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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我是一个职业作家，文学就等同于我的生
命。 我的作品跟我的生命是连为一体的。 也就
是说，我必须写作，我才会快乐。

因为我这个职业，决定了我必须要通过文
学来观察生活，思考生活，这是我生命的意义
所在。 如果我不写作，我什么都不是。

经常有人问我，“您写小说有什么秘密
吗？ ”要说秘密———我其实不知道有什么秘密。
但写作的时候，我相信两个字，潜心。 写作的时
候一定要潜心。

作家写作的本能是要入境，要进入到那种
情境。 我写作的时候，是一种完全忘我的状态。
如果换两个字说到所谓写作秘诀，我会用这两
个字：无违。 无违于自己，无违于天地。 人要做
到无违，其实非常之难。 我不敢说自己处处做
到无违了，只是努力而已。

再若说到什么秘密，我会引《红楼梦》里面
的一副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
章。 ”我最喜欢的仍然是《红楼梦》，现在我的手
机里面下载的书仍然是这样一些作品。 有时候
开会无聊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 这些小说就
是不慌不忙地讲故事，非常精微地去处理一些
细节，还有人物之间关系的那种照应。 写小说
的人，就是要做到世事洞明，人情练达。

举一个例子，我经常被人称道的一个中篇
小说《秋风庭院》。 1995年中国作协的《小说选
刊》组织过一次全国小说评奖，这个小说评了
一个优秀中篇小说奖。 我去领奖的时候，有一
位老作家看见我说，哎呀小王，你怎么这么年
轻啊？我开玩笑说，我不可以年轻吗？他说哎呀
不是，我看你写退休老干部的那种心态，琢磨
得那么透， 以为你至少是一个50岁以上的作
者。 我当时其实也就三十一二岁。

《秋风庭院》这个中篇小说，灵感来自于我
同一位地委书记的一次目光的碰撞，一次眼神
的感应。

当时我们老家有一位退下去的地委书记，
这位地委书记政声极好，口碑极好，在当地很
有威信。 他在位的时候，从机关大院里走过，背
着手，头微微地昂着，目光一片空蒙，眼睛不会
注视任何一个人。 但是所有的人见了他，赶紧
书记好、书记好，没有人说他目中无人。 因为这
位领导的政声很不错，能力也很强，干部们都
敬重他。 退下来以后，他只在省里边安排了一
个闲职，也没到省里去上班，仍然住在那个机

关大院里。 但他再从机关大院里走过的时候，
就是一个探寻的目光，希望有人跟他打一个招
呼。 我当时是刚刚调进那个机关里头去，跟他
并不熟。 有一次在食堂门口，他走过来的时候，
我望了他一下。 因为他是老领导，我就面带微
笑。他马上双手伸过来，您好啊。我赶紧说书记
您好。当然他也没问我是谁。当时我就想，这个
老人退下来，他的心境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这
么一次目光的交汇，我写了这么一部中篇。

这个小说里，有一个细节我是听说的。 过
去他常年习惯了每天清晨起来，吃过早点以后
就夹着一个包，从家里抄近路，往办公室去。 结
果退下来之后，很长时间不适应，还夹着一个
包去办公室。 走到半路才想起来，我已经退休
了，算了，不去了，又折回来。 这就是退下来之
后，老干部的那种失落。 他从小离开了故乡，家
乡已经没有人了，现在不可能回到家乡去。 工
作了一辈子，最后没有归属感，不光是肉体无
所皈依，精神灵魂更是无所皈依，剩下一种飘
零的感觉。 这个小说好多人看了都说写得太好
了。

所以我说写小说， 尤其需要世事洞明、人
情练达。

比如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很温情、
很温暖的关系你怎么处理？ 那种很圆滑、很投
机的关系又怎么处理？ 作为一个作家，我看得
清清楚楚，才可能丝丝入扣地写出来。 从另外
一个角度来看，写作其实是对人性的一种洞察
力，作家必须要有。 我觉得这个方面的能力越
强，写作会越好。 作家在创作的同时，也创造了
自己。 文学在我看来，就是思考生活、思考人生
的一种方式。 我在思考的过程中，我会有是非，
会有判断。 一个人的天性或者说作家的禀赋，
一般来说他是向善的。 当然也有这样的作家，
他要写坏书，写恶书，写诲淫诲盗的书，但是我
想这样的作家，在整个文学史当中，不会是主
流，因为他同人类的正面价值是相违背的。 人
类为什么能够生生不息？ 就在于人类对正面价
值的选择是一种本能，人类对正面价值的选择
永远是占上风的。 作家也是如此。 我们作家在
写出好的作品的同时，慢慢地他也在砥砺或者
说改造自己的人性。

