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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

周刊江14 悦读 2017年5月2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732349208@qq.com

梁衡

先讲一个真实的故事。 周日无事， 一个
大人带着十多岁的孩子在宿舍大院里散步。
看到一个迎亲的车队， 一群人围在接新娘的
头车前急得团团转。 上前一看， 一个轮胎瘪
了。 新娘马上就要下楼， 宝马失前蹄， 要误
大事。 正当大人无解时， 这个孩子上前说：
“没事， 你使劲用脚踹它。” 司机半信半疑，
大家顾不了许多， 一顿乱踹。 奇迹出现， 轮
胎渐渐饱满。 人们齐问： “这是怎么回事？”
孩子慢慢道来： “这款车的车胎被扎后有自
充气功能， 只要用脚踹踹就行， 还可延长行
驶很多公里， 确保你能开到维修地点。” 父
亲大奇 :“你怎么知道？” “家里不是订有
《汽车族》 杂志吗？ 没事闲看来的。” 这是阅
读的作用。 阅读让你长知识， 让你聪明。

其实， 要问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不如先
问一下为什么要吃饭。 人是由物质和精神组
成的， 不吃饭不能长身体， 会肉体死亡； 不
阅读不会有思想， 要精神死亡。 正如营养不
良会造成身体发育的缺陷： 面黄肌瘦、 腿细
脖长、 鸡胸龟背等等， 不读书也会造成精神
方面的缺陷， 如自私、 狭隘、 孤独、 浮躁、
虚荣、 骄傲、 多疑、 胆怯等等， 生活得不阳
光、 不自信、 不幸福。 有什么样的阅读， 就
有什么样的收获。 它决定着人的知识、 思
想、 意志、 审美、 情趣。 这是从人自我丰富
的一面来说。

如果你不只是为“美食”， 又从阅读而
进入了创造， 比如写作， 就更知阅读的重
要。 熟读唐诗300首， 不会写诗也会“偷”。
背得美文200篇， 不会作文也会“搬”。 偷什
么？ 从经典中偷来火种， 点亮自己。 搬什
么？ 搬来救兵， 充实自己的文章。 偷得仙桃
能成仙， 搬来救兵也称王。 古人有集句写诗
之法， 全用别人旧句。 那是一种在阅读基础
上的积木式训练， 常有好作。 作文虽不能全
篇集句， 但借词、 借句、 借典、 借气、 借方
法， 还是需要的。 这一切都要通过阅读来解
决。 当你超越阅读而进入写作， 发表了作品
时， 别人又开始了对你作品的阅读。 人类精
神产品的生产就是这样螺旋式前进。

当然， 这只是以写作为例。 三百六十
行， 不管干哪一行都得先从阅读入手。 因为
阅读是启蒙， 是积累， 是钥匙， 是开关。 那
个十多岁的男孩如果对汽车知识一直阅读研
究下去， 也许会成为汽车发明家、 汽车大
王， 正如伽利略、 达尔文、 歌德小时就开始
对物理、 生物、 文学的阅读。 如果你说自己
老了， 已胸无大志， 那么， 阅读至少可以疏
通头脑， 不至于让你提前痴呆， 输在了终点
线上。 就算你无所谓了， 也该为下一代装出
一个阅读的样子， 别让他们输在起跑线上。

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来到“桃花源
里的城市”， 在友人的引导下， 参观了紫菱
图书馆。 该馆设计科学， 藏书五万余册， 品
位很高， 可见主人特别用心。 一眼望去， 全

馆座无虚席， 既有古稀老者， 又有正在创造
美好事业的年轻人， 还有几岁的孩子。 他们
徜徉在书的海洋， 那么投入、 那么享受。 这
是一家由国有企业出资建设的公益图书馆，
二十四小时免费对外开放， 不由得让人心生
敬意。 一个企业， 履行社会责任、 推广全民
阅读， 为市民打造“精神港湾”， 实属不易。

紫菱图书馆出品的这本书， 设计很有创
意， 内容也很好， 非常适合阅读， 对提高一
个人的人文素养、 丰富精神世界很有帮助，
所以我非常乐意为之作序， 并向读者推荐。

(作者系著名作家、 原人民日报社副总
编辑)

