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画廊札记》
远人 著 花城出版社

本书为湖南诗人远人的读画文
长卷集 。 作者没有就画论画 ， 而是
以饱含哲思的诗意之笔进行极具个
性化的阐读 。 读者不仅能从中领略
到艺术大师们气象万千的作品魅力，
还能看到作者自身的人生哲思和艺
术旨趣。

《有匪》
少年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女性武侠作品 ， 传承
了现代武侠小说的写法 ， 讲述了一
个关于超越武林前辈的传奇故事 ，
塑造了众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
特别是女侠周翡和文弱 “书生 ” 谢
允这一对以武力而言女强男弱的恋
人撑起了整部作品的筋骨与精神 。
作者为网络超人气作家。

《穿越历史聊经济》
汪凌燕 汪通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一部二十四史 ， 帝王将相读出
来的， 往往是尔虞我诈和经略权变，
而在经济学家的眼中 ， 却是很多当
代经济理论的预演。 本书从经济学、
金融学的角度看历史 ， 展现了一个
同样惊心动魄而又别开生面的视角。

《树之生命木之心》
[日]西冈常一 小川三夫 盐野米松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著名作家盐野米松，对日
本师徒三代宫殿木匠持续十年的采
访笔录，分为天、地、人三卷。 不仅呈
现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日本古建智
慧与匠人之魂，也纪录片式地讲述了
一门古老技艺在现代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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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湘子

在我的阅读感觉里， 那个孩子不属于哪一个家
庭、 哪一个村庄、 哪一个城市， 他甚至也不属于哪
一个民族或国家。 他就像一个从云端来到人间的孩
子， 尽管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 却是纤尘不染， 那
么好奇、 热情、 执着而神秘。 他简直就是走进了人
们生活中间的一个精灵。

男孩的名字叫蒙多， 他是法国作家勒·克莱齐
奥所著的 《蒙多的故事》 里的小主人公。

作家赋予了男孩蒙多对世界的无比好奇和细腻
的感觉。 男孩好奇又好动， 那充沛的内在的天真与

能量， 引导他兴致勃勃地漫游世界， 激励他热情洋
溢地待人接物。 他细腻的感觉， 通过作品纯净的文
字得到充分展示， 整本书中随着男孩蒙多的漫游，
读者得以领略海洋、 高山、 草原、 沼泽、 河流、 森
林、 花鸟、 走兽、 游鱼之美。

男孩蒙多还穿行于形形色色的人物之间， 其中
有洒水员、 卖面包的、 邮递员、 渔夫、 茨冈人、 哥
萨克人、 越南人、 牧羊人……男孩对人的观察与感
觉也极为敏锐， 会让读者对每一个人留下深刻的印
象。

这个神秘的男孩形象让读者产生审美联想， 他
身上的好奇与热情， 他的纯净与天真， 隐含着对现
实世界的一种反讽。 这个形象给予读者的审美体验
也是极不一样的， 需要调动想象力去贴近、 去体
味。 这个形象的塑造， 相对于常见的人物描写方
法， 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不是作家一笔一画描绘
出来的， 而是作家从意念中捕捉到的。 作家赋予了
这个人物心灵的自由， 这个叫蒙多的男孩因此具有
了精灵一样的奇异秉性和特质。

忽然想到曹文轩先生在 《论发现》 一文说过的
一句话： “文学家要从存在中发现的就是一些形而

上或具形而上性质的东西。”
曹文轩先生的这句话， 似乎就是针对勒·克莱

齐奥的这类作品而说的。
客观存在物之中， 包藏着形而上或具形而上性

质的东西。 就好像大米、 高粱之类粮食可以酿酒，
就好像阳光照彻水汽升腾的地方可能出现彩虹。

那些深藏的形而上或具形而上性质的东西， 需
要艺术的眼光去发现、 去发掘。

勒·克莱齐奥是善于进行艺术发现的人， 是艺
术上的酿酒师， 是捕捉彩虹的人。 他像所有有雄心
的小说家一样， 致力于建立一个自供自给的小说世
界， 创造卓尔不群的艺术形象， 寄现实于幻想之
中， 叩问着当代文明中的裂变， 探索着在物质掩盖
下的人性。

《蒙多的故事》 是法国中学生的必读书， 其纯
美的文笔， 纯净的思想， 纯正的品质， 适合读者静
下心来慢慢品味， 去追寻心灵的自由与纯净。 这样
一种阅读体验， 或许能将我们带入真正的文学阅读
之中。

（作者系湖南儿童文学作家 《蒙多的故事 》
勒·克莱齐奥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一轮明月照窗台
孙绍富

