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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泽

这是我写的第一本书。
20多年前， 先师羊春秋公组

织编撰一套古代人物丛书， 我报
了一个选题———中国狂士， 报选
题时， 觉得有足够多的人物可以
进入写作的范围， 材料俯拾即是。

动笔后才知道， 完全不是这
么回事。

不仅“狂士” 没有标准， 难
以界定， 即使按照约定俗成的说
法， 从楚狂接舆、 长沮桀溺算起，
到祢衡， 到 《世说新语》 中的人
物， 唐以前的大多数所谓狂士，
其生平事迹多半在传说和附会中，
真正落实起来异常艰难。 而我对
狂士的偏爱， 又绝不是基于附会
中的传奇和戏剧性， 而是试图从
狂士的言行中找到中国文化与思
想真正的异质性和异端血液， 找
到罗曼·罗兰在贝多芬、 米开朗琪
罗传中所书写的那种苍茫独立、
义无反顾、 抵抗命运、 承受苦难
的巨人人格， 那种足以支撑起一
种经典文明的个性与人格力量。

我至今记得翻译家傅雷在
《贝多芬传》 中文版题记中说的几
句话：

“唯有真实的苦难， 才能驱
除罗曼蒂克的幻想的苦难； 唯有
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 才

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
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
的民族。”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
虚伪的， 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
轻佻的， 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
的； 中庸， 苟且， 小智小慧， 是
我们的致命伤。”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这几句
话差不多是我的座右铭。

受20世纪80年代启蒙思潮的
影响， 我一直希望在中国文化水
土中， 可以发现并且书写出与傅
译贝多芬对应的范本———中国的
巨人人格， 结果自然不免失落。
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它们
所能接纳和生长的人生与人格也
迥然不同。 即使如此， 我对于人
们以狂士视之的那些人物， 仍然
充满珍爱和怜惜。 我知道， 在一
个自足完整的文化系统中， 他们
的所作所为， 他们的颠倒与梦想，
已经从他们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
与价值中出走得足够远， 足够令
人惊悚， 令人不安。

在我的心目中， 这些堪称狂
士的人物有嵇康、 阮籍、 李白、
米芾、 唐寅、 徐渭 （徐文长）、 李
贽 （李卓吾）、 金圣叹、 八大山
人、 郑板桥， 等等。 孔子说“狂
者进取， 狷者有所不为”， 他们甚
至比孔子称许的“狂狷之士” 更

加强悍， 也更加具有原创性， 常
常被称为“名教罪人”， 而命运的
悲苦， 思想的无辜， 精神的纯良，
却莫此为甚。 是他们， 让多少有
些苍白的2000年人文历史显得更
加灵动与丰盈。

停留在想象中的狂士是让人
心仪的，而符合学术规范的传记写
作则另当别论。 如何让笔下的人物
既饱满又不是想当然地胡编乱造，
让我煞费苦心。 差不多有一年的时
间，我都在阅读有关人物的文集和
资料，其中徐渭还是我曾经花了两
年时间琢磨的硕士论文的研究对
象。 住在筒子楼里的写作情景也至
今记得，那是一段简陋、轻快、从容
的日子，单纯到无知，晦暗而明朗，
认真而笨拙。

为了回避行文的单调， 我还
邀请同事大才子徐炼写作了其中
的三章， 那种完全不懂得要价的
友情客串， 在今天的世道似已全
无可能。

更让我欣喜的是， 再读20年
前的文字， 我并不需要“悔其少
作”， 因为尽管不免生涩， 却没有
任何我如今不能接受的时代观念
的印迹， 我甚至有点喜欢自己的
文字了。

（作者系中南大学外国语学院
教授 《广陵散———中国狂士传》孟
泽 徐炼 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从历史看领导》
许倬云 著 新星出版社

本书从概括新世
纪企业特色、 趋势开
始， 指出新的领导特
质已不是强有力的命
令、 权威， 而是预见
契机的能力 、 沟通 、
说服的能力、 知己知
彼的能力等。 这些梳
理为新的领导者们在
这样一个时代关口实
现人生意义与价值 ，

