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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永学

一
大文章，必有惊人之笔。
我读《三国》，每每为之绝倒，为何？ 大

手笔是也。
开篇有词一阕：“滚滚长江东逝水，浪

花淘尽英雄……”神来之笔，文气超迈，立
论如金，把人们说不清、道不明、想不透的
事儿一语道破：大浪淘沙，亦淘尽英雄，九
九归一，发人深省。

这等词章乃黄钟大吕，在历史的长廊
中响彻行云，令人醍醐灌顶。 悟透了，便有
大坦然、大自在。 即如那个白发渔翁，在一
片巨大的寂静中，临渚举杯，浊酒寄兴，把
古今衰败繁华，尽付秋月春风。

此等风流，怎一个了得说尽。

二
刘备这个人，无论怎么看，都会看出

点儿意思。
明明是卖鞋编席的出身，偏偏自诩有

皇家血统。 如此一来，跑到道上混，只好装
大头蒜。

他自称刘皇叔，别人哪会买账？ 两军
阵前，骂阵的开口便是“织席编屦小儿”，
这让皇叔大不自在。

其实， 更不自在的是内心的不踏实。
孔融为贼兵所困， 派太史慈请刘备相助。
刘备闻言，止不住心头热浪翻滚，连忙让

嘴脸庄重起来：“难道孔夫子的玄孙也知
道世上有我刘备这个人吗？ ”

一句话，便让这厮露出皮袍下面那个
小的出来。

真是个妙人。

三
西汉末期，是个残败的年代。 同时，也

是英雄辈出、文章绚烂、诡计频频的年代。
就拿诡计来说，中招的人还真不少。
李傕郭汜是董卓的哼哈二将，劫持汉

献帝后祸害朝廷。 为除二贼，太尉杨彪使
出反间计，叫二人疑神疑鬼，坐卧不宁。

一日散朝， 李傕请郭汜饱撮一顿，也
巧，郭汜回家后突然肚子疼起来，老婆见
状缜密分析；“必是中其毒也！ ”那还等什
么？ 果断决策，急令用粪汁灌之，这稀屎喝
得何其痛快。

《三国》的妙处就是这样，刀光剑影中
时不时就有喜剧出台。

四
张飞是个杀猪的， 杀得不耐烦了，和

刘备、关羽合起伙来换了行当，杀人。
猪怎么杀张飞不外行，反正是白刀子

进红刀子出。 杀人就没有这样简单，张飞
那颗学会了杀猪的脑袋，在杀人的时候不
一定都能转过弯儿来。

就说曹操设定了“二虎竞食”之计，让
刘备吕布自相残杀。 刘备接了曹操密书，

和一众人商议，张飞说，对吕布这种无义
之人，当然要杀个痛快。 刘备那颗惯于织
席的脑袋还是多了些弯弯绕， 知道砍
下这刀没那么简单。 一把手不同意，张
飞就动不得刀，只好憨憨地感叹：“好人难
做。 ”

就凭这句话，我对张飞的喜欢又增添
了许多。

五
袁绍跟曹操打仗，当然打不过。 原因

不说了，大伙儿都知道。
袁绍兵败的下场很惨，自己身败名裂

不说，还留下了一笔笔孽债，其妻子刘夫
人把袁绍的五个宠妾髡发刺面毁尸，书读
至此，每每令我寒意顿生。

还是曹操的大公子曹丕有情怀，闯到
袁绍家中看见两个蓬头垢面的妇人啼哭，
知道是袁绍的夫人和媳妇，那个年老的且
不去管她，撩起袖子就去擦拭那个年轻女
人的脸，一看不打紧：玉肌花容，姿色倾
国。