肖纲超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自然风景。
柔和的灯光， 舒适的桌椅， 清新的绿

植， 不同年龄、 不同职业的人们不约而至、
徜徉书海、 静心阅读。 这是在紫菱图书馆，
我每天能看到的风景。 每每想到人们因为阅
读获得愉悦， 因为阅读获取知识， 因为阅读
丰富心灵， 因为阅读改变命运， 我的内心就
会涌起一份特别的温暖和感动。

数字化时代， 有人早就预言了纸质书的
宿命。 我是这个问题上的乐观主义者。 书籍
不只是简单的文字载体、 作者传情达意的工
具。 一本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的好书也是一
件精美的艺术品， 值得细细地品味和珍藏。

阅读纸质书的人有一种无以言说的高贵和
美丽。

“今看花月浑相似， 安得情怀似旧时。”
作为企业， “家国情怀” 不可或缺。 企业只
有把国家民族的核心利益与企业的责任、 使
命结合起来， 兑现企业对环境、 公众和社会
的责任承诺， 才能获得长足发展。 梁衡说：
“阅读是国家行为”， 这正是三年前企业创办
图书馆的初衷。

还记得2012年6月6日， 首个“顺风车
日” 在全国主要城市发起。 无论何地、 无论
何人， 只要你遇到系着绿丝带的私家车开
过， 就可以招手， 它会停下来载你一程。 我
们的企业就是这样的顺风车， 推倒围墙， 整
合资源， 将成千上万的读者载入宁静的精神

港湾。
为此， 我们

特 编 辑 了 一 本
《阅读日志》， 以
岁时二十四节气
为序列， 按照我
们的眼光， 将不
为大家所常见的
古今中外文学经
典篇章， 以及一些有代表性的当代作家的诗
词歌赋， 奉献给读者。

亲爱的读者， 我们只是顺路；
爱书的人们， 我们载你一程!

� � � � (《阅读日志》紫菱图书馆选编 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杨戈平

天上倘若有雨， 那地上有没有
雨？ 白木以 《天上大雨》 作为诗集
名， 且断言“雨落大佛顶”， 很值得
警惕与回味。

我始终认为白木的气质与一般
80后诗人不一样。 十年前我在欧阳白
组织的波特利诗夜第一次见到白木。
当时他操一口永州话， 性格偏激，胡
子拉碴，不修边幅，长发披肩。

我印象中白木似乎一直居无定
所， 在全国到处游历， 或者叫自我
放逐。 这到底是为什么？ 恐怕连他
自己也说不清楚。 那时候他在北漂，
过了几年所谓驻馆艺术家的生活：
每天早上起床看书， 中午窝在房间
躲凉， 下午开始活动， 这个画家那
里逛逛， 那个音乐家那里聊聊， 挨
到傍晚， 到附近的山里转悠， 随性
摘几个李子、 桃子、 玉米回来， 晚
上一群人坐在草地上喝酒， 月光下
胡聊一通。 忽然有天醒来， 他发现
自己已厌倦这样的生活， 觉得生命
里注定要与某条河流交汇， 于是他
毅然决定去金沙江边支教。

白木临行前告诉过我。 他孤身
来到一个叫白鹤滩的彝族山区教小
学， 哪里缺老师他就去哪里代课。
有人问他： 白老师， 你为什么来我
们这里啊？ 他说不知道。 后来， 他
离开时， 看着缓缓又神秘的金沙江，
留下“那是消失的金沙江， 那是流
动的桥， 我被召来， 又将离去。”

诗歌仅仅是白木的一个侧面，
他多才多艺， 是一位有文学异秉的
诗人。 “诗人有道， 道成肉身， 以
气养鹤， 或许这是另一个时代的朱
耷或徐渭。 这也许说的就是白木。”
（霍俊明语） 后来， 他好像剃了光
头， 住进了寺院。 当时我怀疑他准
备出家， 直到几年后他告诉我， 他

结婚了， 我的担心显然是多余的。
白木学佛自有自的境界， 到底到了
什么境界， 我不清楚更学不来。 我
不知他吃不吃素， 估计属于“酒肉
穿肠过， 佛祖心中留” 的层次。 在寺
院他除了念经， 更多的是修心养性，
有时抄心经， 字字如金。 写字写累
了， 有时不免胡乱涂鸦， 信手画一
张意象画， 或僧或祖， 多云多鹤， 亦
羊亦马， 如此劳逸结合， 以至神清
气爽。 他练书法， 写起来情、 意、
气， 三者融为一体， 与他的诗一样
禅意， 空灵。 有时专写单字， 如同念
佛， 老实绵密。

