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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浩明

桃江县境内的浮
邱山， 耸峙于资江南
岸、桃花江之西。 其南
麓又有桃花湖， 犹如
明镜一般，镶嵌其间。
山重水复、清泉飞瀑、

茂林修竹、烟云乍生，使得浮邱山享有
“楚南名胜”“小南岳”之美称。雪峰山连
绵起伏数百里， 从湘西蜿蜒而至湘中，
在洞庭湖前收缰勒马，浮邱山恰如一尊
拴马石，于洞庭湖畔傲岸而立。 由于处
在洞庭湖与雪峰山的接壤地带，浮邱山
千变万化，但又层次分明，乃至有“浮邱
四十八面峰”之说。其南有罗溪瀑布，古
称白水溪飞泉，飞流直落千丈，堪比庐
山三叠。唐代退休宰相裴休闻听罗溪瀑
布之美，披荆斩棘，亲临其地，发出“灵
泉何太高， 北斗想可挹”“凌日五色云，
直逼千仞急”“白虹下饮涧， 寒剑倚天
立”等连连惊叹。

浮邱山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战国时
期楚国爱国主义诗人屈原，曾在浮邱山
留下了《天问》史诗般的名篇。浮邱山顶
有千年古刹，保留着早期道教丹鼎派道
士炼丹的遗迹。浮邱寺周围古老的银杏
树群，见证了这所寺院的历史。俗话说，
要问古不古，看树粗不粗。 这些罕见的
银杏古树，就是一部无言的史书。 明代
以来， 浮邱山还是武当道教的重要道
场，坐镇于浮邱山的真武祖师，对行走
在资江的商人、水手和簰客，对洞庭湖
区的信众，曾有着广泛的影响。

大凡天下名山， 必定钟灵毓秀，其

间多有杰出的人才。郭都贤披剃于浮邱
山，郭贞女隐居于浮邱山，陶澍游学于
浮邱山，汤鹏寄情于浮邱山，胡林翼结
缡于浮邱山。 还有一大批革命先驱，如
张子清、江诗咏、张昆弟、夏曦等，也曾
生长在浮邱山这片热土。浮邱山以其热
烈、忠厚、刚毅、傲岸的文化品性，陶冶
着浮邱山的仁人志士。

浮邱山下风光绮丽的西峰寺村，是
曾主陶的家乡。 主陶尝自署为“浮邱山
人”， 还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浮邱山
房”， 表达了他对家乡的眷恋。 近几年
来，主陶苦心孤诣，索隐钩沉，从浩如烟
海的典籍中，撷录出与浮邱山相关的文
献，并加以选择与辨析，编辑成《浮邱山
诗文钞》20卷，原原本本，蔚为大观。《浮
邱山诗文钞》是浮邱山文化研究的基础
性建设，是主陶对家乡奉献的一件文化
厚礼。 他的这份厚礼，是无法用金钱所
能衡量与代替的。

主陶与我相交20余年，并在岳麓书
社两度同事。麓山红枫，湘江碧浪，见证
他的忠厚与勤奋。主陶一度担任岳麓书
社社长，以其才情奉献于岳麓，多有创
见。 近几年，主陶又专意于《湖湘文库》
的编辑出版工作，于湖南地方文献搜集
尤勤，《浮邱山诗文钞》 也是主陶编辑
《湖湘文库》 的另外收获。 该书出版之
际，主陶请序于余。余读其书，颇讶其搜
罗之广博、体例之严谨、考证之精细，足
见其用功颇深。 赤子之心，复以专业水
准，其《浮邱山诗文钞》，必可信今传后，
故乐而序之。

（《浮邱山诗文钞 》 曾主陶选编
即将由岳麓书社出版）

梁凌

年少时读《红楼梦》，看
到“茜纱窗下公子多情”“桂
魄流光浸茜纱 ”， 一直疑
惑：茜纱，是种什么样的纱？
看《诗经》，读到“终朝采绿”
“终朝采蓝”，心想，绿和蓝，
到底是什么样的植物？ 而在
《楚辞》里，那些香草，又长
得什么样子？ 一直无解。

这些疑问，在遇见《草
木缘情》后，都迎刃而解。 书
作者是台湾的潘富俊博士，
一位热爱古典文学的植物
学家。 他用多年的研究，架
起了一座桥。 沿着这座桥，
潘教授带领读者穿越到古