收回袖子就拔剑在手， 在堂中坐定，
守住这块肥羊肉，免得落到狗嘴里。

曹操入城后察明原委，立马叫出袁绍
的儿媳甄氏， 从头到脚打量一番， 慨言：

“真吾儿妇也！ ”
在狼烟未息的战场上，曹操的这句话

充满了诗歌的元素。
他本来就是个诗人。

我读经典

三国拾碎

曾宪

年纪轻轻，刚做几年新闻，就出
起专著来，真有点令人不敢置信。 然
而，案头上这叠书稿，每篇的分量却
都是沉甸甸的，有血有肉，且全部在
《湖南日报》上发表过。

事实，不禁让人感叹：后生可畏！
作者靖方从小就混迹在新闻人

堆里。 他父亲就是做新闻的，从地方
通讯员一直做到湖南日报专业记者。 靖方身边的叔叔阿姨都是
耳熟能详、名声在外的新闻人。 耳濡目染，使他深深爱上了这份
“爬格子”的事业，当一名新闻工作者成了他人生的梦想。考大学
时，他毫不犹豫填报了新闻专业，2010年大学毕业，恰逢湖南日
报社公开招聘编辑记者，在400多位应试者中，靖方初生牛犊不
怕虎，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如愿以偿进入湖南日报社经济新闻部，
成为名副其实的记者。

心中有梦，做起事来就会充满激情，朝着梦想目标去追求，
脚踏实地，勇往直前。 书稿中的这些作品，正是作者追梦路上的
足迹。

靖方所处的时代， 正是全国上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的时代。伟大时代需要伟大精神凝聚人心。靖
方作品中的人物，以劳模、工匠为主体，如“中国智造”追梦人曾
艳梅，电网“铁人”周智勇，跨出国门闯天下的李雪江……这些看
似平凡的人物，心系国家，胸有情怀，爱岗敬业，精益求精，在生
产车间、在医院病房、在建筑工地、在乡村田野，在许许多多的平
凡岗位上，干出了不平凡的事业，创造出了骄人的业绩。 他们的
身上无不体现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
核心的时代精神。 靖方倾情运笔，用心讴歌，以此感染人、鼓舞
人，凝心聚力为实现伟大梦想而不懈奋斗。在这一件件彰显精神
力量的作品中， 靖方个人的新闻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紧紧地融为了一体。

有梦难能可贵，圆梦得靠笃行。 新闻作品体裁众多，论其写
作，通讯颇难，其中短通讯更难，而靖方偏向难处着力，呈现给读
者的100多篇作品均为短通讯。 采写短通讯作品，必须到基层、
到一线、到现场，面对面甚至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把握细节、
去捕捉“闪光点”、去寻访心路历程，这意味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在这个“信息爆炸”“新闻快餐化”的时代，没有理想情怀，
没有宁静的心态，没有踏实的作风，是不可能做到的。 靖方思敏
言讷、憨厚实诚，看准了的事，就脚踏实地，坚毅前行。 书稿的字
里行间，你仿佛看到：数九寒天，他踏着冰雪出行；盛夏酷暑，他
挥汗如雨采访；荒山野岭，他与电力工人一道忙碌；崎岖邮路，他
和投递员携手飞奔。 艰苦深入的采访，精雕细刻的写作，使这部
书稿中的作品，虽谈不上字字珠玑，篇篇锦绣，却无不沾着泥土、
带着露珠、飘着油香、冒着热气，亲和力、感染力力透纸背，跃然
纸上。

梦旅回眸，呈现的是作者7年的追梦足迹。 7年，无论是人生
里程，还是新闻生涯，都只是短短的一段，刚过而立之年的靖方
要走的路还很长。捧读这部书稿，我既为作者纯朴的情怀感到欣
慰，又深信作者会在漫长的新闻生涯中，牢记职责使命，发力前
行，奋发有为，写出更多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新闻作品，在
追梦路上留下更坚实更闪光的足迹。

（《梦旅回眸》 邹靖方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一串追梦的足迹

走马观书

《这样爱你刚刚好》
朱永新、 孙云晓、 刘秀云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爱如养分， 施之有道， 让
孩子赢在 “刚刚好”。 这是一
套专为新生代父母量身定做的
家教读本。 根据孩子的年龄段
划分， 帮助父母了解孩子从孕
期到大学各个年龄段的成长变
化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以理论
和案例交互呈现 ， 兼具可读
性、 趣味性、 实用性。

《珍爱生命：
湘雅医院知名急诊专家手记》
罗学宏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不要等到救命时才明白 ，
最好的 “救命医生” 是自己。
200个救命故事 ， 来自于湘雅
医院知名急诊专家罗学宏教
授。 他率先在湖南省成立了第
一个独立的急诊医学学科， 虽
年过八旬， 也始终没有离开救
死扶伤的第一线。 本书通过轻
松易懂的语言， 将他50多年在
医疗战线上总结出来的疾病防
治经验呈现在读者面前。

