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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跃华

毛泽东是古今中外政治领袖中最具鼓动
性、 开创性和影响力、 亲和力的语言大师之
一。 他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沁园
春·雪》《七律·长征》等经典诗文，可与唐宋八
大家媲美。 他的“纸老虎”“半边天”“糖衣炮
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经典词语，早已
收入《辞海》《现代汉语词典》《成语大词典》。

主席一言天地动。 这位俯视秦皇汉武、
唐宗宋祖、 成吉思汗的一代英雄， 妙手回
春， 让沉睡千百年的“愚公移山”“实事求是”
等词语生机勃勃；他点石成金，让民间相传
的“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搬起石头打自己
的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等词
语登上大雅之堂；他无中生有，让浑然天成
的“花岗岩脑袋”“阳谋”“党八股”“八九点钟

的太阳”等词语风生水起。毛泽东用人民的语
言，讲人民的土话，接地气，有生机，他的一言
一行不仅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
民， 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亚非拉地区以及美
苏超级大国。如今，毛泽东的某些经典词语如
“高帽子”“造反有理”“脱裤子”“割尾巴”“又
红又专”“斗私批修” 等虽已时过境迁， 但稍
有文学常识的人都无法否认并不得不欣赏毛
泽东的话风文风。 新文化运动领袖胡适就
说： “共产党内， 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
好。”

胡松涛兄独辟蹊径， 从研究“毛泽东影
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 入手， 考其源流， 究
其演变， 旁征博引， 夹述夹议， 行散文笔
调， 写关键词语， 成一家之言， 政治性、 文
学性、 趣味性都拿捏得比较到位。 中外研究
毛泽东卓有成效者不乏其人， 但从这一角度

着力且多所建树者实无二人。 这得益于他的
岗位历练和业余爱好。

松涛兄长期从事理论研究和部队思想政
治工作， 一手写公文， 一手写杂文随笔， 两
不搭界的文体游刃有余， 是个怪才。 他胸中
藏丘壑， 尝试着用自己擅长的文体写作本
书， 从毛泽东话语体系中拎出独具毛氏特色
的词语， 用自己的才学识审视毛泽东的精神
世界。

这部畅销好书也有白璧微瑕。 比如有的
篇目文字尚可凝练， 有的文章篇幅略显单
瘦， 有的语言表达还可推敲， 但这并不影响
我拜读此书时的心情。 松涛兄正在续写本书
的下卷， 希望他给喜欢毛泽东语言风格的读
者朋友再奉一掬清香。

（《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 胡
松涛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许石林

前年初夏， 得湖南周石星兄诗集二
种， 甫读则喜， 继而欲罢不能， 遂手不
释卷。 我蜷缩于深圳莲花山下一茶肆，
隔窗望青山葱翠， 雨雾迷蒙， 俯首读周
兄之诗， 每每心有所会， 神有所感， 情
有所动。 其妙语佳句， 喷薄纷呈， 赞叹
之余， 划注折叠， 不亦乐乎。 如此读
书， 思前想后， 惟有20余年前读汪曾祺
先生散文集， 有此废寝忘食之情态。

所谓读书如见故人， 仿佛看见另外
的自己， 此必然能弥补本人对当下自我
的不满意。 故有惊艳之感， 欣喜之状。

读其诗文而思见其为人。 首次见周
石星兄， 谈及拙作有关黄道周一文， 周
兄即慷慨言道： 你应该写一系列有关古
代士的文章， 你可用自己这种笔法， 将
中国历史上的士君子， 写一个系列， 让
读者认识到古代那么多的仁人志士， 饱
读圣贤书， 以天下为己任， 对人生事业
有比现在高明万分的认识， 他们进退有
据， 挽狂澜于既倒， 扶大厦之将倾， 无
计个人安危荣辱， 他们才是我们这个民
族艰难前进， 将文明的薪火代代传递的
力量。