《小窗幽记》 是明代文学家陈继儒编
写的一本格言小品， 我将此书置于案头，
常翻常念常新。 夜幕品读， 若见明月照窗
台， 心田无尘， 思绪澄明如镜。

先说一个“醒” 字。 “今世之昏昏逐
逐， 无一日不醉， 无一人不醉， 趋名者醉

于朝， 趋利者醉于野， 豪者醉于声色车马， 而天下竟为昏迷
不醒之天下矣， 安得一服清凉散， 人人解醒。” 今天， 社会
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 到处令人眼花缭乱， 保持一份清醒
尤为重要。 何谓“清醒”？ 清楚、 明白也。 如何清醒？ 书中
向我们一一道来： “倚才高而玩世， 背后须防射影之虫； 饰
厚貌以欺人， 面前恐有照胆之镜”， 是说在处世为人上要清
醒。 “天薄我福， 吾厚吾德以迓之； 天劳我形， 吾逸吾心以
补之； 天阨我遇， 吾亨吾道以通之”， 是说处在福禄和祸灾
时要清醒。 “仕途虽赫奕， 常思林下的风味， 则权势之念自
轻； 世途虽纷华， 常思泉下的光景， 则利欲之心自淡”， 是
说在权势与利欲上要清醒……清醒要清醒在角角落落、 方方
面面、 人人事事、 时时处处。

后说一个“闲” 字。 林语堂说过， 智慧的人不劳碌， 劳
碌的人无智慧。 闲， 不是袖手好闲， 无所事事； 不是怠慢闲
散， 玩世不恭； 不是好逸恶劳， 坐享其成。 而是脱去劳顿的
盔甲， 披上悠闲的便装， 把神收起来， 让心闲下来， 神不随
物转， 心不随境迁。 忙里偷闲， 多陪父母聊聊天； 张中放
驰， 多同妻儿吃吃饭。 可去濯清水， 追凉风， 钓游鲤， 弋高
鸿； 可去读良书， 会高朋， 弄歌舞， 逛闾阎。 忙碌中保有悠
闲， 心闲身不闲， “到得能闲几丈夫”。 “斜阳树下， 闲随
老衲清谈； 深雪堂中， 戏与骚人白战”， 是休闲； “宠辱不
惊， 闲看庭前花开花落； 去留无意， 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也不是空闲。 内心无慌乱， 有闲心情好心态保底， 眼中的阴
霾不再是阴霾， 心里的苦雨不再是苦雨， 脚下的寒冰不再是
寒冰。 忙， 人自取； 闲， 天定许。 学会劳逸结合， 忙中就
闲， 闲中去忙， 才是高人。

再说一个“静” 字。 “多燥者， 必无沉潜之识； 多欲
者， 必无慷慨之节； 多言者， 必无笃实之心。” 静， 就是不
多言， 不浮躁， 不妄动。 静是深邃的， 给人以不动声色的刚
毅和坚韧； 静是大气的， 给人以从容不迫的稳健和襟度。 当
今社会， 气定神闲、 安之若素者越来越少； 患得患失、 坐立
不安者越来越多。 一个人倘若心浮气躁了， 必定乱方寸， 失
举止。 惟宁静能缓解情绪， 沉淀浮华， 曲肱安寝； 惟宁静能
放逸身心， 过滤浅薄， 成就业绩。 宁静是削冗举要， 撇去泡
沫的器具， 是沉默寂寥， 剔除纵欲的利剑， 也是精神成长的
良田沃土。

世界嘈杂， 我们无法避免， 但内心宁静， 可由我们自己
把握， 正是所谓“名利任人忙， 乾坤容我静”。

欧柏

禅宗对诗歌的影响源远流长。 我国古代不少杰出诗人
如王维、苏轼等是禅宗思想的信奉者。 禅与诗，确有某些相
通之处，正如金代诗人元好问之言：“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
诗家切玉刀。 ”湖南诗人李青凇对此有深切的感悟。 他参悟
佛法，潜心写诗，在他看来，修行是为了发现自我、完善自我
并觉悟大我。 他的诗歌渗透了一种深厚的悲悯情怀，有一种
超脱世俗的对人生的体悟和大爱，善于在隐逸中冥想，作品
具有“诗”与“思”的双重品格。