一个灵魂的自治者
朱必松

奥地利诗人特拉克尔在一首题为《灵魂之春》的诗作中如是
说：“灵魂，大地上的异乡者”。

在李少君所有的诗作中，我最喜欢他在《自白》一诗中的言
说：“我自愿成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山与
水的殖民地/花与芬芳的殖民地/甚至， 在月光的殖民地/在笛声
和风的殖民地/但是，我会日复一日自我修炼/最终做一个内心的
国王/一个灵魂的自治者。 ”

我始终认为这首诗在李少君全部诗作中的位置是极其重要
的。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里说：“每个伟大的诗人都只
出于一首独一之诗来作诗。 ”从这首独一之诗的位置那里涌出一
股泉流，推动着诗意的道说。 我个人认为，李少君正是在这种独
一之诗中，流淌出《我是有背景的人》《傍晚》《荒漠上的奇迹》《神
降临的小站》《敬亭山记》《珞珈山的鸟鸣》《寂静》等泉流，这些诗
作可以让心灵感受到一种满足感，并带来一种超越性，实证了诗
歌既是一种情学，也是一种心学的文本价值。

读李少君诗最佳的地理位置是海南岛，他离开海岛后，再返
回去那个岛屿的人似乎缺少了一种味道。 李少君离开海南有什
么深刻的奥义，只有一个答案，他的精神上需要更加闳阔的地理
空间。

李少君在海南工作、生活了近30年，我们曾经有一个共同的
名字叫“闯海人”。 无数的作家、诗人在这个海岛上进进出出。 每
年冬天，有成千上万的艺术家、文化人又像候鸟一样迁徙到这个
海岛之上。 他们每来一次海岛，总是以见过韩少功、李少君为荣。
就是见见面、说几句话、侃侃大山，心情就感觉特别舒坦。 李少君
不在的海南岛，我的灵魂只能一个人跳舞，就如世界被隔在了后
面。 人类都有一个共同性的经验，下棋喝酒都找高手，在这个没
有冬天的海岛， 李少君精神性的地位是历史性形成的， 无人能
撼。

我特别欣赏他的短诗《朝圣》：“一条小路通向海边寺庙/一
群鸟儿最后皈依于白云深处”。 这首诗有几分禅意。 但李少君之
禅是入世之禅而不是出世之禅。 所以，他继续在《欧洲的冬天》诗
歌里咏唱：“天气太寒冷，还是咖啡馆里暖和一些/于是，我又犹
豫着折回了咖啡馆”。

李少君是有语言野心的， 他的梦想是做一个出色的国际诗
人。 所以，他掌控着一种穿越的语言本质，在东西方的文化语境
中流连和穿越。“在都市生活也永远处于恍惚和迷茫之中/唯拥
有虚幻的想象力和时隐时现的诗意（《我是有背景的人》）”“父亲
的应答声，使夜色明亮了一下（《傍晩》）”“再背后/是低空静静闪
烁的星星和蓝绒绒的温柔的夜幕/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广大的北
方（《神降临的小站》）”。

我始终认为，李少君诗歌语言的美学意象是从他的《自白》
一诗生发开来的，正是这首独一之诗，使他最终成为了“漫游者”

“思想者”，使他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境
的对祖国和时代的深情抒怀，最终成为了一个灵魂自治者。

（《我是有背景的人》 李少君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

烟火、流水和星辰
杨晓澜

万宁是近年引人瞩目的“文学湘军”代表作家，为人十分低调，作
品厚重轻灵，她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纸牌》《麻将》两部小说集，
题材内容熟稔，语言冷峻灵动，叙事精致丰富，描摹细腻深刻，充满人
文情怀和对悠远生命的追寻。

