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暖心导读

常立

我有点儿纳闷：故事开始的时候，搜
搜先生低着头、 弯着腰，“眼中所见只有
地面”。除了地面，他怎么会什么也看不
到呢？

地上真的什么都没有吗？ 我的儿子
可是能在地面上看到1只蚂蚁、2个瓶盖、
3根树枝和4块石子的。这位一直“搜啊
搜，找啊找”的搜搜先生，还真是够倒霉
的， 他的命运好像被那副倒八字的眉毛
做了标记。别人问他“你在干什么呢”，
他就只有三个字“搜一搜”。可怜的搜搜
先生，“头也不抬”， 陷入了没有意义、忙
忙碌碌一场空的境地。

然而，突然———太喜欢“突然”这个
词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落到搜搜
先生头顶上，他“抬起了头”，“看见了身
边所有的人”。这第一次的看见带来了与
世界相遇的诗歌般的节奏： 首先是饶有

兴味地凝视， 从每一张面孔里读出表
情、性格与故事；然后是跳跃着打量，学
校、影院、苹果、橘子、书、天线、窗户，还
有脚踏车和鹦鹉……左左右右、前前后
后、上上下下，细细打量；最后是极目远
眺，从白昼到黑夜，从天空到宇宙，从眼
中所见到心中所见……

当然，这也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
界。在这个完整而丰富，有时显得过于
庞杂和博大的世界中，什么才是最重要
的呢？ 搜搜先生给了读者一个好的答
案。

其实，作者在开篇之前的题献里就
告诉了读者这一答案———“这个故事献
给所有在你仰望苍穹时仍伴你左右的
人。”没错，要搜寻到这个完整而丰富的
世界，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能看见
“人”。故事从低头无所见开始，接着突
然抬头，目光渐趋高远，将街道、蓝天、
星空、整个宇宙收拢眼前，最后荡起的
秋千把充实和喜悦的情绪推向更高处，
温馨的画面又把我们从更高处拉回人
世间。看见了“人”的搜搜先生，为自己
的搜寻找到了“爱”与“日常生活”的角
度，俯仰之间，处处可见人的活动与情
感。秋千上的搜搜先生，看得见天空的
梦想， 也触得到地面的生活，学会了微
笑和招手，学会了爱伙伴，爱自己。

时光永不停留，但那些伴随我们左
右的人， 那些我们深情凝视和爱着的
人，将留在我们的记忆中，雄辩地宣告
着生命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这尤
其值得“所有人”，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
去搜寻。

（作者系童话作家 、儿童文学研究
者 《搜搜先生》 奥尔加·德·迪奥斯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杨固安

课堂上与学生共读童诗，一下唤醒了
他们，也唤醒了我。那些浓缩在诗里的童
年趣事，唤起了我们真诚、坦率、天真的天
性，带给我们一种美的享受。这让我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生活不能没有诗。

诗是诗人心灵的吟唱， 是一种艺术，
它能抚慰人的精神与灵魂，能让我们跳出
现实的困境， 找到生活的另一个栖息地。
在生活节奏愈来愈快的现实世界里，如何
保持生活的诗意、憧憬和情丝？诗就是一
剂良方。读好诗，如同清澈的泉水注入我
们的心灵，心湖一片澄明。

“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一“闹”字，让
我们能感受到春的神韵———灵动且富有
生机。“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如同自
己信步于微波泛起的湖边，悠然自得。“泪
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花与人
融为一体，人若有悲花亦悲。“无可奈何花
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花的凋落，春的
消逝，时光的流逝，都是不可抗拒的自然
规律，即便惋惜流连也无济于事，这是伤
春还是惜春？淡淡的哀愁，混杂着眷恋与
惆怅。“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
青”，浩然正气，青史留名。“我自横刀向天
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留下的是如莽莽昆
仑一样的浩然之气。

