权威解读， 揭秘中国
外交大格局的大国智慧。

《望春风》
格非 著 译林出版社

小说以乡村里各种普通而又不平凡的居民故事为切入
点， 描写村庄由简朴内敛逐渐衍变的复杂过程， 通过个人
命运、 家庭和村庄的遭际变化， 展现它们可能的未来。 书
中， 有生命个体在社会变革中的脆弱无助， 特定年代真实
的社会面貌和人们的生活状态， 以及各自的精神心理。

《欧阳询艺文类聚序》
怀诚、珂珮 编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欧阳询是我国唐代大儒、 文化大家、 大书法家， 是我
国最早具现代意义的书法教育家。 其主编的 《艺文类聚》
凡一百卷， 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 泽被至今。 其
序文要言不烦， 堪称经典， 但现在只存序文， 笔墨无传。
欧阳中石是当代书坛大家， 也是我国当代第一位创立完整
高等书法教育体系的书法教育家， 编辑约请中石先生用行
书书写 《艺文类聚序》， 堪称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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