《天上大雨》有白木生命的体温，
“佛”“寺院”“山水”反复出现，是他重
要的精神场域。 他始终生活在现实社
会边缘甚至底层，无职无权，更无势
力，诗歌鲜有在纸媒露面，在那些所
谓“高、大、上”的正式场合，极少有他
的影子。 尽管是渊薮的绝缘体，但我
觉得他仍是有自己追求，个性鲜明的
一位诗人。 他的诗语言干净，空间阔
大，禅味浓厚，将白木放置在整个80
后的汉语诗人中来评判，也是不可多
得的。

白木惜字如金， 这些看似极其
俭省的“小诗”， 仿若佛偈， 有因果
轮回、 生死幻化、 挂碍了悟， 以及作
者本人置身其中的纠结与挣扎。 通
篇多为短制， 三言五句， 简洁得有
些清贫。 有如白雪轻轻飘落， 雨落
大佛顶也好， 沙子满满也好， 雨水
空空也好 ， 深山老林旁的僧人们
（包括作者自己）， 在溪谷寺院照常
地来来去去。

白木的每首诗都给读者留着白，
空灵得仅余下远山的云， 并邀读者
一起与他完成。 这样的空白， 既有
生命体验， 更有玄想， 是有难度的。
譬如 《一水分万河》： “照破/枯岩，
南方云来//水深入土地。 寂寂灯亮。
一半沙子跳入海中” 那另一半沙子
呢？ 是否也跳入海中， 抑或另一半
沙子去了哪里？ 诗人有意没说， 这
些需要有缘的读者去回答。

（《天上大雨》 白木著 中国青年
出版社出版）

余皓

昨夜起风了，接着淅淅沥沥下起
了雨，洞庭湖的风像个顽童，裹着雨
肆无忌惮地敲打窗户， 在玻璃上留
下噼啪噼啪的撞击声。在这风雨交
加的夜晚，家显得格外温暖，我拧亮
台灯，从书架上抽出子曰、诗云的《冷
水悲歌》，信手翻阅起来。 本是闲读，
没想到打开以后，被其牵引 ，整个
晚上沉溺于书中人物、情节 ，读得
不知夜深更重。

这是一本三线题材的长篇小说，
是作者对自己多年三线生活的提炼，
作者从三线人的角度， 讲述了三线人
生活和工作的故事。在他笔下，有为保
护人才而积极奔走的华厂长， 有带病
坚守岗位一心攻关的总工程师方向
东， 有与未婚妻两地分居的技术骨干
姚湘生， 有心地善良含冤而死的宣传
干事刘丽娟， 有道貌岸然挑事生非的
厂政治部主任卢忠泽， 有贪权好色不
断损人利己的宣传科长孟德全……作
者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 对三线
生活的深切体验， 以生动细腻的笔触
描述了一幅三线生活的真实画卷。

全书分为上中下三部， 每部九
章，布局精巧完整，开篇楔子用一个
远古传说点明了故事发生的地点:冷
水河、大佛洞、青峦山，再用一个红军
的故事拉近现实距离，徐徐拉开叙事
帷幕。 作者的文字是开阔的，宛如一
部电影镜头，将四十多年前的那段火
红岁月，立体地展现给读者。 随着镜

头的伸展，我们可以看到高耸入云的
青峦山，滔滔不绝的冷水河，深不见
底的大佛洞；可以看见一群不可思议
的人，他们为了国防事业，放弃繁华
的城市，放弃出国的机会，在没有任
何物质享受和精神慰藉的穷山沟里，
默默无闻勤勤恳恳地工作着，写出了
三线建设背景下鲜活的群像。

作者的文字是丰满、 真诚的，笔
下人物众多，有名有姓的就有三十多
个。这些人物栩栩如生，有血有肉。他
们的爱与恨，情与仇，苦与忧，他们的
拼搏、争斗，我们都可以感受和触摸，
在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人性的善美
和温暖，也可以看到人性的无耻和丑
恶。 这些对生活的真实书写，热情、坦
白、实诚，叫人读得荡气回肠。