周兄一言， 顿时使人血脉贲张， 酒
入热肠， 几乎眼湿。 当时情景， 历历在
目， 时时回味， 于脑海中情景再现， 令
人感激非常。

我固不知诗， 是不敢妄言诗也。 是
以知周兄之诗， 能感染人者， 是周兄其
人也。

周兄之诗， 志气高远而骨气硬朗，
非琐碎绵弱一派。 其所思所写， 皆应机
而作， 非勉强为之， 故其出自天然。 昔
苏老泉论文， 以为“天下之至文” 者，
如风来水面、 波纹自起， “无意乎相
求， 不期而相遭”， 而其文成， 又如苏
东坡所言： “文理自然， 姿态横生”。

周兄出身一线记者， 供职于媒体。
我曾经说， 当今欲寻古之士人孑遗， 多
存在于媒体从业者。 每一位有新闻理
想、 家国情怀而投身媒体者， 多少具备
古代士人的坯子， 干的都是良心活。 至
于此心此情怀日后逐渐被泯灭， 甚至背
叛变异， 则另当别论。 这与从业者纯粹
为稻粱谋截然不同。 至少， 我与周兄投
身媒体的年代， 是激情燃烧过的。 而我
分明能感到， 周兄的激情至今不灭， 甚
至更加耐烧、 经烧。 所以， 周兄不与世
事隔绝， 不沉湎于孤高清苦的自我境
界， 不驰心杳冥， 搜寻字句， 营造所谓
超然的意境。

因此我读周兄其诗， 可知其赋咏，
必自期“有用于今”， “言必中当时之
过， 如五谷必以疗饥， 如药石必以伐
病”。 其造句遣词， 大气平易， 罕见险
绝。 体裁又不论新旧， 惟得心应手而
已， 此真直抒胸臆者所为也。 其诗作之
量大， 又令人称奇， 其诗才， 仿佛不羁
之马， 可随时奔鸣。

叶少蕴论欧阳修诗， 以为欧公将作
诗视同作文， 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和情
感， 即“载事”， 而非如“西昆体” 一
路那么一味追求“藻丽”。 这一点又极
像韩愈。 “律诗意所到处， 虽语有不
伦， 亦不复问。” 余尝以周兄诗与方家
分享， 言周兄乃以词章为余事之人也。

初读周石星兄之诗， 掩卷驰思， 以
为其人乃不器之人也。 以其成德之士，
体无不具， 用无不周， 非特为一才一艺
而已。 当即以此转呈周兄。

古之士君子， 不以文词自诩其才。
今者文士才匠， 多有以倡优蓄之， 如周
兄生于此世， 怀古之士君子之心， 其不
幸也， 抑或其幸耶？

（ 《你若在 ， 我如来 》 周石星 著
岳麓书社出版)

川静

世上总是有一些不是必须， 却值得珍视的事。
比如木托盘、 精巧的花器， 比如单人生活里一副碗筷

以外更多的餐碟、 豆皿和筷箸， 它们大抵是为了柔软的生
活之美而存在。 这种美在我心里， 恰是生活的另一种“必
须”， 是日常生活内可以把握的吉光片羽， 是生活的质感
所在。

认知、 分辨和思考这种可以嵌入生活的美， 是一种带
有哲学意味的大浪漫。

黄磊主编的 《长物》 之 《食器之味》 一书， 就是围绕
着这样的价值观展开的。

纵观整本书， 角度多元， 但逻辑十分清晰。 以一篇名
为 《生活的滋味》 的文章开卷， 从日常生活开始展开， 层
层诉诸， 直到合卷结尾处， 已经由浅入深， 谈及了料理宗
师 （北大路鲁山人） 对食器与饮食之道的核心理解。 在中
间有意融入 《食器进化史》 部分， 增加了本书智性上的厚
度， 令它自然地区别于一般的流行阅读。 这种节奏感， 是
令人无法拒绝的阅读体验。

伴随着阅读的展开， 我也重新思考了物质、 生活、 精
神三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饮食只是为了果腹解渴， 如果热爱器皿只是出于
对物质的无度占有， 那么我们就仅等同于在粗浅的物质世
界中将心智钝化。 钝化的心灵是无力体察生活乐趣的。

