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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学是一种慢的艺术， 是精
致的或感悟式的艺术。 作为一种自省
性艺术， 慢的艺术为当代人提供另一
种现代审美体验的艺术： 它把我们从
喧闹的世界和快节奏的紧张中抽身出
来，回归到宁静的生命本身，探寻内心
的渴望和真实的需要。

湖南作家黄孝纪的《晴耕雨读，江
南旧物》就属于慢的艺术之一种，它是
继作者推出《八公分记忆》后又一部生
态文学的力作。文章均写于义乌，在烟
雨迷蒙的江南小镇，他用平缓、温情的
笔触从容书写着过往的日子与农家器
物相关联的故事，表现了柔软浪漫、返
璞归真的人文情怀。 全书收入75篇散
文，作者匠心独具地将其划分为草叶、
铁器、瓦器、石器、杂具五个篇章，像一
部乡村旧器物的百科全书， 诱导读者
将目光投向日益淡漠或被忽视甚至是
业已遗忘的农家器具， 通过讲述其与
生活杂糅的点滴故事， 唤醒读者的集
体记忆， 去探寻传统中国人的文化根
基。

作者精雕细琢， 童年的乡村生活
又给了他取之不尽的灵感源泉。 他不
依赖新奇与巧合， 哪怕是全新一代完
全生长在城市环境的读者， 只要骨子

里仍然流淌着农耕民族的文化血液，
就能够不约而同地与文本达成情感共
鸣。全书最让人感到神奇的是，文本虽
然只是单纯地记录曾经有过的乡村生
活，展示的器物也大多稀松平常，却能
散发出一种蓬勃的生命力， 字里行间
充盈着一种素朴的美感。

所谓“素朴”之美，重在“素朴”二
字。素者，清水芙蓉，毫无雕饰，是洁之
体、净之心。“朴”，指的是淳朴、质朴、
简朴等，是一种生活态度。素朴之美彰
显民风之淳、农具之朴、村民之美。例
如，在《挂锁》一文里，作者描绘了近似
现代“桃花源”的情景，三十多年前的
八公分村里有文化的人不多， 但是满
怀馨德的人比比皆是，村人长幼有序，
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宽容、 平和、互
助，每家屋门上的那一把挂锁，基本上
只是摆设，即使出远门把锁上了，钥匙
也会随意地挂在显眼的地方。我想，那
时候的人心如果有形， 大抵是圆润透
明的吧。 虽然书中描绘的场景是三十
多年前的事，但现在，村民们、特别是
老一辈人仍旧喜欢收藏过往的农具，
像收藏一段沉甸甸的回忆， 包含着多
少辛酸、泪水和欢乐啊。

在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今天， 生活
必需品早就不是稀缺资源， 我们不是
通过早起赶圩购得套鞋斗篷并辛苦将

其挑回家，更不是家庭成员间自己亲手把
草席编出来， 任何物品的获得都太过容
易，高效率的生产催促着我们频繁地将必
需品更新换代，商品时尚的风潮刺激着我
们对物质乐此不疲的追求，然而我们却恰
恰忘了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已经是如此
不堪重负。 黄孝纪的书写给人们以警醒：
大家还庆幸可以从这本极具南方地域特
色的乡土器物散文集里读到那些承载着
人们生活过往的“朴素之物”，在这些非机
器流水线生产的“普通之物”中，感受人最
原始的与自然亲近的渴望，那些与肌肤亲
密接触的草席、 点亮了黑夜的煤油灯、寄
予了对祖先最真挚的祝福的钱凿以及在
乡村盛宴中担重任的汤罐，都是我们曾经
有过的原态生活的真实凭证。轻轻地触摸
它们，一如触摸压抑已久的秘密，温馨而
美好。

（《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 黄孝纪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路来森

以写作散文见长的张宗子， 近几
年却出版了一本本的读书随笔， 文章
越写越好。《花屿小记》即是其中之一。

“花屿”二字出自杜甫的诗句“花
屿读书床”，意思很简单，是说在庭院
中或者大门外花木丛中稍高的地方，
摆把小椅子，坐着看书。这个引用，其
实也见得出张宗子的读书心境：安静，
闲适，专注。

张宗子之读书，可谓博矣，可谓杂
矣。可以说，古今中外，无不涉猎；各门
学科，均有关注。但博中有专，杂而不
乱，其侧重点，似乎仍在中国文学；中
国文学之侧重，又在古典文学一端。

古典诗词，更是宗子的偏爱所在。
陶渊明、杜甫、李白、苏轼、王安石、黄

山谷，还有公安三袁等明清诗人，皆在
其阅读之中。 他的阅读不满足于一诗
一词，不满足于选本、萃本，常常是通
读全集，从更为整体、全面的层面去了
解、 研究一位作家。 他写出的读书随
笔，格局开阔，角度新颖，读来让人大
感满足，大快心意。