古人喜欢梅菊兰竹， 也因为它们美，
美在有品。“凌寒独自开”的梅，“虽枯不改
香”的菊，“任是无人也自香”的兰，“有节
天容直”的竹，它们都具备了高尚的精神

品格与独特的神韵气质———或虚心劲节，
或刚正不阿，或洁身自好。“制芰荷以为衣
兮，集芙蓉以为裳”，不是屈子洁身自好，
不愿同流合污的体现吗？“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 不正是周敦颐的人格追
求吗？ 如果我们用诗的眼光去赏梅品竹，
观物察我，是不是别有一番滋味？

诗除了陶冶性情外， 还能启迪智慧。
“横看成岭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告
诉我们看问题站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
的结果———或岭或峰，见仁见智就能理解
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告诉我们
站得高，方能看得远，否则只会落得“只在
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梅须逊雪三分白，
雪却输梅一段香”，告诉我们罔谈彼短，我
亦有短。读张英“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
尺又何妨”的家书，让我们懂得了宽容与
大度。“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让人觉
悟到了物与人的关系，外物其实从来就不
属于某个人，人行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诗的逝去， 正是诗意生活远去的表
征，人要生活好，就得有诗意；要有诗意，
就得读诗悟诗。快节奏的生活是享受不到
诗意的，心浮气躁的生活是享受不到诗意
的，远离大自然的生活也是享受不到诗意
的。读诗需要我们放慢脚步，力戒浮躁，享
受自然，用心感悟，方能听到“疏雨滴梧
桐”的声音，看到“画船听雨眠”的情景。

朱光潜说：“慢慢走，欣赏啊！”用诗来
感悟生活，就能够用超凡脱俗的心来面对
生活，笑对人生。用诗的艺术来看人生，你
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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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科

读完李长廷新作小说《寻找童年的
月光》，感触很深。

《寻找童年的月光》讲述的虽然是一
家四代繁衍生息的普通生活故事， 却绵
密地刻画了主人公高文华一家坚忍不
拔、自强不息、乐观向上、催人泪下的五
彩生活画卷，入境入情。故事以“月光”和
“鸭子”为情感线、以“中秋节”为聚焦点，
穿插迂回式的展开叙述，通篇设计严谨，
情节跌宕起伏， 情感浓厚细腻， 主题鲜
明，感染力强。

从小学背诵李白的《静夜思》开始，
明月就成了我们心中美丽、 浪漫甚至哀
愁的对照物。 本文中出现的“皎月”“明
月”“月光”“月亮”“赏月”词语达41处，而
且将主人公高文华的儿女分别取名为
“明明”“亮亮”“月月”，喻意非常明显。事
实也是如此，两个儿子高明、高亮成为高
材生而出国留洋。 但经过美国的一个中
秋之夜， 高文华规划的绚丽人生乐章即
刻被捣乱，懵懂而不知所措，以致回国后
如“老年痴呆”般。“明月千里寄相思”，作
者穷尽心思在文中不同场景极力渲染
“月”之符号，通过故事主人公忆家乡的

山、家乡的水，思家乡的人和事，强烈地
唤起了读者的“乡愁”。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华夏儿女的
神圣使命。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
血脉和灵魂。生活就是一种文化，坚守
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和意念，就能甄
别出其对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尊重一个节日，就是尊重祖先。”“如
今在中国的城市中，几乎也看不到中秋
节呢，中秋节永远是属于农村的。”因此
高文华悟出了一个道理： 乡村虽然落
后，但它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五千年文明史，
好多内容是靠乡村才能保存下来。文中
还有一段对“家”的概念的探问甚为精
辟。“按一般常理，作为子女，家的概念
应该是父母，可他现在的感觉却颠倒过
来了，作为父母，家的概念似乎应该就
是子女。子女不在，何以为家？”这就是
目前社会空巢老人生活的现状和尴尬，
可见子女“常回家看看”多么的重要！上
述种种对文化承袭的担忧，是作者撰写
此文的核心要义，即告诫读者并强烈呼
吁当下一代，要肩负起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这一神圣使命。

（作者系永州市文联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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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寻一个完整而丰富的世界

悦读周刊江14 2016年12月16日 星期五
投稿邮箱： 732349208@qq.com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陈阳

我写我书

与父子两代将军
对话

湘 版好书推荐

文人的建筑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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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文

