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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旭东

早就知道文杰是个诗人，却一直无缘认真读
他的诗作。 在我与他的日常接触中，他从事经营
工作，似乎离诗歌很远，但他眉目间流露的气质
和他言谈举止之中，总是不经意地流露出一种沉
静且略带沉郁之气的诗的意味，即使有时流露出
一丝狡黠神情，也会迅速被这种沉静、沉郁之气
掩去。 在我看来，文杰在本质上是一个内心沉寂
的人， 虽然他从事的职业决定了他要驰骋商场，
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基本气质。我倒觉得他的气
质反而会给他的商场运筹增色加分。

读到文杰的组诗《父生之地》，使我有可能从
文本分析的角度更加深入、丰满地了解文杰。 就
我的阅读感受而言，这组诗所表现的，是文杰心
灵的本真状态，没有虚饰，可以说它们是比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文杰更加真实裸露的文
杰———这是处于生命醉意（亦即诗意）之中的文
杰。

在组诗《父生之地》中，文杰倾诉了他对故乡
洞庭湖区的深沉大爱。 湖区的山水景象、物产风
习，故乡人的生存方式、生活习性，都是以一种诗
的语态得以呈示，“洞庭雪”“君山茶”“端阳龙”
“打鱼人” ……湖区故乡的典型风物在文杰的心
灵梦境中还魂，化作一缕缕诗思，缭绕、纠结、氤
氲、升腾。 文杰关注的不是直接记录和呈现生活
的实际具象与事实过程，而是所写对象在自己心
灵中的诗意生发，诗，成为文杰灵魂活动的投影
与踪迹。但这已使文杰与那些单纯记录日常生活
场景的写作者有着质的区别。

如：文杰通过“洞庭雪”，写湖区渔民心底的
渴望与祈盼：一场风雪锁住了渔人的双眼/�那张
晒着的鱼网/和那条湘女飘扬的红围巾/红得可
以写一首唐诗/灼烧着洞庭波下/�鱼们和渔人相
约的日子

如：文杰将“君山茶”看作是被“古楚国喂了
又喂的”，浸透了、负载了“一部洞庭史”的“小小
的船”，欲“驶向无穷无尽”、欲“引渡至永恒”，“却
在咫尺杯水中/品味历史的泣与笑”……

文杰的诗是出自于诗人的诚心的。 正因为这
面对自然、历史、生活的诚，更因为面对自我生命
与心灵的诚，我们于是可以在他的诗中见出日
常生活之外 、 真实心灵之内的那个本真的文
杰，可以感觉到他潜藏在诗句之中的、浸透了他
的心血的那些关切、怆然、忧伤、浪漫、豪迈、傲
气、悲悯、渴望……

作为一位不被生活具象遮蔽心灵之眼的诗
人，文杰能够从具象化的“洞庭雪”“君山茶”“端
阳龙”等，超越、升华至更具本体化生命意境的诗
意空间（如《倾听蔚蓝》《捕鱼方式》等），《打鱼人》
则恰好处于这两极之间的分界线上。 在这首诗
中，文杰对打鱼人与鱼、与湖的关系进行了富有
体察力的省悟，当夜晚“湖的蔚蓝锁住了渔梦”，
梦中的鱼与打鱼人的关系是如此和谐、 默契，互
倚互生、互随互乐、交融为一体：“当太阳升起时/
家乡的打鱼人/不知是鱼还是湖”。 这真是绝美的
体察与诗境。

与此相呼应，《空手黄昏》《倾听蔚蓝》亦是对
故乡渔人内在生命体验的深刻洞察与揭示，亦证
实了故乡渔人的生命状态已成为文杰的一种生
命底色，烙在了他的灵魂上，这是一种心灵的负
载与执守，也是一种内在的难得的幸福，它意味
着文杰的生命是有根源与家园的。 在这个意义
上， 文杰并非一个失去了精神家园的流浪者，他
怀着一种拥有生命根基的幸福与执着。这给他的
诗带来了一种感人的气息。