然而， 无聊无味的日子， 并不是物质世界的恶果， 而
是我们与物质的相处方式出了问题。 以物移情， 陶冶心志
才是我们需要的上升路径， 在这条路上， 我们终将发现在
反复日用的器皿中， 因附着了感情它才尤为美丽动人； 还
会发现某些器皿本身蕴藏着的美的况味， 是归于平淡中的
高级……凡此种种， 我们珍惜这些器物， 并通过它们， 可
以进入某种或精致或松弛的生活状态。 这种生活一定会带

来心灵上的舒适度和美的体会， 久而久之， 忽然有一刻，
我们不禁暗生惊叹： 原来这才是人与物质的相处之道。

体悟到这一层的人， 对器物的拥有， 早已有别于不停
休的购买行为。 脱胎换骨之后， 他们中有一部分人仅在欣
赏的过程中， 就能感受到比“拥有” 更多的满足； 而另一
部分人不止学会了欣赏， 还开始了创造。

这本 《食器之味》 的重要一部分就是“造物”， 即通
过创造有形之物， 塑造精神， 追求心灵维度的更上一层
楼。 在器皿中勾勒生活的轮廓， 在日常生活中铸造可以触
摸的艺术———正是这群“造物” 的手工艺者们的志向。

物质世界里的讲究， 从不反映在拥有的数量上， 也不
反映在物品的标价上。 真正的讲究是内敛的， 优雅始终有
别于奢侈， 因为优雅之物可以无言地照拂人心。 宛如一席
家宴上， 与菜肴相映成趣的碟碗， 是主人由衷的款待， 是
润物细无声的盛情。

愿我们与如此之“物”， 长相厮守。 从此， 做个有心
的“痴物” 者， 多美妙。

(《长物》 黄磊主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王志清

初读 《大地苍黄》， 我就被一种磅礴之气所震慑， 且
生成了一种好感与预感： “罗长江的 《大地苍黄》 以立体
长卷式的全新文本， 美丽地装点了散文诗寥落的天空，
为散文诗长了脸， 也使散文诗的呵护者与歧视者们看到
了散文诗并不黯淡的前景。”

两年后， 又捧读 《大地血殇》， 我不禁为之拍案叫
好。 如今， 看到罗长江的 《大地》 五部的构想， 真可用
“欢欣鼓舞” 来形容我的心情。 罗长江用一部又一部散文
诗文本制造了“无边波浪拍天来” 的视觉冲击力， 让我眼
界顿开， 欣喜无限， 而罗长江就是那个凿破昆仑的勇者
和创作者。

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说： “诗需要一些壮大的、 野蛮
的、 粗犷的气魄。” 我以为， 狄德罗所说的这种美， 是一
种壮美。 许多人写的散文诗以一种小摆设、 小格局、 小气
度的病弱之躯而自降品格， 让散文诗饱受歧视与凌辱，
我特别欣赏散文诗的壮大之风， 也特别提倡呼吁散文诗
也能够壮大起来。

罗长江的散文诗， 给人最深刻的印象， 抑或说总体
印象是壮美。 罗长江的 《大地》 系列已经出版两部， 即
《大地苍黄》 与 《大地血殇》， 根据其提供的创作构想， 这
个系列共五卷本， 还有 《大地涅槃》 《大地芬芳》 《大地
梦想》， 分别与传统文化之“五行” （金木水火土） 相对
应。 这种构想的本身， 就具有不同凡俗的壮大之美， 诗人
以大湘西为背景形成庞大的联袂性质的组唱。 从已经出
版的两部散文诗看， 诗人熔铸史诗品质， 将繁富复杂和
已经陌生辽远的生活场景引入现代社会之宏阔时空， 突
破了散文诗小脚女人的藩篱。

