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这回事： 我们的迷惘与惊奇》
黄哲斌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个 “三明治世代” 父亲， 身处时代夹缝， 往前缓慢送
别父母， 往后目迎子女成长的心情写真。 作者不断重新思考身为
“儿子” 与 “父亲” 的双重角色， 试着从自己人生航道的迷途历
险中， 摸索出能陪伴孩子成长的方向。

《正是天塌地陷时： 八七会议全景录》
方城 赵晓琳 王谦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90年前， 在大革命全面失败的天塌地陷之际， 中国共产党人
树立起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这座坚固的柱石， 使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革命绝处逢生。 这种超乎寻常的主体力量， 为当今治党治国、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资
源。

《活着， 就得有点滋味儿》
汪曾祺 汪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汪氏父子隔空对话， 娓娓道来生活中的微小却有趣的
故事。 辑一按地域论述美食， 讲述各地美食的精髓和有趣
的见闻。 辑二论述口感独特的美食， 借酸甜
苦辣咸说尽人生百味 。 辑三论述美食文化 、
渊源， 启发美食之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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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烨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李
大兴， 是一个很好玩的
60后。

20世纪六七十年代，
李大兴却没有上过小学和
初中。

出生在1960年底的
大兴，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出生在大饥荒年代， 从小营

养不良， 缺钙性软骨， 两岁半才会
走路， 此后也根基不稳， 一推一跟

头。” 五岁多的时候， 大兴和他的同龄人一
样， 遇上了“文革”， 仅在1968年秋天全国中小

学“复课闹革命” 的短暂
间歇， 才上了不足两个月
的小学。

此后， 大兴基本是在
父亲给他念 《三国演义》
小人书的过程中懵懂识字，
然后翻遍家里的书， 阴差
阳错地读了一些该读和不
该读的书， 比如说十一二
岁时就读了删节本的 《三
言二拍》。 在充满很多苦难
的岁月里， 大兴度过了自
由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很
快乐的童年。

大兴重回学校， 已经
是九年后的1977年。 恢复高考， 鼓动起这
位少年学习的热情。 他的北师大附中的高
中班主任乔荣凝老师说， “大兴的聪明不
光是看的书特别多， 而且能把他看的书转
化成一种人文内涵的修养； 大兴不仅文科
好， 理科也好， 当年为他选了文科许多老
师还想不通。” 就这样， 1980年， 大兴以全
国文科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历史
系。 但进入北京大学仅半年， 他就被保送
至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中国赴日本国留
学生预备学校学习； 一年后， 留学日本
东北大学， 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最早的
公派赴日留学生之一！ 在大学生被称之为
“天之骄子” 的80年代初， 留学生无疑是骄
子中的骄子， 头上的那圈光环简直令人眩
晕……

但是， 命运无常， 诚如李大兴戏言，
“到日本去学习英国史”。 一番难以言表的
辗转腾挪后， 他如今又重回案头， 专职写
作， 于是人们看到了报章上他一篇篇回忆
童年、 家族及师友的美文。 据 《经济观察
报》 “观察家专栏” 殷练女士介绍， 李大
兴的文章在该报微信公众号上的排名一直
高居榜首。

是什么唤起人们阅读李大兴文章的兴
趣？ 仅仅是忆旧？ 答案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历史是由无数的细节组成的， 如果剥
离掉这些细节， 历史不仅会成为干巴巴的
说教， 其真实性也令人怀疑。 阅读李大兴
的文章， 除去文笔优美， 那一幕幕鲜活的
历史场景在亲身经历者的脑中开始苏醒、
复活， 进而还原出时代场景， 以及个体在
时代场景中的位置， 与权力大小、 金钱多
寡毫无关系。 相反， 倒是在大兴追忆的笔
下， 透出的那一股股或浓或淡的温情， 温
暖了人心。 也正是这种温暖， 再一次向世
人证明“活着真好” 这样一个简单又朴素
至极的道理。 这或许就是人们喜欢读李大
兴文章的原因吧。