固然，文杰的身体已远离了故乡湖区，但他
的灵魂依然有根，无论他飞得多高多远，诗歌都
像系着飞翔风筝的线， 将他与故乡紧紧地联成
一体， 更在风中发出动人的弦鸣之

音。 文杰诗中表现这一母题最强烈、 突出的，是
《沙滩之外》。 它因对湖区自然生态现状的忧患之
心而更显出爱的深切与沉痛。

在我看来，文杰是一位唯美的诗人。 其唯美，
一是在精神上，一则表现在语言上。

精神的唯美使文杰的诗在本质上有一种纯
净和沉静之感。 在当今的喧嚣社会与普通浮躁心
态中，这颇为难得。 语言的唯美则有利有弊。 同
时，文杰力图使自己诗歌的语言成为心灵倾诉的
最佳渠道，通过诗将精神从喧嚣浮躁的日常生活
中超拔、升华出来，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但一
半因为着力太重，一半因为诗歌语言写作上的积
习，也使他的诗歌有时流露出雕琢的痕迹。 如“擂
了几千年的鼓/那龙也追不回/踉跄在江中的诗
魂”，十分精炼、精到，很好地概括和凸现了“端阳
龙”的主题，但同时，这些在刀刃上跳舞的诗句也
被锋刃割着了，虽不至于出血，但割勒的痕迹毕
现无遗。 至于“然而汨罗河冻结成/撑着油纸伞
的雨巷”这类句子，就被诗人唯美化语言的刀
锋割出伤口、渗出血丝来了。 相比之下，我倒
觉得《沙滩之外》的纯朴、自然于文杰是更
可珍视的写作方式与状态。

相当一段时间以来，将诗歌放逐于
艺术圣殿之外的社会时尚似乎愈演
愈烈，在这样的背景下，遇到虔诚
地对待诗歌与自我的诗人与诗
作，是令人感到高兴的。 希望
读到更多这样的诗歌，希
望有更多文杰这样对
待创作的诗人。

木兰

2016年8月中旬，因为《爱在心中长
成了花园：对话一百首世界名诗》这本
书， 我第一次见到了著名的藏书家、作
家、诗人、画家彭国梁。 去之前，我在网
上看了一点关于彭先生的资料，跟拥有
这么多“家”的人第一次见面，我还是有
点紧张的。 不过那天下午四点钟见到他
之后，紧张感就一下子消失了。 那一天，
我们一见如故地“神聊”了六个小时，直
到晚上十点多。 他说，第一眼看见我，就
觉得“似是民国故人来”———后来我才
知道，这是多么欣喜的感觉。

那一天，开始了我和这位著名“大
书虫”之间的对话之旅。 现在想来，很值
得纪念。

《爱在心中长成了花园：对话一百
首世界名诗》 是彭国梁在自己广泛阅
读、深入欣赏的基础上，选择一百首中
外诗歌“对话”而成的诗集。 在这本书
里，他不是一个赏析评论的“老师”，而
是作为一个活得率真、 富有情趣的人，
来跟这些诗歌平等对话。 一百首精选出

来的诗歌，闪耀着灼灼的智慧、流淌着美好的情感，而他的对
话，就在与这些智慧和情感的碰撞和融合中展开。 他在用自己的心

情和思绪读诗， 他在用自己的文化人格和品位情趣对话。 有会心的幽
默，有怅怅的失落，有热情的渴望，有温暖的呼唤，有欢欣的回应。每一首

诗、每一篇对话，都像一面小小的镜子，照出来的是不同的他自己；每一个
篇章、每一个主题，都宛若一个个线条，勾勒出来的，是他自己的精神和内

心。
这本书，会是一次让人着迷、让人神往的阅读之旅。

他在与诗对话，因为编辑这本书，我在与他对话。
一年来，我大约一两个月见他一次，所有的对话，都在一家安静优雅的文化

茶馆里进行。淡淡的音乐，袅袅的茶香。两个人，面对面，畅畅地聊，絮絮地聊，说的人
很认真，听的人很专注。聊书、聊人、聊往事，伴着笑，伴着泪。每次对话，都是一次丰富
而愉悦的精神享受。

真正的对话，是思想的交流，是情趣的融合。 在这样的对话中，是会有灵感和新想
法源源不断地冒出来的。 而且，我越来越发现，灵感之火花，文思之微妙，只能在坦然、
放松、亲近的对话中感受和传递。 每一次与他对话，都像极了在树林里的漫漫散步———
跟着他一起，放松随意地穿枝拂叶、看花弄草，一路却伴随着不断的发现的惊喜。

在对话中，我开始读他给我推荐的书，留意他欣赏的文化读书人。 看了他送我的
《书虫日记》，我也开始学着他的做法，争取每天都有写字、记录和思考。 在他这位文坛
书坛前辈的指点下，我开始在某个方面留神积累，酝酿构思。