其一，烟火。 作品来源于生活，作品中的人物也基本脱离不了俗
世，万宁小说最大的特质是充满烟火味、人间情。 每一篇小说着眼的
都是寻常人寻常事，听邻居的脚步声，听亲朋的心跳声，听时代的跌
宕声，想他们所想，喜他们所喜，叹他们所叹，让时代、社会、人间、自
然等生动地走进文字，枝繁叶茂。《流年》《找》《纸牌》关注身边都市女
性的爱情、 工作、 婚姻和日常家庭生活，《干瞪眼》《你面前横着一条
河》 关注作者自身职业圈子媒体人的喜怒哀乐，《英雄远去》《南情北
爱》关注大时代、大动荡中父辈及几代人的爱情观念、生活方式、价值
取向，《与天堂语》《波士顿的邂逅》关注老年人的晚年生活际遇、情感
需要和精神窘况，《麻将》关注都市女性爱慕虚荣与寻求寄托的物质、
精神两重矛盾和城乡、 贫富差距的两重困境……这些题材和文字基
本来自万宁自身生活和熟悉的地域，她零距离、原生态地书写着“烟
火味”的世情百态，正如万宁自己所说：“我的文字漫散着人间烟火气
息，非虚构地记录世俗人生，温婉地体谅各种状态各种群体，带着真
诚，坦言自己的观点和来自内心的种种感受。 ”

其二，流水。 流水有着灵动清澈、宁静澄明的特点，万宁的小说亦
是。 万宁的小说语言近乎沈从文，朴质灵动，诗情画意，婉约，唯美，干
净。 万宁善于营造恬淡、静谧的意境，《流年》中宁静的酒吧，远离俗世
的山水田园；《麻将》中的黑瓦白墙，鸡鸣狗吠，石上清泉；《开到荼蘼》
中大片的青青茶场，与世隔绝的山林地带，无一不展现着她散文化行
云流水般的语言和有层次的白描写意般的画面。 万宁的小说叙述亦
如流水，深邃，曲折，蜿蜒，幽深，开阔。

和许多靠精彩故事推动发展的小说不同， 万宁笔下的文字基本
靠人物流水般的情感和命运来推动。《流年》讲三个女人的似水流年，
全篇以三位女性的情感变化为纽带，深描欲望冲击下的苦闷恋情，演
绎灯红酒绿中命运变幻的无情；《与天堂语》 讲述九姨和林民时断时
续的感情，在九姨的眼里，这种感情是清凉的，像坐在水中，一点一点
漫过……这些人物的情感命运仿佛流水，不知何处是归宿，却又有着
与现实抗争、努力生存的顽强生命力。

万宁的小说大都抛却故事核心，注重解剖人物内心，描摹情绪细
节，讲述命运因果，探求人性幽微，观照社会清浊，已经进入到不单纯
依靠讲故事取胜， 寻求描写生命自然状态、 倾听内心灵魂心声的阶
段。 静水流深，这种开阔、丰沛，如流水般的独特叙事方式和写作心
态，给人无穷的想象、丰厚的蕴意和更多的期待。

其三，星辰。美好、温暖如星。万宁热爱生活，相信美好，她小说中
的人物无论工作多么艰辛、感情多么繁复、家庭多么破碎、命运多么
坎坷，都始终未曾丧失活着的勇气。 尽管万宁笔下的男性形象多有出
轨、自私、狡诈，但她在揭示这种情感、伦理危机的同时，总企图构建
一种温暖、自由、善良、纯粹、亮色、希望的世界。

小说家是具有人文主义精神、揭示社会问题的舞者，如何不一味
起舞于悲观主义，起舞于疼痛叙事，叙述中国现代人的精神生长和人
文理想，可能是当下创作尤需注意的。 万宁的小说较好地往这种审美
价值发展，逐渐走向精神内核的纵深，重构了小说人物对“道德和星
空”的情怀理想的追求。 她小说中的人物似乎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乌
托邦，《开到荼蘼》中的监狱茶场，《找》中的古桑洲，《村上椿树》中的

“老家”等等，都是万宁在浮躁、糜烂、虚无之后精心设置的理想地，如
同《英雄远去》中所写的，我们一直渴望到达幸福的彼岸，一直渴望找
到属于自己的英雄。

回到生活和人性，回到民间和常识，回到道德理想和人文关怀，
在当前小说同质化严重， 众人纷纷沉迷于故事陷阱， 寻找他者的时
候，万宁选择回归内心，回到真善美，十分可贵。 一头牵在大地，一头
飞向天空。评论家谢有顺说，好的小说从俗世中来，到灵魂中去。万宁
无疑做到了这一点。

潇湘诗情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