今年作家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隐行者》诗思集，包括《我
之歌———诞生与涅槃之间的精神史》中英文修订版和《盛世
微言———一个现代隐者如是说》。 “我是谁”，是文学永恒
的话题。《我之歌》和《盛世微言》是李青凇的内心体悟，特别
是对“我是谁”这一亘古以来的哲学命题的追寻，是极有价
值的心灵探悟。 李青凇在诗中探索了“我”从出生到生命终
结的心路历程，情感真诚，思考深邃，在诗人晃动的这面多
棱镜中，读者不仅可以发现自己，更能领悟如何在诗歌中处
理“我”与世界的关系。 诗中既有诗人的自我，又有诗人的
“非我”，即诗人生活其中的宇宙。 诗人忠实于自我，但又不
局限于自我，把自我的感觉、情感、思维、想象向无限深广的
境界中推进，让自我与世界融合，让个体与万物呼应，使主
客观达到高度的和谐，使心灵获得净化与升华。

李青凇不断地出入于隐逸与入世之间。 隐逸使他获得
心灵的安宁，入世使他感悟人生的价值。 他愿为世界的真善
美而歌，并做人间的持灯者。 作为都市中的“隐行者”，李青
凇的诗歌特质在于超越世俗， 执着于内心体悟而达到澄明
之境，呈现出别样的诗学价值。 透过他创作出的洗炼的、富
有张力的诗行，一个飘逸的、孤独的并执着地追求诗歌感悟
大道的形象呈现出来。 在当下诗坛同质化的写作铺天盖地
的形势下，这个独特的、非常个性化的诗人形象的存在，是
极值得珍惜的。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院长、 当代新诗评论界权威
谢冕教授评价他和他的诗说：“诗人敏感，情感丰富，且表现
独特，言谈举止均有不同于常人之处，他是如此沉醉于自己
的冥想，你不能推翻他的判断，你只能静静地倾听，他的诗
句不仅是智慧的，而且含蕴着旷远的禅思。 这个现代隐者，
他为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既是对现实保持距离的静观，也
是体现自身强大的对于大千世界遥远的凝视。 他把诗人的
孤独设定为一种诗学的高度，但他也不乏庄重的省思。 他对
于孤独的表述，不止是远志大略，也有郑重的内省，而这些
发自内心的自我省视因为他的坦然而动人。 整本诗集，他都
用来思考，忘记的是外在世界的繁华和喧嚣，不曾忘记的是
人间的苦难，坚忍，爱，自由，创造，以及人性的尊严。 他的
诗，与其说是在叙述些什么，毋宁说是总在思考着什么。 有
哲理，有禅意。 处于孤独之中的纯粹的思考者，给予他的诗
歌以特有的魅力。 ”

已故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著名诗人评论家陈超教授曾
评论《我之歌》称，古人谓：“禅是诗家切玉刀。 ”李青凇作为
一个成熟的诗家， 的确不乏斫玉老手的劲道。 一部《我之
歌》，175节，1050行，写得经胳舒展，气脉贯通。
有观照冥想，有活参顿悟；有直抒胸臆，有隐喻暗
示；有净善清音，也有当头棒喝。按照“万古长空，
一朝风月”的境界来衡估，这部作品大抵是做到
了的，你很难分清楚此诗的“时间”究竟是
刹那还是万古，此诗的“空间”，究竟是当下
还是永恒。 这种诗与禅化若无痕的融
汇，是对华夏民族自然
含蓄凝炼的审美性格
的现代承继与变通。

以诗修心悟道，确
是一种独到的法门。 李
青凇和他的创作证明
了这一点。

（《隐行者 》
李青凇著 作家
出版社出版）

语文与文
卢宗仁

几十年来， 对文学的偏爱，
对文字的钟情， 一直贯穿我的人
生， 且会伴随终生。 而这一切，
完全是因为语文的缘故。 年轻
时读了不少的书， 但真正溶进我
血脉、 塑造我灵魂的， 非 《语
文》 莫属。

爱惜书， 是小时候养成的习
惯。 每每新学期开始， 领到新书
的第一件事就是包书。 一般是用
报纸或白纸， 奢侈一点有奖状或
画报做成书皮。 包书是一个细
活、 经验活。 折叠时角度有讲
究， 书脊上下剪口也有技巧。 书
包好了， 还要请人工工整整写上

