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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晖

读李修文的随笔集《山河袈
裟》， 常常会让我想起贾樟柯的
电影《山河故人》。如果不是贾导
演已经使用了这个名字，《山河
故人》似乎更适合作为这本书的
书名。李修文在自序中说：“收录
在此书里的文字，大都手写于十
年来奔忙的途中， 山林与小镇，
寺院与片场， 小旅馆与长途火
车，以上种种，是为我的山河。 ”
而他想要在余生里继续膜拜的
两座神祗，则是人民与美。

作为一个以写小说为主的
作家，李修文的这本随笔集充满
了诗意之美，是那种浓烈的磅礴
的诗意。我这些年看女作家的散
文随笔比较多，乍一读到这些电
光石火般的文字，竟然有些少许
的不太适应，在“是不是用力过
猛”的疑惑中，一篇一篇读到了
最后，然后被全书最后一句话给
击中：一似老僧禅定，一似山河
入梦，一似世间所有的美德上都
栽满了桃花。

《山河袈裟》的最后一篇《义
结金兰记》，写的不是故人，是一
只猴子，一只充满了神性与人性
的猴子。“不知从哪一天开始，一
群无主的猴子，竟然啸聚到了一
起，将此地的山河当成了昔日的
水泊梁山”，而这群猴子当中，就
有一只宋公明。与宋公明义结金
兰的是一个傻子，“话说黄河边
的村子里，住着一个傻子，说是

傻子，却也算不上太傻，娶过亲，
还有一个女儿，妻子虽说已经跑
了好几年，但他一个人带着女儿
长大，却也没有少过女儿一口吃
喝。”那只被唤作宋江的猴子，受
伤落水奄奄一息的时候被傻子
救回了家，它在傻子家里治了整
整两个月的伤。

这个故事总是令我想起《大
话西游》， 至尊宝在城墙上的回
首和宋公明在站台上的挥手，都
那么一往情深。宋公明和傻子的
女儿之间并没有爱情，它和傻子
之间是义结金兰的兄弟情。为了
报答傻子的救命之恩，猴子送来
了足以让傻子和他的女儿暂时
吃饱喝足的东西，“这时候，宋公
明才缓缓回过头去，一言不发地
看着傻子， 如果它能开口说话，
那么，它大概会说：送给你的东
西，绝非打家劫舍所得，身为一
群能够卖艺的猴子，这编织袋里

的每一样东西，全都清清白白。”
这个故事真是李修文版本

的《悟空传》。“可能是碍于男女
有别，也可能是猴子自有猴子的
规矩，自打傻子死后，猴子再未
进过傻子的家门，哪怕是不放心
那小女儿一个人过活，给她送吃
送喝越来越频繁，也绝不进家门
一步， 从来都是放下东西就走，
如果想多待一阵子，那也要么是
坐在树梢上，要么坐在屋顶上。”

宋公明虽然没有像悟空一
样是佛门子弟，但分明是一个披
着袈裟的武僧。 在傻子在世时，
他们组成了一个绝无仅有的耍
猴团队，这支队伍不仅能表演人
耍猴，还能表演猴耍人。 人猴之
间，浑然一体，情深意切。

李修文曾狠绝地说过：“《山
河袈裟》是我的口供、笔录和悔
过书。 ” 在这本书中，他记录下
了一群被时代裹挟了命运的
人：潦倒落魄的下岗工人 、没
钱回乡的农民工、艰难抚养孩
子的陪酒女、医院等待死亡来临
的病人……在《长安陌上无穷
树》中，他写道：你并不是什么东
西都没有剩下。你至少而且必须
留下过反抗的痕迹。在这世上走
过一遭，反抗，唯有反抗二字，才
能匹配最后时刻的尊严。

李修文用文字证明了：人生
绝不应该在此时此地举手投降，
而世间所有的美德上都栽满了
桃花。这本书让我们领略了反抗
之烈，桃花之美。

霍金的一切
都是迷人的
大卫·舒克曼

有关史蒂芬·霍金的一切都是迷
人的：他在绝境中的病体下深藏的天
才；他那只有一块肌肉活动的脸上露

出的意味深长的微笑；还有他那机器人的声音，这种特别的
声音邀请大家分享他的发现的快乐， 与他的思想一同去漫
游宇宙最奇异的角落。

这位非凡的人物克服千难万险， 超越了寻常的科学边
界。 他的著作《时间简史》影响惊人，售出了超过1000万册。
从他本人出演流行喜剧中的角色， 到白宫对他的邀请以及
广受欢迎的霍金传记片，都肯定了他的名望。霍金已经名副
其实地成为了世界上最著名的科学家。

20世纪60年代，当他被诊断患了运动神经元病时，医生
断言他只有两年的寿命了。 但半个多世纪后， 他仍然在研
究、写作、旅行，并且还经常在新闻媒体上露面。 他的女儿露
西用“极度倔强”来解释他这种异常的活力。