同时， 个人记忆的魅力还在于观察事
物的视角因地域、 家庭和个人禀赋的不同
而呈现出多样性的审美趋向， 因此也丰富
和拓展了记忆空间。 在记忆的大厅里， 人
们借助李大兴的文章看到了那些过往的人
和事的另一面相， 也许是只鳞片爪式碎片，
而拼接起这些碎片的却是生命的另样体验。
从黎澍、 陈旭麓、 林庚到末代王孙， 从初
恋的女友、 王小波到七号大院的 《流浪者
之歌》 ……许许多多的人和事都隐藏在大
兴的大脑袋中， 伴岁月浮沉。

大兴对父系家族史的点滴回溯， 再参
阅由陈铁健先生整理的李新晚年回忆录
《流逝的岁月》， 从早年曾做过胡乔木助手，
一生中推崇并追随的两位长者吴玉章和范
文澜， 再到至交黎澍， 李新先生的思想轨
迹跃然纸上。 这无疑有助于人们认识这一
时期的历史。 大兴对母系家族史的掠影式
描写， 折射出家族兴衰与社会变迁之间密
不可分的关联。

大兴说， 对于自己家族史的追溯， 在
本书中仅仅是一个开始， 以后会系统写出
来。 我们十分期待他的写作。

（《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 李大兴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拥抱着书
的日子
张家鸿

我读书话类的书籍时有一个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即喜
欢捡拾那些爱书人的痴言醉语，并以之为海边的贝壳。 我
就是那个捡贝壳的小孩，捡完贝壳，我带回家藏着。 一个人
独处的时候，偶尔拿出来私下品鉴，可得日常中难有的陶
陶然。读彭国梁的书话新著《近楼书话》，我也不能例外。 这
个远近闻名的大胡子书虫，嘴里笔下不知会吐出多少灿若
春阳柔若春风的妙语呀！

《近楼藏书》一文中，彭国梁讲述置身近楼中与书的耳
鬓厮磨，最是快意。 彭国梁读张昌华《曾经风雅》，书中提到
作家无名氏，读到无名氏非常聪颖的年少时光时，彭国梁
想起他的两部小说《北极风情画》与《塔里的女人》。 又忽想
起当年的《湘江文艺》编辑部编印的一套内部参考资料《中
篇小说选》三册，上册就选有无名氏的这两部小说。 于是，

“起身到书架上找了找，那三册小说安然无恙”。 好一个“安
然无恙”。 我为这“安然无恙”所打动，打动之后我可以断定
进了近楼的书们，都是有福的。 它们必定在其中过得舒适、
安稳、妥帖。

近楼里的一本本书，都是彭国梁必须用心安顿好的一
个个挚友，他们之间的友情没有保质期，如果有保质期的
话，那就是永远。 正如彭国梁自己所说的：“书在我的家中
享受的是至高无上的地位，我虔诚地供奉着。 ”每一个风晨
雨夕，每一回日落月出，彭国梁都与书紧紧相拥着。“我一
天睡前不读书，梦都不香；早上醒来伸手拿不到一本书，那
一天便会有一种莫名的失落。 ”

有趣与否，是彭国梁读书选书的原则。“我喜欢看一些
杂七杂八的书， 甚至很没档次很没文化很没觉悟的书，我
也照看不误。 原则就是：有趣。 ”这是自嘲，也是自娱，更是
自得。 彭国梁还说：“我是一棵树，我消沉在书的森林里；我
是一滴水，我消沉在书的海洋中。 我愿意。 我乐意。 ”彭国
梁在句中把“消沉”一词当作动词用，其意近于“沉浸”“浸
染”等词，表达出的是一种甘之如饴浑然忘我的状态。 一棵
树与一滴水的比喻，是有自知之明的比喻，是书林浩瀚书
海浩渺中的全情投入。 这还是一声吆喝，吆喝那些志同道
合的爱书人，来到书的森林和书的海洋里，过上与书为伴
的日子。 书尤人，人尤书，读书如交友，交友如读书。彭国梁
在与谢宗玉对谈时说：“我现在择友的标准是，在我和他或
她的交往中高不高兴，愉不愉快？ ”