“语文” 二字、 姓名三字。 稍大
一点就自己写了。 一个学期读
完， 书皮稀烂了， 成了乌龟壳，
可封面还是崭新的。

背书， 是贯穿中小学时代不
变的功课。 很小的时候是“丫口
腔”， 只知道读， 不知道写， 只
知道音， 不知道意。 比如“得道
多助、 失道寡助” 一句， 虽然背
得滚瓜烂熟， 但一直没弄明白意
思， 直到后来上了中专， 才突然
悟出。 那时的晨读， 真的是一山
百鸟鸣， 此起彼伏， 东边日出西
边雨； 而自习课， 则是满堂蛤蟆
叫， 鬼哭狼嚎。 女同学读得清脆
悦耳， 男同学读得尖叫刺耳。 女
同学齐声朗读时， 男同学就和声
起哄， 一浪高过一浪。 读累了，
一个个东倒西歪， 蚊子嗡嗡。 一
听到老师的脚步声， 又轰然齐声
大爆发， 百万雄师过大江。 待到
老师戒尺一敲， 霎地停止。 有几
个刹不住车的， 呛得一脸通红。

背书比高低、 争快赢是件乐
事。 第一个背出课文的， 就能得
老师亲自大红大写的一个“背”
字， 一个喜气无比的大“√ ”
号。 跟在后面的， 就只能由班干
部或小组长画“√” 了。 那在最
后怎么也背不出来的就急红了
眼， 或是干脆死蛇一条， 等着老
师留堂， 等着家里领人， 等着回
家挨打。 读小学时， 我们有背书

“三剑客”， 几乎把前三名全分
了、 平分了， 三哥们轮流着一二
三， 滚动着三二一。 偶尔也被一
个女同学杀了黑马， 但兔子一醒
来， 又是一阵猛蹿。 小小年纪，
那份虚荣已是透顶。

到高中后， 书读得更真背得
更实了。 自先秦至元明清， 一些
古典名篇倒背如流。 这些作品刻
在脑海里， 任时光荏苒， 不褪
色、 不变质， 三把锄头也挖不
出。 这就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第
一桶金， 并且淘之不尽， 用之不
竭。

语文， 就是语言文字。 我们
学的是国语， 读的是范文。 在母
语的河流上， 在文化的海洋里，
我永远是一叶顺风的舟。

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
赵艳红

白先勇的古文功底好， 他的散
文亦很有可观之处。 《昔我往矣》
的书名取自 《诗经》 里的“昔我往
矣， 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 雨雪霏
霏。” 这句诗写的是长征在外的戍
卒， 年老解甲返乡， 途中哀思。 但
是白先勇读出了自己的理解和思绪。
在这本怀人感事的经典散文作品选
集中， 白先勇将缤纷而又沉重的过
去， 用真挚、 深邃、 伤感、 质朴的
文字， 把往昔的片段凝结到充满诗
意的篇章中， 书写出一代个体的历
史与沧桑。

书中也记录了一些名人趣事，
读来让人兴趣盎然。 1961年的某一
天， 白先勇悠悠荡荡步向屋后的田
野， 那日三毛也在那溜达。 她住在
建国南路， 就在附近， 见到白先勇
来， 一溜烟逃走了。 三毛在 《蓦然
回首》 里写着那天她“吓死了”， 因
为她的第一篇小说 《惑》 刚刚在
《现代文学》 上发表———《现代文学》
是由白先勇和同学一起创办的———
大概兴奋紧张之情还没有消退， 不
好意思见到白先勇。

在书中， 白先勇也道出了自己
一些小说的成因， 有助于读者了解
白先勇的小说世界。 《玉卿嫂》 是
白先勇大三时的作品， 被白先勇用
笔名发表于 《现代文学》 的创刊号
上。 当时台大法国文学教授黎烈文
看了， 觉得把玉卿嫂写得“圆熟”，
不像是出自阅世未深的青年人手笔。
白先勇听了得意， 连忙招认是他写
的。 玉卿嫂是谁？ 白先勇在书中作
了说明： 有一年， 智姐回国， 我们
谈家中旧事， 她讲起她从前的一个
保姆， 人长得俏， 喜欢戴白耳环，
后来出去跟她一个干弟弟同居。 我
没有见过那位保姆， 可是那对白耳
环在我脑子里却变成了一种蛊惑，
我想戴白耳环的那样一个女人， 爱
起人来， 一定死去活来的———那便
是玉卿嫂。

看小说如雾中看花， 终究不如
看散文来得真切。 要想了解作者以
及其笔下的世界， 还需看一些作者
写实的东西作为补充。 正如刘绍铭
所言： “艺术家生活于公私两个世
界。 写小说的白先勇， 不可靠。 要
识正宗的白先勇， 要读有嚼头的文
字， 得读他的散文、 随笔、 杂文。”

（《昔我往矣》 白先勇著 中
华书局出版）

我读经典

走马观书

读有所得

追寻心灵的自由与纯净
———读《蒙多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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