不管是由于个人遭受的痛苦，还是由于他的热情，霍金都
令人浮想联翩。 他最近告诫人们，人类正面临着一系列自己制
造的灾难———从全球温化到人工改造的病毒———一篇报道他
的这些观点的文章获得了那天BBC网站上最多的点击量。

极其讽刺的是， 如此杰出的一位交流者却不能正常地
与人对话。 进行采访前，人们必须预先提供访谈问题。 若干
年前， 为霍金工作的职员提醒我在采访过程中不要与他闲
谈，因为他即便是回答最简短的问题，都要花很长时间去遣
词造句。 然而，当终于和他会面时，我激动得忍不住脱口而
出：“你好吗？ ”———于是只能内疚地等待他回答。 他很好。

在他位于剑桥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写满了方程的黑板。
宇宙学当中需要使用很多非常罕见的数学语言。 不过，霍金
对科学研究的特殊贡献恰恰就是驾驭一些显然是属于不同
专业领域的方法：其中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是最早将原本设
计用来探索原子内微小粒子的科学手段应用于研究广袤太
空的人。

在这个极端复杂的研究领域， 霍金的同事们也许会担
心，大众永远无法理解他们的研究。 不过，霍金的一个明显
特征恰是力争赢得更广泛的受众。 在2016年的BBC里斯讲
座中， 他游刃有余地将毕生对黑洞的洞见凝缩在两次15分
钟的讲演中。对于那些好奇却同时感到困惑，或者着迷于这
思想却害怕科学的读者，我在关键点上都附加了注解，希望
能有助于理解。

（作者系BBC电视台著名新闻科学编辑。 《黑洞不是黑
的》[英]史蒂芬·霍金 著 吴忠超 译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出版）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王帆 凌胜利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新理念为主线 ，
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人类
命 运 共 同 体 的 思 想 渊
源、丰富内涵、构建路径
及中国为世界共同发展
提供的新理念、新举措。

《在故宫寻找苏东坡》
祝勇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

作者选取故宫收藏
的宋元明三个朝代的艺
术藏品，由书画及人，联
系苏东坡的精神世界和
艺术史， 由苏东坡的个
体反观他所处的时代 ，
书写了整个宋代的精神
文化风貌。

《袁隆平的世界》
陈启文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全书以全球视野的
高度、文学的笔法、科学
的精神进行创作，全面、
真实、 深刻地展现袁隆
平为科学奋斗的一生。

《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
高铁见闻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记录了中国
高铁从无到有 ， 再到
自主创新、高速发展 ，
最后成为高铁强国的
全过程 ， 全景式地展
现了中国高铁崛起之
路，以故事记录历史 ，
从细节探究真相。

《风口浪尖》
杨少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以抗击台风 “海
王”、“丝丽”为切入点，
以虚构的沿海城市北
岭的发展为背景，作者
细腻讲述了以张子清、
唐亚森、陈竞明等主人
公在基层工作奋斗的
斑斓故事。

《贪玩的人类———写给孩子的科学史》
老多 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此书以俏皮睿智的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
和批判反思的视角讲述了科学从无到有进而
彻底改变人类生存状态的过程，以情景再现的
形式还原了几千年来科学大师们探求真理过
程中的奇闻趣事。

诗哲

善意能消戾，善意能得
缘，善意能带业往生，善意
能回头是岸。 善意能够帮人
捕捉并建立起独特的幸福
感。

“我不”是一种善意坦
然， 也是一种善意的随缘，
更是一句善意的自省。

《我不》———百万级畅
销书作家大冰2017年出版
的图书，书中的每一个故事
都可以叫《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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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流浪歌手；心系
31年前阵亡战友、不愿偷生于世、为古城安危置生死于度外
的不死老兵……书中的每一个有情众生，都在对命运说：我
不！

玩命拼命不认命，我命由我不由天。
不服，不要，不怕，不羁、不二、不懈，不屈不挠，不破不

立，不卑不亢……
他们因不，而不同，乃至不凡。
《我不》中的他们，真实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他们的故事

也是他们的真实生活。 他们在无常里学会坦然，坦然中历劫
着不幸，于是故事变得动人———凡人解封了神性。 但，所有
当下动人的故事，全都不是第一次发生。 大冰笔下的故事，
也许正是你心中的往事，故事中的他们，也许就是你。

所以， 也许这本书于你而言是一次寻找自我的孤独旅
程，亦是一场发现同类的奇妙过程。

愿你我永远善意地面对这个世界， 乃至善意地直面自
己。

愿你知行合一，愿你能心安。
愿这一声“我不”，能助你涉川。

（《我不》 大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李淼

中国人喜欢说人生识字忧
患始， 当然， 这里的忧患可以
用“糊涂” 或者“好奇” 替换。
我们每个人在人生的某个时刻
都可能对某样东西产生突然而
来的好奇心。 我的好奇心应该
是由文学开始， 更具体地说是
由小说开始。