就像沈从文曾经说到这样一个意思：一切
优秀作品的制造，都离不开手和心。 更重要的
是，也许它还是培养手和心的境。 我理解先生
的意思，他所说的手，是指文学创作的手法和
技巧；心，讲的是作家的人格、品格和道德。 也
就是说，我们的创作离不开我们的文学能力和
我们的人格力量。 同时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也
培养了自己的创作能力和人格。

我们可以对文学有一千种定义，但是我的
定义是：文学是人类思考生活、思考人生、思考
社会的一种方法。

我是多少岁发现了这一点？“文学是我的
天命”，从事写作最大的改变，是在现实中，获
得了比较大的身心自由。 这一收获完全改变了
我的人生状态。

我基本上可以做到心无旁骛， 无所顾忌；
我不用仰人鼻息，看人脸色；我不会因为什么
东西患得患失。 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理
想的一种人生状态了。

（《无违》 王跃文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出版）

柳理

国人的传统情结中， 故乡总交
织着家国。 描绘故乡的语词，从家园
故土，到乡土乡井、乡关乡邦，入眼即
有父母之余温，血缘之亲切，去返之
悲欣。

环视今日之中国， 在大流动、大
变革的时潮中， 多少人主动离乡逐
梦，安身他处，故园已然回不去，便成
精神家园。 移民两三代，乡音不复绍
续，精神上的故乡也就日渐湮灭。

陌生人社会， 每个小家庭如孤
独的原子。 有家无乡之人，身似无根
之转蓬；而有故乡之人，来路与归宿
清清朗朗，幸何如哉！但是，故乡并非
只是一方物理意义上的水土，还要有
值得口传文载的人和事， 那是故乡
的文化基因。 若人事都无复传记，故
乡亦不过空中楼阁罢。

农耕时代， 先人们各居一隅，世
代繁衍， 文明教化首推敬天法祖、慎
终追远之传统， 以三不朽为衡尺，立
古今圣贤为范则，彰其德行，褒其言
功，传之书志，祭之岁时，意在令子弟
后辈见贤思齐，追踵良善。 故家风之
淳，濡染于一族之耆德；乡风之正，感
召于一乡之孝廉；政风之和，举倡于
一郡之贤达。 无论一国一郡，还是一
乡一家，凡有敬贤、重贤、思贤、学贤
之传统，则风气清明，文脉兴旺。 反
之，则不过穷山恶水之壤，粗鄙恶俗，
浊气沆瀣。

任何时候都需要榜样。 中国人
将圣贤视为做人楷模， 为他们建庙
祠，祭拜有常。但圣贤不是安居神坛、
徒供后世礼拜的塑像，其于当世之意
义，在穿透时空隔阂，弘导世道人心。
故移情通感， 还原先贤之血肉性情，
是亲近的前提。乡贤国士，先哲往圣，
欲其可敬，必先使其可亲，乃可入乎
人心。

同乡师友黄兄耀红， 长余七岁，
谦谦温润，敦厚儒雅。 尝为省城一中
之语文名师， 后攻读教育学博士，转
行教育研究与传播，著书立言，学品
文品咸如其人。 历年勤耕砚田，下笔
汪洋恣肆， 燃犀洞见之佳作频出，处
处见其独立自由之精神， 切时济世
之情怀。 两年前，耀红兄偶以文化散
文示余， 所写皆从湖湘先贤之遗迹
钩沉稽古，发微抉隐。 窃谓其文远非
等闲游记，哲思睿识，穿越古今，诗心
文采，磅礴收放，读者可自领会。