三年前，粟戎生将军千里传音找到
我，请我执笔撰写关于他父亲粟裕的一
部书。 意外中有些惶恐地接过任务，于
是有了受他耳提面命的一些日子。我也
在尘封的历史与温暖的现实里，开始与
父子两代将军对话，领略到了他们如出
一辙的严谨与谦逊。

第一次上北京朝阳某处登门拜访，
衣衫朴实的粟将军雍容沉静， 清茶一
盏，缓缓谈到了自己不能直接撰写的一
些原因，叮嘱我务必注重史实，实事求
是写作，语言要平实朴素，特别强调说：
“我父亲从不背后指责自己的同志”，
“革命是千百万人共同完成的事业，同
志之间比较只有好和更好”， 叮嘱我写
作时千万注意。

说到父亲的一些经典战役，粟将军
像打开了闸门的水龙头，汩汩流淌着详
尽的敌情我情、深邃的构想谋划与生动
的战斗细节。为了说清楚豫东战役的特
点，他顺势拿出纸笔，刷刷几笔，给我画
了几幅草图，解释了线性阵地和流动阵
地两个新鲜术语。他思维的敏捷与军事
的博识，令我肃然起敬，也似乎依稀看
到了当年指挥数十万华东野战军将士
南征北战的粟老总。

返回湖南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不断
收到粟将军夫妇寄来的参考资料，仅一
套精装的《淮海战役史料汇编》 便达9

本，邮递过来的包装盒便像装满了砖头
的沉重木箱。已出版的一套有关将帅的
《红色年轮》丛书，也从他们手中千里迢
迢转到了我的案头。

两年多时间里，我每写完几章便发
过去请粟将军审阅， 他则一字一句校
正、修改，用红绿两色字体标注得清清
楚楚。期间，我获得的嘉许不多，而因处
理与粟老总相关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稚
嫩，“挨批”的次数倒不少，“心理不够平
和”便是他狠“批”我的一句话；“要建设
和谐社会，更需要和谐的声音”，也是他
给我的忠告。

有时候，我甚至仿佛看到了邮件那
一端他紧锁的眉头与铁青的脸庞。基于
他的思路，我最后采取了《粟裕战争回
忆录》的处理办法，只写粟老总个人的
成长与战役谋划，而不涉及复杂的人事
纠葛与恩怨。 一年前，《多是横戈马上
行———野战主将粟裕》 书稿全部完毕，
他审阅完最后一个字，说“写得不错”，
我才如释重负，长长松了一口气。

出版社和我最初的设想，是以粟将
军的口气或者以采访他的形式来写他
的父亲，但他不假思索地婉拒了。粟将
军诚恳地说了许多理由， 其中之一是：
“我确实不知道我父亲那么多具体事
情，更不了解大的历史背景，采访我是
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的。我不想参与
这个造假。”掷地有声的话语，再次令我
想起了被毛泽东誉为战场上“最会打
仗”和“大树将军”的他的父亲。

这部同样凝聚了粟将军心血的书
稿，最终确定只署我个人的名字，而他
连第二作者的名头也不要了，成为一个
默默付出的幕后英雄，如同战争年代两
让司令却从未让过责任的他的父亲。

粟将军的夫人也一样有着大家风
范和气度。 粟将军工作忙碌的时候，都
是她具体与我联系，对我的生活和为人
处世等方面关爱有加，如同身边的慈祥
长者。书稿定型后，她听我所请，又不厌
其烦地一张张选好照片发给我，从未有
过任何怨言。她送给我的足以令我珍惜
终生的一句话是：“要多学粟老总的谦
虚！”书稿得以顺利出版，我无以表述诚
挚的感戴之情，只能对父子两代英雄及
其亲人致以崇高的敬意。

（作者系株洲市作协副主席 《多
是横戈马上行———野战主将粟裕》 中
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刘乐心

若论当代中国建筑设计师的佼
佼者，王澍可以说得上是首屈一指的
人物。《造房子》这本书，可以说是王
澍向普罗大众自述设计理念的第一
本书，也是让更多的人接近建筑设计
的一本书。

