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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茜元

零星的阳光在枝头跳跃，终于让漫长的雨季有了
一点生的气息。 爱在窗前看雨，却又讨厌雨的悲凉，不
知是内心的孤寂在泛滥， 还是依旧做不到所谓的淡
然。 在这样的一个午后，有着文字陪伴，如此安静美
好。

她才情斐然，让世人为之倾倒，多年后，我们再次
忆起，也还是被她的美丽往事所打动。

林徽因，一个倾国倾城的女子，着一袭华美旗袍，
走过民国烟雨。 我对林徽因，无缘由地，不论人之品
行，就是一个欣赏可意，欣于她文字的清澈恬静，赏她
于世俗中的淡然透明。 这样一个女子，如莲花般一尘
不染的女子，让徐志摩怀想了一世，让梁思成宠爱了
一生，更让金岳霖为之终身不娶。 梨花似雪的心，澄澈
不染，即使尝过人间烟火，走过山长水远的流年，却依
旧美丽如初。 因为她知，若无能为力，就顺其自然，若
心无所恃，何不随遇而安。 她这样的一种心态，深深地
让我融入她的文字。

从青年惊鸿一瞥美好的错过，“我懂得，但怎能应
和”的告白，到暮年“我们这一群剧中的角色本身性情
与性格抵触，理智与情感两不相容，幻想与事实当面
抵触，侧面或背面激成悲痛”的体悟，她的一生都没有
走出诗人的影子。 看这字间泪话，繁华的背面，却是寂
寞的哀愁，她与后来两个男人之间的所谓情感，也只
是徐志摩曾经的万紫千红为她的寂寥搭成了映衬布
景罢了。

林徽因喜欢建筑， 就在建筑史上作出了巨大贡
献，与梁思成合著的《中国建筑的历史发展阶段》，给
中国建筑学筑起牢固地基；她喜欢美术设计，就在共
和国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留下了她的印迹；她喜
欢诗歌，就给我们带来了触动心灵的文字。 她不放弃
对生活的热爱和执着，在有限的时空里过无垠广大的
日子。

蓦地，仿佛从她那里得到了什么东西，一种莫名
的激情开始在这个雨季荡漾开来。

心烦之时，遂拾起林徽因文集，时感身处清晨的
鸟鸣声中，她清秀空灵的文字萦回于我耳畔。《你是我
人间的四月天》，我依我稚子的思维揣着，多少带着对
青葱的怀惜吧！ 韶华易逝，无奈，只愿我们的心灵能始
终像那人间的四月天。

读完别人的故事，终究得回到自己的人生，演出
自己的剧幕。 其实青春年少的我还不太懂什么才是人
生，我想只有过完一生，闭上双眼的那一刻才算是真
正懂了吧。 一直以来，我都喜欢简单地一个人做自己
的事，有时甚至疯狂地想过，像梭罗一样，找一片安静
的湖，也过一过原始人那样的生活。 但那也只是想想
而已，人有时候得存有些幻想、兴趣爱好，一味地活着
很容易让人厌倦。

沉醉文字，心平静了，时光也沉默了。 看看窗外，
零星的阳光不知去向，跳跃的踪影也无处可寻，又是
一阵雨来了。

朱莉安

提起名画， 我们可
能会想到达·芬奇的《最
后的晚餐》、梵高的《向日
葵》、 毕加索的《格尔尼
卡》， 但提起《屠户的柜
台》《有奶酪的宴席》《吃
豆子的夫妇》和《玫瑰园
中的圣母》，提起提香、费
提、齐戈里，我们往往很
难想得起来这些画是什
么样子， 这些画家又是
谁。

在中学的基础教育
中， 我们知道的仅仅是
某个时期某一流派的典
型代表人物和他们的画
作。而事实是，数不胜数
的世界名画和世界名画
家一起构成了艺术的星
空。星空浩瀚，我们不能
叫出每一颗星星的名
字。 当我们走进一座美
术馆， 面对着感到陌生
的名画作， 我们只能凭
借肉眼去观察它最直观
的色彩、线条、构图，而不
知道它讲述的故事和背
后的寓意。 这太可惜了。
毕竟， 促使一幅名画诞
生的， 从来不是单纯的
技巧。