提供了深刻的建议。 许先生高瞻远瞩， 讨论的是领袖
形态的培养、 领袖品质的构成， 着眼的是可预见的未
来趋向。 本书是许倬云看历史系列丛书之一 ， 另有
《从历史看人物》 《从历史看管理》。

马延炜

由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
伍新福研究员撰写的 《湖南文化
史》 一书， 已由岳麓书社出版。
该书作为省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
目“湖南文化史研究” 的最终成
果， 系统梳理了我省从旧石器时
代至1911年辛亥革命的文化史，
入选省社科院2016年十大智库创
新成果。 笔者有幸通读全书， 认
为该书作为系统研究湖南地区文
化历史的专著， 体例系统完整、
考证仔细严密、 内容深入浅出，
对于弘扬湖湘文化优良传统， 促
进当代湖南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
义。

《湖南文化史》 系统全面 ，
内容丰富， 采用通史章节体例，
按照时代发展顺序， 从文学、 艺
术、 科技、 宗教、 社会风俗等多
个方面， 系统梳理了湖南地域文
化起源、 发展、 演变的全过程。
作者特别重视湖南多民族聚居这
一地域特色， 用较大篇幅阐述了

省内土家、 苗、 瑶、 侗等土著少数
民族的民族文化， 如信仰崇拜、
民间工艺、 口头文学、 生活习俗
等， 同时又注意将地域文化置于
整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进行考察， 全书各章节均首先介
绍相关时期全国历史文化的基本
状况， 阐明湖南与其他地区的关
联和相互影响， 使得这部 《湖南
文化史》 既具有浓郁的湖湘特色，
又不局限于湖南一隅。

作为一部涉及多领域、 多学
科的通史性著作，《湖南文化史》
研究范围广， 时间跨度大， 具有
很大的研究难度。 作者通过钩沉
史料， 不仅完整阐述了湖南地区
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程， 更对
一些学术界过去存在误解的问题
有所厘清， 考证严密， 新见迭出。
如唐宋以来的古诗 ， 多有长沙
“三十六湾” 之说， 经作者考证，
实在湘阴县境内， 湘水经过三十
六个曲折， 汇入洞庭湖。 又如所
谓“潇湘”， 一般皆以其为湖南的
地域性简称， 经考证， 此二字乃
是古代对湘江的一种美誉， 称赞

湘江之水特别清澈。 这些考辨和
分析， 对正确认识和了解湖湘文
化， 均有所助益。

《湖南文化史》 是一部难得
的深入浅出， 雅俗共赏的学术佳
作， 运用大量历史资料， 完整梳
理了我省文化发展演变的历史过
程， 深刻揭示了湖南地区文化发
生、 发展、 演变的历史规律。 作者
特别注意将历史文献原汁原味地
呈现给读者。 如叙述屈原在湖南
的楚辞创作， 特别选录其 《湘君》
《湘夫人》 等四首作品， 在叙述秦
汉湖南简牍时， 则在正文中插入
沅陵汉简、 长沙走马楼吴简等多
张文物照片， 使读者有更直观的
感受。 除了文中插入的图片外，
全书最后还附录了近百幅文物和
历代书画原物彩色图片。 可以说，
该书不仅是一部可供专业研究借
鉴参考的学术佳作， 也是值得广
大热爱湖湘文化的人们珍藏的一
部精品好书。

（作者系省社科院副研究员，
历史学博士 《湖南文化史》 伍新
福 著 岳麓书社出版）

邓跃东

突然之间， 我读到了天山大侠
周涛的散文新著《低调》。何以突然？
我对他阅读已久，“低调”这个词，怎
么都不会安放到他身上。 周涛是文
坛“狂侠”，但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名
字。原因不是别的，正是他的“狂”掩
盖了名———

我天下无敌， 我唯一的敌人是
我自己；文无章法，我就是章法；刀
剑不过一人敌，笔却是万人敌；文无
第一， 武无第二； 人而无文其心必
愚，文而无武自志必弱；说我狂，我
狂得还不够， 我哪里配得上如此高
贵的褒奖……