张宗子阅读古典作品， 还另有一
“偏爱”。他说：“现在读古人集子，特别
喜欢那些杂散文字，如题跋、小札、日
记、谈话，等等。”

何也？ 只因这样的文字， 随情随
性，最能彰显一位作家的“真性情”，也
最能见出一位作家的“生命情态”。张
宗子基于此写出的读书随笔， 似乎也
最能彰显其文章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生动活泼，逸闻趣事风云纸上，极大地
增强了文章的可读性。

因为读书多，宗子就读出了许多“心
得”。 他说：“读书，不仅在博，还在深，但
无论博还是深，必有自己的独见。否则，博
只是走马观花，深只是琐碎唠叨，二者兼
备也不过可资谈助，得围观者一阵起哄罢
了。”“有自己的独见”，不仅是宗子的读
书心得， 也是他写作读书随笔的核心所
在，文章的亮点所在。

宗子的读书随笔，善于“贯通”———贯
通古今，贯通中外。写作的切入点也许很小，
但由于“贯通”得力，旁征博引，就使一篇文
章融入了丰富的知识，呈现出饱满、生动的
趣味性，仿佛鲜花满枝，摇曳生姿，生美。而
自己的“独见”，就是一个节点，就是一个纽
带，紧紧地把知识和趣味扭合在一起，让二
者为自己的“独见”服务，表达，凸显。“独
见”，永远是一篇文章的灵魂，草蛇灰线，纵
是若隐若现，也不失其灵魂的统帅性所在。

王太生

曾做过末代帝师的陈宝琛， 字伯
潜，晚号听水老人，福州人。老来回乡蛰
居，陶醉自然，筑楼建斋，修身养性。听
水，是陈宝琛的一大喜好，40岁时，他在
鼓山灵源洞建“听水斋”；61岁时，他在
永福小雄山筑“听水第二斋”。他在诗里
说自己“听惯田水声，时复爱泉响”。

陈宝琛在草木青葱的私家园子里
叨念田水声，眷而不得，转而爱响泉。

田水声， 夏日稻田里的一种声响，
它不光是流水声，还有鱼的泼刺，蛙鼓
虫鸣。田水声，于稻田是一道祥和天籁，
以动衬静， 衬托出久远农耕的亘古宁
静。

清代李慈铭曾写过《田水声》，其中
有这样一段文字：“予尝谓天地间田水
声乃声之至清也，泉声太幽，溪声太急，
松涛声太散，蕉雨声太脆，檐溜声太滞，
茶铛声太嫩，钟馨声太迥，秋虫声太寒，
落花声太萧飒，雪竹声太碎细，惟田水
声最得中和之音。”

这话是有道理的。中和之音，本是
琴音，重而不虚，轻而不浮，疾而不促，
缓而不弛。田水是沉淀下来的水，水清
可见螺蛳，水流不疾也不徐，只剩下一
汪内敛沉静，在月夜恍如一面镜，映点
点繁星。

我曾将天籁归集为多种，细雨舔桑
叶声、屋檐麻雀叽喳声、月光箫声、鱼儿
泼刺声、船桨欸乃声、墙缝蟋蟀声、车轮
轱辘声、夜行者脚步声……田水声是其
一。

唐代冯贽《云仙杂记》中说，“渊明
尝闻田水声，倚杖久听，叹曰：‘秫稻已
秀，翠色梁人，时剖胸襟，一洗荆棘，此
水过吾师丈人矣。’”恍若看到，一个隐
于乡野的白发老者， 倚杖俯首凝神谛
听，与清风稻禾耳鬓厮磨。

从前乡村很美，牛走得很慢。田水
之声，清幽，如一曲宋词小令。户牖外，
一汪波潋渺渺，天光水影，晃晃颤颤，映
在山墙屋脊。

柴扉临水稻花香。那时夜晚，清风
轻轻吹拂，稻田正放水，清澈的水流顺
着水渠流入秧田，水流汩汩，在夜晚清
亮而喧响。这时候，有一尾鱼“泼刺”一
声游入秧田……

几年前，浙地访友，抵达时几近午
夜。坐小馆浅酌，临时让店家捉一条类
似锦鲤的红鱼来，肉嫩鲜美，问：何鱼？
答：田鱼。

田鱼是南方山间稻田里的鲤鱼。山
中稻田， 一畦一畦， 饮混合着松针、树
枝、落叶的泉水，流入稻田，也有田水
声。

田鱼的生存能力极强， 雨水干枯
时，哪怕田畦里只有极少的水，也露出
脊背，翕动着鱼鳍，在稻叶间款款地游。
红鲤在田，在稻根处甩尾，明丽的一身
艳红，涂满五彩膏泥，弄得山阶水梯田
哗哗作响。这是怎样的一种田水声？

梅雨天，雨落稻田，田水声汩汩；若
是晴朗的月明之夜，青秧窸窣，风清水
静，则万物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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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东光