在近楼里， 彭国梁迎接过来自天南地北的爱书人，他
们在这个占地百多平方米的四层小楼里， 谈书的过去，论
书的现在，望书的未来。 我亦不能免地遐想着，何时我也能
让大胡子书虫引导着，在近楼书海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闲
游一回呢？ 书中有篇文章名为《我是一条又勤又懒的书
虫》，文章的结尾是这么写的：“我想善待自己，我想在自己
感觉良好的天地里生活着，我以书虫的名义，淘书、看书、
编书、写书，品尝着书的美味，沐浴着书的芳香，我在书中
自得其乐。 ”多年以来，彭国梁做过教师、文学专干、编辑、
记者、杂志主编，职业换过多种，唯一不变且贯穿其中的是
爱书的情怀。

《近楼书话》之有趣，不仅仅是书中的提到的一本本
书，一个个人，还有穿插点缀在书中的一幅幅彭国梁自绘
的钢笔画，有挑着两担书的举步维艰，有无书可读时的昏
昏然，有拥书自读时的欣欣然。 这些钢笔画或
神秘，或诙谐，或怪异，风格不一，展现的都是
自得其乐的读书情状。 彭大胡子“书虫”
的雅号，想必也因这些憨态可掬、易趣横
生的画作而传播得更加辽远了吧。

（《近楼书话》 彭国梁 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出版）

何昕

关于读书，西汉东方朔曾吹嘘“三冬，文
史足用”，唐代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
神”。 然而在各种书籍层出不穷的当下，即使
穷尽一生，想读完世间的书，读完对自己有用
的书，无异于天方夜谭。 所以，金克木的《书读
完了》，书名看起来有些狂傲。 不过，读完之后
便会折服于它的合理所在。 所谓书读完了，其
真正含义，不是把具体的书读完，而是明白各
类书的基础内容，书与书之间的逻辑关系、思
想关系， 对各种书籍有提纲挈领的了解。 所
以，从宏观意义上来说，书是可以读完的。

现在的书籍浩如烟海，泥沙俱下，如果没
有良好的鉴别吸收能力，很容易在其中迷失，
兀兀穷年却收获甚微。 所以，如何在有限的时
间内，读到更多好书，学习到更多知识，是每
个人都需要掌握的“术”。 想开卷有益，首先要
开卷有术。

《书读完了》最重要的价值正在于此。 不
同于普通的读书心得， 这本书不是感性的读
书认识，更侧重于读书的方法，就是我们需要
知道的“术”。 金克木学贯中西、纵横捭阖，读
书、读人、读物相通，研究了读什么，怎么读，
如何高效吸收利用。 跟随他的思路，便会逐渐
领悟到进入书海的有效途径。

金先生着重介绍了几类文史方面的必读
书：中国古文化典籍如《春秋》《论语》《四书》
《大学》，印度佛教文献如《心经》及鸠摩罗什

的汉译佛典， 欧洲经典哲学， 分析其中的头
绪、结构、系统，告诉大家打开这些经典的密
码。 使人恍悟，书原来可以这样读，读书的境
界不是停留在照原来的“懂”，而是上升为我
“懂”了。

尽管金克木涉猎的大都是人文类书籍，
但他运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思维方法， 类似于
“逻辑、平面、立体”这样的词汇不时出现，这
在同类文章中是少见的。 关于读书的选择、内
容的选择，他认为：有些不依附其他而为其他
所依附的书，应当是少不了的必读书，或者说
必备的知识基础……要不求甚解， 又要探骊
得珠。 一本书里可以有无数内容，有各种层次
的思想，那就只能取我所需，见我所见，择其
一端，不及其余。 他这样点评几本古代典籍的
区别：《老子》是给特殊人讲的哲学，《庄子》是
给读书人讲的哲学，《列子》 是给平常人讲的
哲学。 所有观点都是如此简明扼要和一针见
血，而且严密的逻辑贯穿首尾，这种充实具体
不空洞的方法，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

在我看来， 金先生的读书方法是一种非
常有效的理论指导， 不止对阅读人文书籍有
效，对其他书籍也同样适用，甚至对于读书之
外的任何学习都大有裨益。 他给我们的是方
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授之以鱼不如授之
以渔”，这对于个人的提升成长来说，是最重
要的。