周涛就是这样，“狂言”不断，行
事无羁。 1998年获得第一届鲁迅文
学奖，他没去北京领奖，说奖金还不
够路费，能报销也不给公家添负担。
人家希望他去大军区、 上海和北京
发展， 他却不去， 仍然留在边地新
疆。 他的文章写得放纵，集子《游牧
长城》《兀立荒原》《天似穹庐》《山河
判断》《天地一文人》，一本比一本恣
肆。 贾平凹去新疆给他题了“狂涛”
二字，他兴奋不已。

周涛40多岁以六篇雄文定天
山，也许是声名太盛了，周涛经常得
罪人，文坛对他视而不见，正面评论
极少。 现在，周涛进入70岁了，出版
《低调》，难道“狂形”消失了？还是看
他在这本新书里说了些什么吧！

他承认了自己无官能。 周涛是
将门之后，上升的机会有很多，但他
有清醒的认识， 认为自己不适合当
官，任性偏激、自由散漫、内心脆弱，
甚至还怕死，不是带兵的料。这种自
觉，在体制内是难能可贵的，做到看
轻官位需要特别的力量， 那种诱惑
常人难能抗拒。

他承认了自己的争与不争。 周
涛此生的风流， 莫过于以一己之力
对阵着所谓的文坛“话语中心”，单
枪匹马突出重围， 使抬杠的人把话
都噎在了喉咙里。 中国作协党组原
副书记王巨才对周涛说： 中国作家
里面知道你写得好的不在少数，但
他们宁愿烂死在肚子里， 也不愿说
出来。 反抗多年后，周涛在《不与人
争一时长短，应与人争一世高低》里
说：有不争，也有争，争前者易生文
人相轻之狭促， 不争后者是枉自为
文，没志气，没出息。

进入晚境， 他觉得下辈子适合
当牛仔，干点体力活；他认为最美丽
的风景是乌鲁木齐的《初雪》，他在
《明月文》里寄托了人世间最纯真的
情感，他认为《人对不起驴》……

平实之言，从容之心，成就了一
册《低调》。可贵之处，是周涛把生命
中的难言之隐、顾虑忌讳、不足与遗
憾、尴尬与从容等都和盘托出了。这
是智者的大彻大悟， 是对青年之路
的理性回望， 是对年轻一代的深情
寄望。这是周涛啊，周涛承认这些还
是周涛吗？ 以我20多年的阅读经历
审视，这是周涛，只有周涛才会这样
说。 如此说低调，是要有大勇气的，
要不面子就撕不下来， 板斧抡不上
去。这是何等的胸怀和气度，实际上
是一种高度呢！

马克思说： 真理如光但它不会
谦虚。 真话，有时不为大众所接受，
心里不悦，反说这个人疯狂。你怎知
道人家狂妄呢？ 我们习惯了用一种
眼光看人，超出经验时，就觉得别人
不像话。一个人的精神高度，决定了
他的存在方式， 可能与大众不太融
合，因为他远远地走在了前面，众人
跟不上他的步伐。他是孤独的，很容
易被人说成孤傲。

低调是一种高度。 一个人谈低
调说谦虚，那是要有底气和资格的。

（《低调 》周涛 著 江苏凤凰文
艺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低调的
高度

黄凯

“我走了很长的路，就是为了见
他一面。 ”这是我第一次读弋舟的作
品，《随园》中的这句话如同谶语般预
言了我与故事的相遇。

小说聚焦于中年人物生活状态
的呈现，他们大抵功成名就，却陷入
人际关系的隔膜与疏离中无法找到
自己的位置；杨洁在北京奋斗多年终
于买下了一套单居的房子，生活中却
失去了所有的男人和一只乳房；马政
凭借酒量熬成处长，在偶然中风后才
发现妻子头顶的白发；刘奋成王桐各
自事业有成，却难逃家庭琐事矛盾的
堆积，以离婚收场；她与丈夫在各自
的外遇中相互取暖， 却无法在300平
的房子里嗅到爱的气息……小说书
写中年生活，并没有介入物质充盈后
展开的利益纠葛，而始终关怀于人与
人之间的情感系联。