那么问题来了 ：如
何看懂一幅世界名画？
名画上一些事物的潜在
含义是什么？ 是否要啃
遍美术史的大部头才能
理直气壮地走进美术
馆？

日本知名美术史家
宫下规久朗表示： 不需
要，一本薄薄的《这幅画
原来要看这里》 就可以
解决大部分问题。 这部
由他撰写的书， 像是一
本美术史专用词典，画
作中出现的事物很可能
对应着一种暗喻。 比如：
驴子象征无知和倦怠；
蝴蝶比喻人类的灵魂；
石榴暗指耶稣复活；向
日葵有效忠君王之意。
玫瑰、车轮、窗户、奶酪
……它们像是文章中的
文眼， 当我们知道它们
代表着什么， 一幅画存
在于表象之下的情感和
意义就会明朗地呈现出
来。

宫下规久朗在解析
这些含义的同时， 还加
入了一幅画涉及的风格
流派、 画家在特定时期
的经历或历史背景。比
如梵高1885年前后创作
的《吃马铃薯的人》和朝
鲜画家金成龙1999年创
作的《马铃薯丰收》，梵高
笔下昏暗的屋子和默默
吃着马铃薯的农民更能
让人感受到现实生活的
沉重和充实。

当然， 这本书不能
当专业书看， 它是一条
捷径， 用最简单的方法
让业余的普通人也可以
知道： 那些星星为何而
闪耀。

胡适说： 怕什么真
理无穷， 进一寸有一寸
的欢喜。 我们欣赏名画，
归根结底是在欣赏美，
欣赏历史， 欣赏真理。从
一幅画延伸出来的东
西， 让我们一寸一寸缓
慢地前进着。《这幅画原
来要看这里》 是一把开
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是认识未知领悟的新的
方式；也有可能，它本身
就是一个新的世界———
不广阔， 但同样让人欢
喜。

（《这幅画原来要看
这里 》 [日 ] 宫下规久朗
著 杨明绮 译 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

《强国的逻辑：跟总理学经济》
（新版） 路大虎 著
中央党校出版社

本书是
《 学 习 的 力
量 ： 跟总书
记 读 历 史 》
的 姐 妹 篇 。
书中有新一
代领导层对
新问题的新
思路 ， 也有
新一代领导
层对旧问题
的新阐述和
作者对中国
经济问题和经济政策走向的新思考。

《〈湘江〉年选·2015》
湖南日报编辑部 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是
2015 年 度
《湖南日报·
湘江 》 副刊
作 品 精 选 。
全书共分为
作家、湘韵 、
艺风 、 悦读
四 个 版 块 ，
收录了 2015
年 发 表 于
《湖南日报·湘江》的上百篇优秀副刊作品，
总计16万余字。

《小浮世》
钟二毛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
个关于中年
男人追逐欲
望和自我拯
救 的 故 事 ，
一部真正深
入描写企业
精 英 虚 无 、
潦草生活的
小说 。 作品
淋漓地展现
了都市中金
钱与情欲的
争斗，是对资本和欲望的敏锐洞察，也在人
性层面对现代都市生活有独立的思考和深
度的介入。

《知堂题记》
周作人 著 钟叔河 编 岳麓书社

本书是
中国现代著
名 作 家 、 文
学 评 论 家 、
翻译家周作
人的随笔读
书录 ， 收录
各 类 题 跋 、
小文 、 译后
记等236篇 ，
按写作时间
先 后 编 次 。
其题记自成
特色 ， 多有
好思想、好文章，兴趣盎然。

《追逐太阳》
[美]理查德·科恩 著 李红杰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作者旨
在带领读者
探索人类社
会与太阳之
间 的 关 系 ，
他的足迹踏
遍 18 个 国
家 ，经过7年
多 的 调 查 ，
发现太阳无
处不在———
神话、语言 、
宗教、科学、艺术、文学、医学等 ，甚至是大
洋深处。

张清华

我一直相信， 一本诗集其
实就是一件音乐作品， 其中的
每首诗彼此都具有奇妙的“互
文性”———都是这音乐的一个
片段， 它们细细密密地连接着，
互为乐句的延伸，或者背景装饰；
或者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座好的
建筑， 每首诗都是其中的一个房
间，一间密室，有幽曲的风景，别
有洞天的摆设， 它们彼此紧紧地
连接着，互相支撑，互为背景，成
为对方不可拆解和或缺的部分。