这是作者与编辑的对话，更是一对“忘年交”的对话。 我也跟他说自己所读的书，想
写的文。 兴之所至，也会声情并茂地给他朗诵自认为写得不错的文字。 情之所动，也向
他倾诉过内心隐秘的想法。 而他，以一个长辈的洞若观火和理解包容，鼓励我、引导我
走出牛角尖，走到更开阔更超脱的境界中去。

这一年对话，获益的是我。 彭国梁先生对我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亦师亦友如父如
兄的存在。 在一次次与他的对话中，我收获了读书和写作的信心，收获了前辈行家的指
点，收获了他的期许，收获了珍贵的感情———这些，是我最珍视的东西。

《爱在心中长成了花园：对话一百首世界名诗》已经出版，他的与诗对话，会让更多
的人爱上诗歌、爱上读书。 而我，与他的文化人格和精神情趣的对话，才刚刚开始。

（《爱在心中长成了花园：对话一百首世界名诗》 彭国梁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书香茶话
谢瑾瑜

陆羽 《茶经》 有言： “茶者， 南方之嘉木也。 茶之为用， 味
至寒， 为饮最宜。 与醍醐、 甘露抗衡也。” 茶由先人以沸水煎煮并试
饮后， 便走入寻常百姓家。 喝茶虽寻常， 我们却可以从中窥得、 观见
些许生活之道， 悟得在生活中应学会享受过程， 品无用之用， 体味生
活中淡之美妙。

葛辛在 《草堂随笔》 的冬之卷说及饮茶， 说红茶与黄油面包相配
是一日中最大的乐事。 而周作人先生却不以为然： “我的所谓喝茶，
却是在喝清茶， 在赏鉴其色与香与味， 意未必在止渴， 自然更不在
果腹了。” 由此可见， 喝茶至少有两重境界， 一为纯粹功利性的喝
茶， 以满足口腹之欲， 二则是体验茶的“自然之妙味”， 所重的即过
程， 而非结果。 而今世人为事多如喝茶的第一种境界， 如蝇争血，
熙熙攘攘， 心怀功利性心态， 抱着奢求之心。 生而则欲有， 功成则
欲居。 这就如舟行川中， 一心只念着速达目的地， 满江的橹歌和白
帆， 河底的油油水藻， 岸畔的黯青杂木林和墨蓝树影， 都如掠眼
烟云。 而老子则言“见素抱朴， 少私寡欲” 则启示我们应如没有
染色的生丝， 清净无欲， 守其淳朴， 方可现其本真， 方能体味到
生活自然之妙味， 因为“生活永远是也仅仅是我们现在所经历的
这一刻”。 所以我们行走在路上， 应淘洗功利的杂念， 抱着喝茶
不为果腹的心态前行， 多多享受过程， 体味生活中亦甘亦苦的
况味。

喝茶除了可以让我们学会去功利， 享过程， 还可以让我们
懂得品匝生活中一些有无用之大用之物的滋味。 《红楼梦》 中
妙玉招待宝、 黛、 钗喝“体己茶” 时， 道： “这是五年前我在
玄墓蟠香寺住着， 收的梅花上的雪， 共得了那鬼脸青的花瓮
一瓮， 总舍不得吃。 隔年的雨水， 哪有这样轻浮， 如何吃
得？” 茶以雪烹， 甘美清冽， 更醇美的应是妙玉的禅心了，
把生活过得精致而富有佳趣， 把心沉淀了下来。 不只是喝
茶， 生活中总有一些有逸趣的事物， 虽看似无用， 实则有大
用。 它们装点着我们干燥的生活质地， 使其不至于那么单
一而坚硬。 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 “我们看夕阳， 看秋河，
看花， 听雨， 闻香， 喝不求解渴的酒， 吃不求饱的点心，
都是生活上必要的。 虽然是无用的装点， 而且是愈精炼愈
好。” 听雨、 看云、 冥想、 旅行或是阅读写作等等， 虽无
物质之功用， 却能丰实和浸润人的精神世界。 由喝茶观
之， 这类提高生活品质的事物， 能精致我们的生活， 使其
安闲而丰腴。