代，指点花草，
配以图片 ，一
一详解。

原来 ，茜
纱就是大红窗
纱， 是用一种
叫茜草的植物
根染成。 秦汉
时期， 茜草是
高品位的红色
染料， 王侯的
红色织物 ，都
是茜草所染。

“采绿”的
“绿”， 原来就
是荩草， 是古
人 用 来 染 绿
衣、黄衣的。 这

是一种生命力很强的野草， 像茅
草，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为了拔除
这些草，母亲费了好大劲。 所以它
在《诗经》里受宠，但到了《楚辞》里，
因为到处蔓生妨碍庄稼生长，就和
萧、蒺藜、苍耳、葛一样，成了被痛
恨的恶草。

同样叫“蓝”，染绿色的，叫蓼
蓝。 染青的，叫木蓝、山蓝。 我们说
的“青出于蓝”， 指的是木蓝和山
蓝。 所以“终朝采蓝”，采的什么蓝，
是染绿，还是染青，不知道。

在《诗经》里，“采采苤莒”，“苤
莒”其实就是车前草；“菰”，就是茭
白。 菰米是当时的主食。“旋花”原
来就是我小时采的“打碗花”。“苕”
不是红薯，是紫云英。 最寻常的狗
尾草，叫“莠”；狼尾草叫“莨”。

“蓼蓼者莪”，“莪”就是播娘蒿，
我们老家叫“米米蒿”，喜欢跟小麦
长在一起，小麦成熟时，开米状黄
花，籽可打油。 十几年前，我一个远
房姨妈， 在毒太阳下采这种草，问
她干什么，她说是打油。 现在才知
道，它原来就是《诗经》里的“莪”，它
一下子把姨母汗流浃背的劳动，提
到了“采莪”的审美高度。

少时读《楚辞》，会闻到阵阵香
气，兰，芷，芳，荪，荃，杜蘅，江离，薜
荔……古诗“上山采蘼芜，下山逢
故夫”中的“蘼芜”，和《离骚》“扈江
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中的
“江离”，原来是同一种植物“川芎”，
在中药铺里，这不是一味药嘛！ 曹
操喜欢将它藏在衣袖里，一个大老
爷们，经行处，香风阵阵，挺好玩
的———不过他也可能是用来治疗
头痛的。

不仅仅是川芎，其实我们现在
常见的中药，在《楚辞》里，都是香
草。

如“兰汤兮沐芳”，“兰”指泽兰，
“芳” 是白芷。 白芷叫“芳”， 也叫
“芷”。同样，菖蒲叫“荪”，也叫“荃”。
想起多年前看过一个女孩子名叫
“荪荃”，当时以为她用了“孙权”的
音，还纳罕为什么，现在明白了，她
怎么看都像一株清雅摇曳的菖蒲。

仔细读完这本书时， 正是初
冬。 外面霜风凄紧却感觉不到冷，
只觉身心都被盎然的绿色和古意
浸透，散发着淡淡的莹光。 现在，当
我剥开一枚猕猴桃，会想起它《诗
经》里的另一个名字“苌楚”。 吃棵
白菜，脑子里立马跳出“菘”。 切萝
卜时，心里默念：“采葑采菲”。心想，
过不了多久，春天就会来，当世界
被绿色攻占，又可以采绿采蓝采薇
采茆……“薇”是野豌豆苗，“茆”即
莼菜，就是秋风起时，引发晋人张
翰莼鲈之思，辞官归乡的那种水生
植物。

(《 草 木 缘 情 》 潘 富 俊 著
商务印书馆 )

秦延安

一代雄主李世民竟然摆不
平几个争宠的儿子，中兴名将李
光弼晚节不保终失忠君爱国之
名，李德裕、牛僧孺朋党之争碾碎
了制度的正常运行……因为权
力没有约束，势力纷争竟使利益
集团置国家社稷利益于不顾，倾
覆朝堂。 这不仅是盛世大唐的悲
歌，也是中国千年王朝走不出历
史怪圈的根源。