“孤单”，《出警》中年轻警察小吕
一声叹息般的回味，不啻为人物精神
状态的真实写照。 吊诡的是，这种疏
离本该出现在人物的早年时期，却在
此时得以凸显。 早年，杨洁和母亲两
人生活在一起、王桐的母亲把存折塞
给她后上了别的男人的车、夏惊涛和
老奎的老婆离开了他们……不完整
的家庭状态并没有让他们体会到以
后才能体味的“孤单”。 在与男人们的
交际中、 在初恋的谎言与袒露中、在
对女儿的惩罚和报复中、在与情人一
家的相处中，他们仍能感受到彼此感
情的系联和牵绊。 然而，这种关联终
于消磨在物质的追求和情感的淡漠
中，最终建构出一个隔膜与疏离的世
界，中年的人际相处仿佛隔着祁连山
的雪峰。

当现实世界的疏离蚕食鲸吞，使
人物艰于呼吸视听时，需要有一个契
机回溯来路，重寻逝去的羁绊。 一如
目光翻过雪峰，找到隐在祁连山深处
的随园。地铁里一个浓妆艳抹的50多
岁的女人，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杨洁失
去乳房后的羞愧，促使她将重返河西
走廊的想法付诸实践；马政在深陷于
乱伦般禁忌冲动而中风后，才重新梳
理自己、妻子、情敌三人的情感纠葛；
房间里新置办的鱼缸和跑步机，让刘
奋成王桐这对夫妇的离婚有了重焕
生机的意味； 她一次次地和男孩欢
爱， 却又始终不会在他面前袒露自
己，维持着一个40岁女人的羞赧和心
事。当世界的疏离与隔膜已变得习以

为常， 身体的倾颓和精神的寂寥双重打击向人物
袭来，以迅疾之势将人物瓦解，无情地揭露了孤单
的本质，即使隔着雪山的光和射灯的亮、隔着清脆
的笛声和点燃的烟气，也无处躲藏。小说直抵生活
的本质和人物的痛处， 驱动他们重新思考人生的
价值和自我的定位。

弋舟现在进行时的写作， 让中年生活状态的
表达有了“准确的事实”意味。 于是，返乡吧，随园
在来处候着。

还乡青春是一场中年的成长仪式， 中年的人
物需要借助回溯获得坦然面对现实困境的勇气、
需要依靠还乡领悟温润疏离关系的方法、 需要凭
借回忆开启激励自我再次成长的动力。于是，这一
场场有关青春的回忆， 都是为了告别的纪念而指
向当下的中年困境。《丙申故事集》是古老的出走、
归来模式的复演，也是成长主题的再现，只不过，
这一次返乡和成长的人物不再是孩子， 而是处在
身体与精神双重困境中的中年。

弋舟体察于中年人际关系的疏离， 以虚构的
笔法跨越时间和两性的界限， 聚焦人物还乡青春
的经历和心理，试图疗愈中年危机，指示重新上路
的方向。这部小说集既是作者的剖白和自我救赎，
也是中年生活的写真和喻世明言。“也许再等33
年，才会有下一本《丙申故事集》”，是的，33年才能
等到人生的再一次成长。

“我走了很长的路，就是为了见他一面。 ”《随
园》中言明的下一句是，“我还要走，还有很长的路
等着我。 ”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丙申
故事集》 弋舟 著 中信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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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我书

书写珍爱与怜惜
的人物

《广陵散》：

湖湘史志

新见迭出的《湖南文化史》

走马观书

《你一定爱读的极简中国史》
吕思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1934年出版
的 《白话本国史》 为底
本， 由吕思勉先生在历
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
的基础上完善而成， 详
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
代， 下至20世纪上半叶
期间的中国历史。 全书
规模宏大 、 视野开阔 ，
史识丰富 ， 笔调流畅 ，
是了解中国历史公认的
权威版本。

《陪徐霞客游湖南》
谭民政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衡阳作家谭民
政历时9年 、 沿着徐霞客
的足迹， 走遍28个县市区
后完成 。 9年来 ， 他按照
徐霞客 《楚游日记》 里的
旅行路线实地走访， 足迹
遍及株洲 、 衡阳 、 郴州 、
永州等 4市 28个县市区 。
边走访边查阅地方志等资
料， 拍摄照片近万幅， 写
成了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