身在一个和建筑、设计都完全不
搭边的行业， 我第一次听说王澍，是
因为中国美院象山校区。这个被认为
是中国最美大学的校区，也被一些人
认为是最难绕出来的迷宫。 后来，我
又看到王澍设计的宁波历史博物馆，
也感觉突破了我审美的极限。

然而，看完《造房子》之后，我才
明白建筑设计中玄之又玄的意境。
如“自然形态的叙事与几何”一篇的
标题所示，一个景观，不仅是外形上
的“几何”，更包含了内在的“叙事”。

一座房子，有一个故事。 口耳相
传的悲欢离合，是屋主的故事；风吹
雨淋而不倒的房子，是造房子的人所
讲述的故事。

在《造房子》的开篇，王澍提到在
苏州听了很多造房子的人所讲述的
故事。在他眼中，造园一向是非常传
统的中国文人的事。 走进拙政园，所
有的导游都会用园子的由来作为开
场，官场失意的王献臣让文征明设计
修了16年，所以拙政园是一个文人设
计的园林。文人这个角色使园林增添
了很多情趣。中学的语文课中，我们
都背诵过叶圣陶的《苏州园林》，从文
中也得知：“苏州各个园林在不同之
中有个共同点，似乎设计者和匠师们
一致追求的是：务必使游览者无论站
在哪个点上，眼前总是一幅完美的图

画。”
但是， 从一个外行的眼中来看，

王澍的作品似乎和苏州园林全不相
干。 那些硬朗的切面， 刚直的曲线，
似乎都和苏州园林的娇柔婉转大相
径庭。可是读了他的《造房子》，才终
于体会到他的深刻用意。拙政园中的
湖石成为他的建筑物的灵感，一步一
景、移步异景的构园方式也成为他的
场景灵魂。 即使园林通幽的曲径，也
给墙壁材料的使用带来新意。

这一次，王澍没有扮演建筑师和
教师的身份，而是充分地扮演了一个
文人的角色。

这一次，《造房子》用一种人文的
方式叙述了建筑设计，也叙述了建筑
与中国传统人文情怀的深厚渊源。

（《造房子 》王澍 著 湖南美术
出版社出版）

《神秘列车之旅》
残雪 著
漓江出版社

本书收入残雪中篇小
说代表作五部 ： 《神秘列车
之旅 》《工厂区的生活 》 《茅
街的长延和他姑妈的通信》
《矿区的维克》《空中囚禁》。
作品呈现了残雪 “灵魂歌
者 ”的风格 ，全面而深刻的
自审意识，自由彰显欲望的
潜意识， 已经超越了自我，
真正构筑起了残雪的艺术
王国。

《神秘列车之旅》
残雪 著
漓江出版社

本书收入残雪中篇小
说代表作五部 ： 《神秘列车
之旅 》《工厂区的生活 》 《茅
街的长延和他姑妈的通信》
《矿区的维克》《空中囚禁》。
作品呈现了残雪 “灵魂歌
者 ”的风格 ，全面而深刻的
自审意识，自由彰显欲望的
潜意识， 已经超越了自我，
真正构筑起了残雪的艺术
王国。

《加德纳艺术通史》
海伦·加德纳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我们永远无法亲临艺
术发生的所有现场，但人类
艺术史上的那些璀璨星光，
我们仍然能够触手可及。本
书不是再现对艺术品的简
单罗列，而是在带读者泛舟
人类文明的长河之中。全书
遵循加德纳的基本框架，以
“全景化” 的视角来阐释艺
术发展的主旨，内容从史前
到 20世纪的后现代主义艺
术 ，涉及绘画 、雕塑 、建筑 、
设计、摄影及工艺美术等多
个艺术门类，体现出权重平
衡的整体观和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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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天星斗：苏秉琦
论远古中国》
苏秉琦 著
赵汀阳 王星 编
中信出版社

新石器时代的中国 ，直
至夏商时期， 都同时存在着
发展水平相近的众多文明 ，
散布在中国的四面八方 ，犹
如天上群星之星罗棋布 ，苏
秉琦先生形象地概括为 “满
天星斗”模式。这一模式打破
了历史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
古中原中心、汉族中心、王朝
中心的传统观念， 就中国文
明的起源引发了许多值得重
新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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