权力是一头猛兽，这是共识。
但该如何面对权力，特别是没有
被装进笼子里的权力，却是一个
很难的问题。人们常常无所适从，
或是陷于追逐权力的漩涡，或是
变成臣服于权力的浮木。 李拯在
其新著《历史不糊涂》中，通过对
活跃在唐朝由初建到全盛，再到
衰落的各个时期的14位风云人
物的兴衰荣辱、成败得失的深入
剖析，揭秘了藏在历史背后的中
国政治传统，从哲学角度揭示了
皇权统治下的人性欲望、利益矛
盾，成功或者失败的根源以及人
生的处世之道。 一部唐朝的断代
史，在作者笔下俨然成为了中国
五千年历史的浓缩与化身，看似
识别的是整个五千年中国为什
么难以突破轮回周期律的束缚，
思考的却是中国未来的命运。

绝对的权力必将导致绝对
的腐败。 出身“绿林”起于“草莽”
的徐世勣，善于在慷慨激昂的道
德面具下进行个人利益的精打
细算，趋炎附势，明哲保身，暴露
了他终生伪善的一面。 身为宰相
的杨国忠，宁可牺牲公益，也要成
全私利；宁可牺牲朝廷，也要保全
自己。 翻开中国历史， 杨国忠并
不是独有的存在，可以说，历朝历

代的最后灭亡都是由于这样一群
“寄生虫” 肆无忌惮的腐蚀与消
耗。李隆基大起大落的一生中，绝
对的权力使其陷入“认知困境”，
从厉行节约到奢华无度， 从亲政
爱民到怠惰因循， 从虚心纳谏到
刚愎自用， 自我的毁灭像极了当
今腐败的官员。

没有制度监督的权利会沦为
杀人的武器。熟于政治、善于经营
的长孙无忌，一生追逐权力，终在
权力的游戏中身死族灭。 李林甫
成功打压潜在对手之后， 面对儿
子对自己安危的担忧， 他也只能
无奈的感叹“势已然，可奈何”。在
权力的角逐游戏中，无子无父，无
兄无弟，无友无盟。没有权力约束
的机制里， 充满了无效性是显而
易见的。 即使李隆基打造的熠熠
生辉的开元盛世也迅速倾塌，这
一戏剧性的结果成了永久的民族
记忆。

信息不对称是颠覆中央权力
的危险信号。自古以来，广开言路
被看作是政治贤明的标志， 闭目
塞听则是政治衰败的前兆。 唐太
宗李世民以“从谏如流” 造就了
“贞观之治”，李林甫靠着“信息不
对称”的制胜法宝，将曾经创造了
开元盛世的一代明君愚弄于股掌
之间， 安禄山在人前的安顺与背
后的奸佞， 暴露出来的信息不对
称，使路人皆知安要反，而唯独皇
上不知。那一个个因追求权力、得
到权力、享受权力而又被权力“变
异”后扭曲的心理，及人性中那些
自私、冷酷、龌龊、虚伪、狡诈、奸
佞等等嘴脸， 在作者的笔下淋漓
尽致。扣问的是历史，追问的却是
现实。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权力这
个太容易蛊惑人， 又充满了魅惑
力的东西， 总是让没有者痴迷追
逐，让拥有者癫狂忘我。 只有“从
思想层面， 改变儒家思想体系对
执政绩效的依赖；从权力层面，通
过法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从制度层面， 建设民主和问责制
度， 用百姓的监督对抗官僚集团
的弊病”，中国才有望打破“历史
周期律”。我想，这才是《历史不糊
涂》最想告诉我们的。

（《历史不糊涂 》 李拯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

《总统的女保镖》 喻彬 著 花城出版社

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曾有过数任保镖，其中尹锐志和尹维峻
这对亲姐妹， 是最富传奇色彩的两位。 孙中山先生尊称尹氏姐妹为
“革命女侠”，并在公开场合多次说她们十余次救过自己的性命。 尹氏
姐妹和“鉴湖女侠”秋瑾并称近代中国三女杰，她们还曾女扮男装进
入关押鉴湖女侠秋瑾的山阳监狱，营救秋瑾。 本书真实地再现了尹氏
姐妹剑胆琴心、舍生取义的铁血人生。

曹萍波

去年收到朋友寄来的几本
书，董桥的海豚版皮质精装本，我
竟断断续续从去年看到了今年。
总在十分不如意时才舍得取出来
看看，也不用做记号，翻到哪里就
读哪里。 董桥的书就像个大园林，
随便翻哪一处矮墙进去， 皆可误
入花深处。