这是创造的奥秘， 也是其间
诱人的乐趣所在。 如果没有这样
的境地，在我看来，一本诗集的存
在理由就大大减低了。 蒋三立的
《在风中朗诵》让我相信，它是属
于这样一种关系的产物， 也是一
个臻于佳境的范例。

我与这部诗集的作者蒋三立
其实只有一面之识， 对于他性格
为人的细节所知无多， 但他的诗
歌却似乎为我提供了一个了解其
人、感知其心的很好的入口，这大
约也可以算作“读其诗想见其为
人也”。 在我看来，若说他是“忧
郁”未免有些许夸张，但他必定是
有一颗敏感之心的， 他对世界保
持了如此纤细和精微的感受力，
也保持了一份洁净和易于“受伤”
的状态———这是一种心灵敞开
的， 至少是未曾放弃人格准则与
情怀胸襟的状态。 对于一个进入
中年且在这俗世生涯中混迹半生
的人来说，这委实不易。在这个意

义上， 我以为他是一个值得关注
和尊重的诗人， 一个接近于脱离
了诸种功利之心的纯粹的诗人。

但这个评价我以为还不足以
体现他的意义。如果要寻找一个可
资比拟的例证，我想到的是上世纪
40年代的冯至———现代中国诗歌
史上的一个分量颇重的诗人，这很
奇怪。虽然我并不能确定蒋三立诗
歌写作的背景， 以及影响的来源，
但从诗歌的品质与诗意的取向来
看，他同上世纪40年代写《十四行
诗》时期的冯至相比，确乎有某些
类似之处， 这或许是属于巧合，但
至少它表明，他的诗歌写作是具有
哲学质地和形而上意味的，是有对
于生命与存在的敏感之思的。

蒋三立是善于提炼和纯化诗
意的一位诗人。他总能从寻常的事
物与景象中， 找见让人揪心的东
西；从外部世界的物象中，找到和
自己休戚相关的部分；从遥远或细
小的客体身上，找到与精神和存在
的玄虚之物互相感应的去处。这是
他尤为令人钦佩的地方。 虽然，在
一些篇章中， 他过于显得漫不经
心和不事经营了， 有些篇章也显
得过于散漫， 结构和节奏不太讲
究，但总的来说，他是一位天生的
高手———虽然下手很“轻”，却常常
能够以轻见重，以小见大，以少胜
多。 他是“在风中朗诵”，风声确乎
会掩盖或吹散他的声音，但这声音
属于自然， 属于善于倾听的生命，
所以也就无须担心或刻意为之，因
为它可以融入自然的共鸣和与天
籁的混响之中。

忽想起上世纪60年代， 美国
一位号称“深度意象派”的诗人罗
伯特·勃莱， 觉得蒋三立的诗，某
种程度上也很像他倡导的一种理
念， 即去除理性和学院派传统的
拘囿，通过引进中国古典诗、拉美
诗歌以及欧洲超现实主义诗歌中
的精髓，来缔造一种“奔流于大自
然的， 突然从底部和下层生长出
来的树干与鲜花”一样的诗歌。蒋
三立没有学院派的呆板与观念的
堆砌，没有“知识分子写作”的“掉
书袋”气，也不存在“口语派”的粗
陋与蛮俗， 更没有技术主义至上
的本末倒置， 却有一种天然的灵
敏与悠远，荒茫与丰富。这是他最
值得赞赏的地方。

（《在风中朗诵》蒋三立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章迪思

《荀子·劝学》云：“不积跬步，无以至
千里。 ”古人为了获取地理知识，跋山涉
水，一步一个脚印，一山一水，放在一起拼
凑出大地的全景。 于是有了《水经注》、有
了徐霞客……可是，在互联网技术普及的
今天，读书、看图、方兴未艾的虚拟现实技
术……似乎有多种知识获取途径取代脚
踏实地的行走。