其时每篇甫出， 余皆有幸先睹
为快。每读一篇，余必请赐刊于敝网。
原文之标题庄敬风雅，然置身浅俗快
餐化之网络传播， 必遭标题党“毁
容”。 如写《书堂山怀古》，则改为《大
唐“楷圣”欧阳询为何魂归于此》；写
王夫之《明月船山》，则改成《大明王
朝死去了王船山为何还活在人间》；
写魏源《山高水阔海上风》， 则改成
《魏源一本奇书让日本兵法家惊呼
“海外同志”》。如此种种，尽管每出必
火，然唐突斯文，罪莫大焉。耀红兄每
每报以一笑，不加嗔责。

近日耀红兄告曰， 将从近十年
来所作之湖湘散文中遴选二十余
篇，结集出版，并寄来电子版。初览目
录，便心头一震。收入此书诸文，自屈
原、贾谊而下，历代湖湘贤哲，宛如从
长卷中次第走来， 扑面而成一部乡
贤文化史。 所书之人，无不由眼前遗
迹追想当年际遇， 出入历史现场，观
其言，悯其运，念其志，发其思。 或化
身其人，游目骋怀；或置于案前，仰观
俯察；或穿破古今，知人论世。其言不
乏理解之同情，同情之理解，该叹时
一声长叹，当揖处一揖在地，如说自
家先人， 亲切如生。 惟结集读之，方
知作者用力之深，用心之苦。 书名用
《吾土吾湘》， 非止追慕乡贤之心，或
有“阐旧邦以辅新命”之意。 湘人如
我，读之似对话前贤；他乡之人，其可
共响乎？

（作者系凤凰网国学频道主编
《吾土吾湘》 黄耀红 著 湖南教育出
版社出版）

《鲍勃·迪伦诗歌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0月13日， 诺贝尔奖首次将文学奖颁给一位
民谣歌手， 颁奖词说：“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
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 本书共八册， 是鲍勃·
迪伦反复修订的权威定本， 共收录鲍勃·迪伦逾半世纪
创作生涯中31张经典专辑共369首作品。 西川、 马世芳率
领15位诗人、 音乐人联袂翻译， 兼顾英文歌词的原汁原
味与中文翻译诗性之美。

遍览药草
尽享芬芳
陈子烟

我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拒
绝健康和美。

能够带来健康和美的东西，一
定很受欢迎。

《药草芬芳》就是这样的一本书。
这本书用散文的语言展示了中医药之美。在作者管弦的

笔下，每一味中草药，都是有灵性的。她们“宛若精灵儿，盈着
笑脸，唱着歌儿，飘摇着，款款而来”。 管弦将她们的形态、特
点、功效、文化、传说娓娓道来，并把自己对中医药的实践、认
知和感触糅合进去，语言生动，让读者感受到中医药的价值
和优美。

于是，我们看到：蒲公英开成一朵自由行走的花，随风播
撒着清热解毒、消痈散结的种子，还有浓浓执着的情怀；马齿
苋立在万紫千红的田间地头， 身负降低胆固醇和甘油三酯、
防治心血管疾病、养肝护肝等功效，传达着切切柔暖的怜爱，
被李时珍《本草纲目》称为“长命菜”的她，让每一个日子，无
论贫富贵贱，都过得生机盎然。

我们听到：苍耳于“采采卷耳”的吟诵中，行使着上通脑
顶、下行足膝、外达皮肤的功能，治疗诸如风头寒痛、牙龈痛
肿、鼻渊流涕、眼目昏暗等一切风症；芍药也在多情女子的无
语凝噎中，表达了深长的情意，“君将离去，我心悠悠”，她滋
阴补血、益气安神、解痉止痛、镇静消炎，被称为“女科之花”。

我们闻到： 香樟树拥着奇特的香绽放在高高的山坡上，
她还因为“其木理多文章”而大有文章，不但能够杀菌消毒消
炎，还被寓意为避邪、长寿和吉祥如意的神树，自古就是人们
祈福和表达情义的地方；那菠萝的香也从顶端和底部两头传
出，直抵心口，嗅到的那一瞬间，心，便像鲜花一样绽放了，菠
萝还含有一种叫“菠萝朊酶”的物质，能够分解蛋白质，溶解
阻塞于组织中的纤维蛋白和血凝块， 改善局部血液循环，稀
释血脂，消除炎症和水肿。