其实我曾有很多年不读董
桥。 最开始看他的文字时，还是豆
蔻少女， 只记得他字里行间十足
的英伦范儿。 但是说真的，太过甜
太过腻， 他在书里勾勒的风花雪
月， 虽然极力收集起了人世间的
好花好雨水，然而不能避免地，也
临照了多少捉襟见肘的后来人。
所以我总觉着，董桥的书，更适合
少年人读。 少年人才会相信，那些
高门大院里， 一个人的命运可以
那样圆满，那样明艳，从而对这个
世界生出更多的希望。

尽管如此， 我仍旧是太喜欢
董桥的细节描写。 这种感觉，就像
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它们都是
实实在在有画面感的文字。 画面
感常常是判断文字好坏的依据，
对文字而言，是所谓“标格既成，
神采自发”，如同杜甫、李白、王维
的诗，曹雪芹的《红楼梦》，它们之
所以好，之所以传诵千古，都因为
它们是可以看见的。 苏轼似乎早
就领悟了，才说“诗中有画，画中
有诗”。 这个“画”， 说的不就是
“看”么？ 文字能“看”，不就是有画
面感么？ 我常想，如果把纪录片的
界定范围扩大，董先生笔下，未尝
不是一部优雅贵族生活的“纪录

片”，而韩少功笔下，则是一部当
代乡村风物的“纪录片”了吧。

画面感这个东西， 就来自于
细节，董桥的文字局部都很精致，
所以容易被人记住。 细节这个东
西好在哪里， 我总是说不明道不
白，只知好的细节描写，能让人毛
骨悚然，如春夜里的雪化，如秋晨
时的霜凝， 是从肌肤表层直渗透
到心里头，一个接着一个的寒颤。
这种感觉，就像我有一个朋友，虽
然很多年不见了， 但我一直记得
他。 因为他跟我说过的一个故事。
他外公生前是开渡船的， 有一年
给外公扫墓， 他外婆见旁边有给
故人烧汽车，可他们家也没准备，
而且就算烧了没准儿也不会开。
于是外婆一声令下， 全家都趴在
地上折纸船。

唔，许多年里，我都记得他说
的这个细节。 我们的人生太重太
长了，有时候没法不狷介不凉薄，
以卸下不必 要 的 人 事 继 续 前
行。 许多的人都终要戴着混不
可辨的脸谱 ，如脱轨卫星般，消
失在命运的宇宙黑暗中。 到最后，
我们会彻底忘了他们的脸。 只有
那些带着闪闪发光的细节的人，
他们像一颗痣，像一道疤，像一块
纹身， 会永远地镂刻在我们的记
忆之中。

那么记住旧书也如记住故人
吧，我们终将陌生如初，唯一能记
住的，无非一点微小细节。 像谷川
峻太郎的那句诗———“死是未知
之物/未知之物没有细节/这一点
像诗/死和诗都常常概括出生命/
而活着的人/比起概括/却更喜爱
神秘的细节。 ”

读有所得

董桥的细节

温故知新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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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黑裙》 汉思乐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讲述酒店行业的职场小说。主人公依琳做
事风风火火、执行力强，同时注重细节，讲究谋略，是一
个高素质的职业经理人，在短短的时间里成功地将一家
知名酒店扭亏为盈，成为该酒店集团一百多年来第一个
中国籍总经理。

《李燕聊李苦禅》 李燕 徐德亮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他是毛泽东同窗、齐白石首徒、黄胄密友、范曾恩师：张君秋敬
他懂戏，侯宝林引为挚交，黄永玉认做知音，李连杰与之论武。 此人
是谁？现代书画家、美育教育家李苦禅先生。本书为相声演员、主持
人徐德亮对李苦禅之子李燕先生的访谈录， 回忆了关于李苦禅生
活、从艺、传艺的种种逸史趣事，并有对面世拍卖及家传珍藏的李
苦禅画作的鉴定，包含有趣的历史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具有很
强的可读性。

《中国时代》 师永刚 主编 作家出版社

本书共100万字，分上、下卷，汇集了美国《纽约时报》《时
代》《华盛顿邮报》《纽约客》 等六大报刊对中国100年来重大历
史事件的报道与评述。 它们是怎么说中国的？ 它们是如何看待
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本书有鲜活的细节，
有新奇的叙述口吻，如同一部认知中国的历史小说。

潇湘诗情

———《浮邱山诗文钞》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