我羡慕现在的孩子， 他们
在小学时代就开始关注我们生
存其中的这个世界的来龙去脉
了。 而我的小学时代， 除了金
鱼就是鸽子。 到了初中时代，
我开始了文学探险， 也无非是
唐诗宋词， 加上一点当时比较
稀缺的小说。 恢复高考的时
候， 我在读高一， 数学和物理
的基础等于零， 就跟现在的孩
子初入小学， 数学和物理基础
等于零一样。 突然来了高考，
我翻出妈妈学生时代的旧箱子
里的教科书， 解释物体运动的
牛顿定律和解释飞机飞行的伯
努利定律就像阳光一样， 照亮
了之前对我来说完全未知的世
界。

如果不好奇， 不去追问， 对
一个完全懵懂无知的人来说，
世界的面目或者说万事万物本
来就是那样， 何必去追问和理

解？ 而一旦心智的大门被打开，
这个人就会一发不可收。 我就
是这样， 上了北京大学的天体
物理专业还不够， 还要去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读研究生， 进而
出国。

在发表了数十篇物理学论
文之后我回国了， 开始做科普，
才慢慢发现， 将自己研究的东
西讲给别人听是一件多么愉快
的事。 三年前来到中山大学组
建新的学院， 我开始向科学管
理转型， 同时给大学生讲一门
课 ， 叫作 《人与宇宙的物理
学》。 这门课是用讲故事的方式
将日常的、 眼前发生的和在遥

远地方发生的不可思议的事情
讲给大学生。 这门课在中大很
有名， 以至于一直讲了三年，
学生还继续要我讲。

与博雅小学堂的合作是一
件让人惊喜的事， 在 《给孩子
讲量子力学》 四讲中， 我才发
现用故事的方式讲物理学， 不
仅可以讲给大学生听， 也可以
讲给9到12� 岁的小学生听。 一
个微信群可能有点太小了， 因
为所有人， 从孩子到家长在四
节课结束的时候都意犹未尽。
我想， 像物体为何不会塌缩，
花为什么是红的， 计算机是怎
么工作的， 所有这些貌似必须
用量子力学解释的高深问题，
既然可以讲成孩子能理解的故
事， 就不该局限于只让500个孩
子知道， 应该让更多的孩子和
家长知道。 于是， 就有了出书
的想法。

现在， 我被大家称为科学
界的网红， 网红本身不是目的，
成为网红实现知识共享才是目
的。 现在， 正是知识共享的好
时代， 将知识变成任何人都可
以听得懂的故事和看得懂的书，
正是我当下追求的， 我希望这
本书做到了。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李淼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带本好书回家过年。 近日，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发
布了2017年度湘版好书名单，《山河袈裟》 等十本湘版好书上
榜。 “悦读”约请相关好书的作者、读者、编者，聊聊写书、读书、
编书的所思所得。

世间所有的美德上
都栽满了桃花

编辑手记

善意的随缘与自省

好书导读

芮虎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德国著名作家
君特·格拉斯的遗作 《万物归一》 中文
版上市了。 这是国内首度出版他的中文
精装诗画集， 收录96篇诗文和格拉斯亲
笔绘制的素描画。 这位20世纪最后一位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于2015年4月13日
离世。

作为文学家和艺术家， 格拉斯在他
这部绝唱中再次展现出大师风范。 图书

封面与封底是格拉斯的一幅素描画， 七
片硕大的羽毛散落在封面与封底， 颜色
只有黑与灰， 羽毛生动， 轻盈欲飞。 羽
毛是鸟的生命， 也是人之生命的象征。
格拉斯在 《万物归一》 这部书中， 有好
几处写到鸟儿， 羽毛的画更是穿插在整
部书里。 格拉斯对于鸟儿有一种溢于言
表的特别情感， 而鸟儿的生命是借助羽
毛可以不屑于与尘世俗人为伍的， 鸟儿
失去了羽毛， 也就失去了生命。 格拉斯
在自己的遗著里静观鸟儿飘落的羽毛。

如果说羽毛对于格拉斯来说， 是生
命之轻，那么，铁钉和石头就是生命的沉
重了。在《我的石头》里，格拉斯写道：“它
已经长上了藓苔。山峰巅上云层密布。但
是，我总是梦见石头，现在它已经变得更
小，成为我手里把玩的东西。”

生命曾经是那么沉重硕大的石头，
格拉斯从山下推到山顶， 周而复始， 何
其辛苦！ 然而， 到了暮年， 它已经变小
变轻了， 成为诗人手上的玩物。 生命的
意义在这个时候， 也就不再那么沉重

了。
在本书的压轴之诗 《万物归一》

里， 格拉斯用自己从小耳熟能详的母亲
的语言———波罗的海边但泽地区的卡舒
贝方言， 写出了自己弥留状态下的思
想。 他在即将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最
后与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听说的
语言亲近， 不仅仅是令他感到自己回归
故里， 也试图用这种语言得到救赎。

（ 《万 物 归 一 》 君 特·格 拉 斯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我写我书

去好奇，去追问

微
书
评 《万物归一》
大师的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