《冷水悲歌》是一曲逝去岁月的挽
歌，用赤诚的心对三线军工人倾吐了深
沉的爱，用热情的笔描绘出一个个鲜活
三线军工人的形象，为那些献了青春献
子孙的三线前辈立传，让后人知道世界
上有这样一群人存在过， 他们吃苦在
前，享受在后，对社会只有奉献，没有索
取。这是一本关于三线军工人真实生活
与心灵的书，值得一读。

从书后的文字得知，子曰本名刘
国胜，诗云本名刘恋，他们是一对父
女。 这本书初成于1991年父亲之手，
修改于2014年女儿之手。 该书历经磨
难，跨越二十多年时空，历经父女辗
转，终于面世，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冷水悲歌》子曰、诗云 著 中国
工人出版社出版）

潇湘诗情

大雨般
纠结与挣扎

新秀评说

一曲逝去年代的
挽歌

唐浩明

衡阳作家阿山的长篇历史小说 《王船
山》， 近80万字， 分上下两卷。 上卷写王船山
在明末清初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中的反清救亡，
下卷写他在国亡家破、 穷困潦倒的绝境中为
坚守民族文化而著书立说。 上卷中， 作者紧
紧抓住王船山的爱国情怀和不屈斗志， 写他
的抗争与追求， 突出了他的“知其不可为而
为之” 的执着与悲壮； 下卷抓住王船山对中
华文化的坚守和对真理的追求， 写出他“六
经责我开生面” 的使命感和探求学问的锲而
不舍。 抓住主人公主要的精神特质， 予以浓
墨重彩的刻画， 从而以坚实的骨架支撑起人

物， 使小说的脉络呈现出鲜明的精神走向，
应是这部小说的第一个特点。

作者为了写出深刻、丰富、复杂多面的船山
形象，除大力塑造主人公的主流一面外，还多方
面着笔让人物形象饱满充实。王船山是一个伟大
的思想家，除了写他的伟大之外，作者也写了他
的平凡甚至不足，写他在南明朝廷任职时的急躁
和任性，写他在人生大抉择时的犹豫不决，写他
在吴三桂背叛朝廷时有过短暂的迷失而后又最
终醒悟，写出了伟大人物平凡的一面，使人物血
肉丰满、真实可信。多侧面地刻画人物，将人物从
平面化为立体，应是这部小说的又一个特色。

作为一个学者，王船山的后半生基本上就
是埋头著述，可以说这种生活平淡枯燥，没有

传奇性， 以这种人物作为长篇小说主人公，对
作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对此，作者
采用散文的笔调，写王船山在月夜和妻子讨论
诗歌和哲学，写他与学生一起去南岳采茶叶后
与学生一起写采茶诗，写他与方广寺的和尚争
论探讨儒、释、道的区别，写他的梦境和内心独
白……把琐碎而平淡的日常生活写得有情有
趣，在不背离历史真实的前提下丰富了小说的
内涵，也突破了难点。用散文的笔法，以抒情的
语调， 给小说带来诗歌的韵味和哲理的色彩，
应是这部小说的第三个特点。

我以为， 正是因为有了以上三个方面特
色， 阿山的 《王船山》 能够脱颖而出， 成为
近年来长篇历史小说中的成功之作。

读有所得

小说《王船山》的叙事特色

特别推荐

我们为什么要阅读

迷人的风景

走马观书

《夜渔》
黄波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夜渔 》 是一本 “用
生命体验钓鱼之乐 ， 用鱼
钩钓起鲜活且深沉的人生”
的作品 ， 收录作者关于钓
鱼和钓鱼人 的 散 文 36篇 。
作品主要以 “钓鱼 ” 为线
索， 回忆童年， 感怀岁月，
描写生活 ， 体验自然 ， 各
种钓鱼体验鲜活生动 ， 文
字读来清新， 流畅， 优美。

《治村》
贺雪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乡土、 农村问题一直是公众舆
论关心的热点。 作者为该领域的著
名学者， 以 《新乡土中国》 《回乡
记》 等引发社会热议。 本书通过大
量实地调研， 探讨了当下中国诸多
重大而迫切的乡村治理问题， 并提
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 作
者强调 ， 在乡村政治 、 资源下乡 、
土地权利、 经济发展、 文化建设等
方面， 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
情况展开多元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