（《书读完了》 金克木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书话闲情

罡昳

少时拥读黄裳先生的第一本书是 《珠还记
幸》， 内有周作人、 朱自清、 沈从文、 钱钟书等数

十位文化名家的墨遗。 黄裳先生以贤达墨笺
之来龙去脉为缘起， 或散记交游因缘， 或述
评生平概端， 或品藻书艺风格， 不啻为一帧

帧炉火纯青的人物白描， 让人睹墨如
见其人， 真是怡情悦性， 如沐春风。
大抵是廿年前的阅事了， 但那种文字

带与心间的冲击感却还恍
如昨日。

黄裳头衔甚众， 既是
版本学家、 藏书家， 又是

编辑、 记者， 还是
翻译家。 不过于他

诸多身份中，
我以为成就最
大的当属散文

创作， 是成就卓著的一流作家。 自他1946年出版
处女作 《锦帆集》 始， 迄今怕是出百一二十本了，
形成了文字凝练精工， 意韵萧散淡永的个人风格。
无论旅踪游记、 文史随笔， 还是杂文札记、 读书
笔记， 甚或戏曲漫话、 书籍考证， 其独到的思想
感悟， 高雅醇和的审美情趣， 古朴飘逸的文化气
息， 为流连中国传统文化的读者构筑了一道熔铸
古今、 自成一体的文字风景。

黄裳的散文有文史不分家的显著风格， 我尤
为叹服的是谈史论经却无学究腔， 传统文化底蕴
深厚又兼具作家才情， 读来引人入胜。 黄裳笔底
下的山川风物无不历历如绘， 却不是坊间常见的
“抒情范式”， 没有丁点儿“文艺腔调”， 读来感觉
满纸烟云， 意味绵长， 可谓朴实无华， 真情毕现，
端的是一支粲然妙笔。

尤其喜欢他那况味隽永、 笔致练达的书话，
每每于尺幅之间、 方寸之地， 洞悉他于学问、 于
社会、 于人生的超人见识。 他以藏书名世， 读书
也多， 难得的是他“惜书如花”， 纵横古今书人书
事， 皆为文与史、 旧学与新知嫁接杂糅而成的瑰
丽、 邃密、 深沉的文字结晶， 不“掉书袋子”， 没
有故纸堆中的陈腐气息， 抑掩不住的书卷气扑面
而来。 读之如清风朗月， 或翠山甘泉。

较之其铺陈温婉的书话， 更见襟怀的， 自然
是他的文史随笔， 当年鲁迅的风骨亦灼然其中。

黄裳大半生情牵明清异代人物， 柳如是、 陈圆圆、
吴梅村等， 写来无不神采飞动。 听说黄裳温文尔
雅， 颇有些名士风范， 可别忘了他也是一介报人，
不独读书声， 窗外风声、 雨声亦是声声入耳的，
故他也针砭时弊， 义愤填膺， 只是技巧上讲究些，
借古讽今， 绵里藏针。

曾见黄裳与柯灵、 张中行的“笔仗” 文字，
其间是非曲直， 后辈如我者自是弄不清楚， 然其
“来而不往非礼也” 的做人态度， 条分缕析的应战
机巧令人佩服之至。 后不意又燃“战火”， 葛剑雄
撰 《忆旧之难》 文于 《随笔》， 黄裳旋即施以“回
马枪”， 以 《忆旧不难》 回应于次期。 及至遽尔
离世前， 黄裳还在媒体专栏和韩石山打笔仗， 元
气酣畅淋漓， 想他老先生彼时已是93岁高龄， 文
思竟还如此敏捷， 实为“黄迷” 的福音。

据闻钱钟书赞叹黄裳文笔尤佳： “每于刊物
中睹大作， 病眼为明。” 叶兆言亦曾赞誉： “庾信
文章老更成， 他一大把年纪， 依然笔健， 气势如
云， 太让人羡慕。” 诚哉斯言， 黄裳文章为什么
好， 窃以为主要在于功力、 学识、 趣味、
文笔， 毕其一生确乎是用大专家的底子，
写文学家的美文。

哲人其萎， 黄裳去世五载
矣， 但其皇皇巨著将长存天壤之
间， 让人涵泳回味不已。

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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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所得 开卷有术

书是可以读完的吗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