那么我们不远千里去看那些名山大
川，专业人员不畏艰险深入未知的地理疆
界，这些还有意义吗？

北京大学学者李零最新出版的《我们
的中国》， 是对这个问题非常有力的正面
回答。

李零为北大中文系教授、 博士生导
师。 今年4月20日，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公
布第236届新当选院士名单，李零作为外
籍院士名列其中。李零涉猎的学术领域极
为广泛，其自述重心在“三古”，即考古、古
文字、古文献，是当今学术界能够熟练地
将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和传世文献结合
起来，在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和文化诸领
域展开全方位深入研究的优秀学者之一。

此次最新出版的《我们的中国》，是李
零历经多年遍访中国大地上重要的城址、
战场、祭祀和思想史遗迹，在旅行日记和
考察记的基础上写作而成。书中从禹贡九
州讲到周秦的两次大一统；从寻访孔子和
秦始皇、汉武帝的足迹，到中国的山水形
胜、岳镇海渎；最后还论述了20世纪中国

革命的地理问题。 经由此书，中国自上古
以来的人文和精神世界，有了一个大地上
的维度。

缘何选择地理作为梳理中国历史和
思想史的切口，或者说，地理也有思想史
吗？ 对于这一点，李零在2010年为北京大
学环境学院历史地理中心教授唐晓峰所
作的新书序言中，有很明确的阐述。

他认为，考古和地理有缘，两者都是
“读地书”，所谓“区系类型”，所谓“分国分
域”，都离不开地理。 古人讲分野，是以地
上的山川州郡对应天上的十二次、二十八
宿。这种套合，虽然有很多牵强之处，但想
法很聪明，有古人的智慧。 我们站在地上
看大地，看不远，但天却视野开阔。古人想
以天地一体的坐标系来为大地定点，和现
代的大地测量和GPS， 在思路上是相通
的。

研究地理，从地上看大地，一直凑到
眼跟前儿看，固然很重要，但思辨推理、宏
观把握也绝对不可少。要想真正读懂这篇
“大地文章”，不能不借助思想的翅膀、理
论的眼光，所以，优秀的地理研究，往往是
放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的总体框架内才得
以实现。其实，李零此次的新书，某种程度
上是和近两千年前的《汉书·地理志》形成
了某种隔空呼应。《地理志》讲的是“王朝
地理学”， 而李零新著讲的就是涵盖整个
历史维度的中国的地理学。

小族变为大族，小国变为大国，中国
把天下人，甭管姓什么，团结成一家。“四
海一家”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本书对“什么

是中国”， 从人文地理方面做了迄今最为
全面、宏观的深入研究，也提出了不少富
有创新性的见解。 例如：

定形的中国：古人说的大一统，本指
夏商周三分归一统，即西周大一统。 李零
强调，国本指区域，而非国家，中国的本义
是四国之中，即四方的中心。 夏是这个中
心，商、周都认同夏（“禹迹”），但西周是三
代的总结，古人明确提到中国是在西周时
期。

华夏眼中的蛮夷：骑马民族和航海民
族差不多。 他们聚小为大，主要靠和亲会
盟。 联合是松散联合，主分不主合。 合，也
是靠教不靠国。侵掠、贸易、传教是他们的
三大特点。 他们的贡献主要是传播。

夷夏之辨：夏、商、周都有北方民族的
深厚背景，如夏与戎、狄，商与夷、狄，周与
氐羌，不光通婚，而且杂居。周人甚至与骊
戎、大戎、白狄同姓。 夷、夏是为了同一个
革命目标，不远万里，走到一块，区别只在
先来后到，华夏只是先头部队。

欧亚太极图：欧亚大陆，得天独厚，一
条干旱带，阴阳割昏晓，欧为阴，亚为阳。
游牧走廊，穿针引线，就是沿着这条干旱
带，各大文明都是傍着它发展。历史上，一
带（陆上丝路）比一路（海上丝路）更重要。

也许，看完此书，我们会对中国、中国
人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它承袭的以前的
样子如何，今后将往何处去……有更清醒
的认知。

（《我们的中国》 李零著 生活·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特别推荐

《我们的中国》：

带你读懂中国的
“大地文章”

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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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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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
马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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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意青春

闲读林徽因

潇湘诗情

蒋三立的诗：

天然的荒茫
与丰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