真的很美。 哪怕鲜为人知的钩吻、毒芹、商陆等，也是有
毒却不缺灵秀、无闻却不乏传奇。神农炎帝误尝钩吻而死，韩
非因受李斯忌妒也是被迫服用钩吻而亡；古希腊的苏格拉底
则是被毒芹夺去生命的。 而商陆这味有毒的花草儿，则有着
胭脂草的别号，因为她浆果成熟时果汁呈深红紫色，民间常
用之当作胭脂涂抹在女孩子的面颊。

跟随着管弦，我们仿佛从远古踏歌而来，提一壶清酒，遍
览药草，尽享芬芳。

（《药草芬芳》 管弦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诗人路云的
天赋之歌
李浩

“每个日子都是刨好的木板。”这是路云的一句诗，出自
他的诗集《光虫》。

这句话，被路云写在《光虫》的扉页上，那时候的《光虫》
还处于襁褓之中，他以此当作礼物赠送给我珍藏。 不过，在
我看来， 这句话更像是在说一个隐身在光虫中的光明的影
子，好像飞着的骑士和路云一起，在密密麻麻飞行着的那些
光虫中，挣脱种种厄运和重重困境。他的意志将他眼中的飞
蚊症（路云在写《光虫》和《凉风系》时，检查得知患了飞蚊
症，这对路云的打击如同盗走他所有书稿的小偷），通过诗
歌转化成他手中的刀柄， 不停地预言着终将腐烂的未来世
界。

路云和我是十多年的朋友，他有时候活得像个圣徒，有
时候活得像只人群脚下乱窜的仓鼠，这一点和我一样，有时
候则像个全身装满弹孔的战士。 我非常喜欢他内心深处的
痛苦、孤独与天真。正因如此，我们不管是在写作上，还是在
个人的精神生活里，都可以无话不谈。在我与路云交往的这
些年里，我获益颇多，我的内心也在不停地被美好的事物庇
护着。

出于这份友谊，我将路云的《光虫》和《凉风系》这两本
诗集中的部分诗篇，譬如《偷看自己》《款待》《煨罐》《两个声
音》《龙凤胎》等，命名为天赋之歌，这是我在阅读中的发现，
它来自戈麦对博尔赫斯一首诗歌的杰出翻译。 我们从路云
的这些诗歌文本中可以发现他启动写作的真正动机， 我从
中体验到他写作的动机， 在我的判断中至少可以与写作的
起源性物质保持同频共振。这是我要祝福路云的地方，也是
上天对一个写作者的巨大恩惠。我在那本书的旁边批注上：

“我也不能说我读懂了，我只是将我理解的诗歌说出来。 ”
然后，我放下这本书，开始排查路云诗歌中的声音，因

为我知道路云对音乐非常着迷，也颇有自己的见识。路云诗
歌中的声音是非常精微复杂的，譬如《我如此浑浊》，这是路
云进入中年时写下的最得意的第一首长诗。 我记得他刚刚
写下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就这首诗展开了持久的讨论。我们
在这饱满、丰盈、充满探索的诗意氛围中，很容易忽略掉两
个互相转折、腾挪、纠缠的声音：一个来自少女，一个来自母
亲，在这两条经纬线上，路云眼中的任何人，任何事，任何物
都变成了声音， 他可以骄傲地跟任何事物任何人进行对话
与搏击，并让他的发音器官得到有效的发育。他在声音中还
设置了时空，包含了他所经历的乡村与城市，以及楚文化中
的巫。这是路云非常高明的地方，我也希望他的努力能让他
的诗歌在美学上享受一份独有的尊严。 我还在路云综合处
理的思想、 经验与声音的能力中， 发觉了路云诗歌中的主
体，他在启动文本时，支撑他诗歌运行的支点其实是心学，
附着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
字心传中。这是路云诗歌中最核心的东西，他借助自己的诗
歌写作，让它们互相激活。 他的语言出自他的各种器官，这
使路云和他的写作充满动态与深刻的原因。 他在平凡的生
活之中，练就了一身非凡的想象。

（作者系诗人，《十月》编辑 《光虫》《凉风系》 路云 著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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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庭之时光》
柴焕波 著 岳麓书社

本书作者是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主持发
掘的里耶古城、 秦简被誉为本世纪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
一； 主持发掘的永顺老司城遗址， 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
录 。 作者透过考古遗迹与遗物去探究人的思想与精神 ，
并将自己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的人文关怀、 生活情趣注
入到了字里行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