罗长江反映抗战时期湖南各会战题材的长篇作品

《大地血殇》， 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通过写战争来写民
族心灵史。 这部长篇散文诗， 以一场为抗日阵亡将士招
魂的民间祭典为主线， 正面书写湘西会战， 穿插折射长
沙会战、 常德保卫战、 衡阳保卫战等其它几场湖南会战。
将巫风楚韵的民间祭祀与苍凉高古的屈原《九歌》对接，
将悲壮惨烈的抗日战场与瑰丽奇谲的湖南风物、 风土、
风习、 风情对接， 将日渐远去的战争与当下世界对接，
更与历尽沧桑的民族心灵史对接。 作者探索与发掘散文
诗写作的种种可能性， 最大限度地拓展社会容量， 无论
是取材选题还是立意题旨乃至运笔调色， 都具有震撼心
魄的壮美。

《大地苍黄》 则是另一种宏大叙事， 书写村庄里各色
人等以及他们的命运史： 既有猎户、 渔民、 铁匠、 放牛
娃、 鸭客， 又有身怀绝技的民间艺人和潦倒的无名诗人、
采风的音乐人、 会弹一首好风琴的女教师， 还有走出这方
天地的学生娃、 打工仔、 农技干部、 军人、 女大学生、 台
湾老兵等。 这些不同身份、 不同经历、 不同价值观、 不同
人生经验的人物， 偶然或必然地彼此碰撞， 互为纠结， 生
动而立体地反映了城市化进程中小村落在现代文明蛊惑
下的躁动。

罗长江散文诗的优美， 则主要是体现在细部摹写上，
体现在文字明丽而深郁的质感上。《大地苍黄》中“鸭客谣”
章写一个“鸭客” 的悲剧， 悲剧的背景则在“一个春水茫
茫的日子” 里展开。 其中画面看似信手涂鸦， 清新平易，
却有一种转折顿挫的蓄势， 生成了灵动婉丽而变化多姿
的生动。

别林斯基曾说过： “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 美都是从
灵魂深处发出的。 因为大自然的景象不可能绝对的美， 这
美隐藏在创造或者观察它们的那个人的灵魂里。” 从这些
壮美与优美中， 我们不是可以探入作者的灵魂吗？

《山水相依》
谭谈著 大象出版社

无论你离开那
里多少年了 ， 她一
直牢牢地驻在你的
心里 。 那就是你的
故乡 。 不管你经历
了 多 少 人 生 风 雨 ，
他们一直温暖你的
心田 。 那就是你的
父老乡亲 。 收入这
本集子里的 ， 是作
者对故乡的山水风
情 、 对乡亲的厚重
真情的甜美记忆和
无边眷恋的精短散

文， 其中不少篇章入选国内多种权威散文选本和
乡土教材。

《后门观史》
刘绪义 著 岳麓书社

从后门看历史，
可以看到历史的前
门所看不到的本质。
该书系作者近年来
读 史 随 笔 的 结 集 ，
主要围绕着历史上
的一些广为人知的
历史事件 、 文化史
上一些熟悉的历史
问题进行了新的考
察与分析 ， 提出了
新的观点 ， 纠正了

历史的误读， 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湖南传统建筑》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编 湖南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湖南建
筑文化传承与发展
的视角出发 ， 对湖
南不同地区的传统
建筑进行了整理研
究 ， 对传统建筑产
生的背景进行了分
析介绍 ， 并从地理
环 境 与 人 文 环 境 ，
传统城镇与传统村
落选址 、 传统建筑
类型特征 、 技术与
创新等多方面对湖
南传统建筑进行了
解读。

《听杨绛谈往事》 增补版
吴学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此书系杨绛先
生口述往事的传记，
她生前曾重新披阅
校 订 。 在 这 一 版 ，
作者补充了三篇文
章 ( 《 胖 安 娜 》
《 “爱得厉害……怎
么说 ？ ” 》 《杨绛先
生回家纪事 》) 和相
应图片 ， 以无愧传
主 “为 后 世 存 真 ”
的心愿。

走马观书

一部有文学、史料价值的好书
———读《毛泽东影响中国的88个关键词》

志气高远
诗出天然

潇
湘
诗
情

好书品读

优雅始终有别于奢侈

读有所得

无边波浪拍天来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