喝茶， 让我们懂得点缀生活， 同时也让我们学会品味
生活之淡。 明朝张岱在 《陶庵梦忆》 “闵老子茶” 一章中
写道： 明窗净几， 瓶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 灯下
视茶色， 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 周作人先生也认为： 喝
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 清泉绿茶， 用素雅的陶瓷茶具， 同
二三人共饮， 得半日之闲， 可抵十年的尘梦。 无论是陶庵
老人抑或是周作人先生， 喝茶都有一番诗境。 江村小屋里，
坐着木制长凳， 听着林间偶尔鸟的啾鸣， 几个瓷质的小碗盛
着的清茶， 和着山林草气令人神清气爽， 一切都归于朴素和
清淡。

喝茶需淡， 人生也需平和冲淡。 去除一些浮华的雕饰， 沉淀
一些张扬的喧嚣， 正可谓“淡极始知花更艳”， 清淡应是生活的一抹
原色， 于纸窗素竹边喝清茶， 在嘈杂生活中体悟淡。

清代的
《清明上河图》
局部节选版
王立坤

《街头巷尾： 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活》
是一本可以打开历史记忆、 触摸到时光肌理的书。
品读中， 好像慢悠悠的时光从未走远， 仿佛耳边
依然萦绕着一声声悠长的吆喝叫卖声……

这本书由140多幅外销画为主体、 将原版文字
翻刻、 配以极简译文加适当注释构成。 所谓外销
画， 简单说， 就是在摄影技术尚未出现之前， 从十
八世纪开始， 一批民间匠人， 采用西式绘画技巧及
颜料， 介绍中国风土人情的画作。 它的作用相当于
明信片， 最初是向西方展示古老东方文化的一面镜
子。 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外销画， 现在又成为我
们可以了解那些逝去光阴的最好媒介。

更重要的是， 这些画作真正表现了街头巷尾的
情景。 就如编辑推荐的那样： “那些与我们不告而
别的生活就这样与我们不期而遇了。” 确实， 我们对
于过往， 对于历史的了解， 往往缺少一些带着生活
温度的渠道。 或许生活才是能够体现一个国家、 一
个民族最生动、 最有趣层面的载体。 读着这本书，
我觉得， 这就是“清代的 《清明上河图》 局部节选
版”， 不但是一场视觉的饕餮， 也是对古人生活智慧
和态度的一次重温， 是对传统文化和民族风味的致敬
与寻找。

一本好书， 除了能给人带来阅读的新鲜感和收获
感之外， 还应该能让读者打开思绪， 积极代入自己的
生活经历， 获得情感上的共鸣， 回味悠长。 虽然书中
的情景相对离我们的生活较远， 但有些职业依旧存在，
依旧会让我想起自己小时候， 眼巴巴地在村头等着卖
麻花的小贩带来的那股油香味； 依旧会让我想起， 奶
奶笑呵呵地拿着攒下的鸡蛋， 给我们堂兄弟几个换几根
冰棍……

“时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读书的
另外好处， 就是能在无情流逝的时光里， 找到心灵的安
慰， 找到好好生活的支撑。

（《街头巷尾： 十九世纪中国人的市井生活》 领
读文化整理 九州出版社出版）

《我不》
大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书里的故事， 记录的是人性闪烁的善意， 有
大义有小情。 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 为藏民基础
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 ； 亦正亦邪浪荡洒
脱， 散尽家财救助灾区， 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
东北浪子……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众生， 都在对命
运说： 我不！ 这些动人的故事， 大都源自平淡，
蕴于普通， 却又伏藏在人性关隘处， 显现在命运
绝境中。 生死相续， 轮回转生。

《抗战老兵口述历史》
刘玉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24名老兵的故事。 通过老兵们的
口述， 部分还原了桂柳会战、 台儿庄战役、 老河
口大撤退、 桂林保卫战以及远征军赴印缅作战的
惨烈史实。

《错觉在或不在， 时间都在》
克劳迪娅·哈蒙德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从最新的心理学、 神经科学和生物学研
究入手，对时间感知的“秘密 ”进行了探究 ，并解
答了 “为何人随着年龄增大会觉得时间越来越
快 ”“如何使时间的扭曲更好地有利于我们的生
活” 等有趣问题，“传授” 更加有效管理时间的方
法。

《分开旅行》
陶立夏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十三场优雅而浪漫的旅行， 与十三座城市的
美丽邂逅与心之靠近。 这本书有着率真感性的直
观感受， 知性细腻的文化呈现， 视角独特的人文
解读， 带你在文字中走过那些风景， 在风景中读
懂人心与爱情。

潇湘诗情

走向本真诚挚之诗
———读文杰组诗《父生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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