上世纪八十年代， 伴随着改革开
放的滚滚浪潮， 中国当代文学进入了
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相继涌现出了
莫言、余华、苏童、韩少功、王安忆、格
非等一大批青年作家， 王蒙等一批老
作家也重新焕发了艺术青春。 对于这
一重要的时段， 文学界历来称其为当
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时隔三十多年，
曾在《人民文学》任编辑，后在《三联生
活周刊》任主编的朱伟，以时间为经、
以史料为纬所著的《重读八十年代》，
以说文人事，道文学情的浓重笔墨，在
夹叙夹议中，以探寻的眼光，展开了一
场对这一历史时期的文学皈依。

毋庸讳言，编辑之于作家，就好比
是鱼与水的关系，作为文字工作者，他
们都是人类精神产品的创造者。 一名
好的文学编辑，不但要有“甘为他人作
嫁衣裳”的奉献精神，而且还要有慧眼
识珠的独到眼光。 一个作家欲为时而
著， 除了自身须具有过硬的文字功底
外， 同样也离不开一些识才爱才的好
编辑的悉心提携。朱伟在《重读八十年
代》中，十分低调地隐去了自己在发现
和培养八十年代文学新军上的鼎力相

助， 集中笔墨倾心讲述这些老中青作
家在文学路上的每一次困顿和雄起。
他书写作家们文学情缘上的矢志不
渝，创作风格上的兼容并取，写作追求
上的执着笃定，从各自不同的方面，生
动勾勒出这批八十年代文学人的跋涉
形象。书中，人们可以看到莫言等青年
作家在文学上由青涩到成熟的成长蜕
变， 包括他们从退稿时的怅然到发表
第一篇作品时的兴奋， 从一发而不可
收到创作理念的日趋完善； 也可以从
中一窥以王蒙为代表的一些老作家的
喷薄才情， 他们对个人前途和家国命
运的思考，对时世人情的细微体察，对
时代变迁的深刻把握， 均从朱伟不疾
不徐的道白中悠然展开。

朱伟在追溯与这些作家的文学抒
怀中，不单以同道中人的率性，朴实地
记录下了他们的文学轶事， 还以一个
评论者的深邃， 就他们一些代表性的
作品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解读。他
既善于抓住每位作家文风迥异的创作
特点， 对其创作思想和艺术运用予以
个性化的剖析， 还善于针对他们在不
同时代创作实践中的文学表现， 进行
纵向的评议； 尤其善于站在中国当代
文学与世界文学相融相生的视角，对

每位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进行精准的横向
点评。这种亦师亦友式的阐释，无疑加深
了公众对这些黄金时代崭露头角的作家
的认识。莫言的《透明的红萝卜》，余华的
《十八岁出门远行》，韩少功的《爸爸爸》，
王安忆的《小鲍庄》……众多创作手法各
异， 从各个层面揭示时代主题的精品佳
作，如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展示了一
幅幅波澜壮阔的中国文学风情图。 细心
揣摩这张风姿绰约的图谱， 我们惊喜地
发现，这些作家对文学的执着爱恋，对人
间真善美的热情表达， 对现实社会的用
心描画， 激起了我们对那个黄金时代的
悠悠遐思， 更唤起了公众对当代文学的
热切瞩目。

莫言为什么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王安忆的中篇为什么比短篇好， 长篇又
比中篇好？读一读这本书，诸多疑问顿时
迎刃而解。 朱伟巧妙地在这些作家与读
者间搭起了一座沟通和释疑的文化桥
梁，用文化人的视角，以追本溯源的艺术
精神， 将当代文学最为亮丽的一段黄金
时代，诠释得分外深邃和迷人。这是一场
收获满满的文化布道，同时，也是一场实
至名归的文学盛宴。

（《重读八十年代》朱伟 著 中信出版
集团出版）

走马观书

一场“黄金时代”的文学皈依好
书
推
荐

刘冰鉴

向未喜欢人家称他为“诗人”， 我也
是。诗者，灵魂的舞者，不论白天黑夜。不
是每个写诗的人都可以称作“诗人”。

我觉得，应像读经书一样诵读向未的
新诗集《白夜》，不怠慢，不扭捏，不揣摩，
不虚幻，只与字里行间的共鸣相遇。相遇
并不走开，像影子一样蛰伏，然后低眉唱
和。时光很旧，光阴很浅，深情的是诗篇，
沉淀下来的白天黑夜才是诗者的感悟与
赠予。

诗集的开篇《来去令》才三步，七行，
成就一个“小令”。从来处来，到归处去，不
管白天黑夜，无问西东。暮春的伤口卧着
十万粒盐渍，感恩赠予的清醒。警世的秋
风，飘零的人生，最终像尘埃一样落定，即
所谓“归处”。生如夏花，若有花魂，该安于
何处？休问。休问。花儿落了，果实留在枝
头，果实熟了，种子落入大地。“我”，就在
其中。生命的感悟，留白处，依然是蓝天白
云，四季依然花开花落。行脚的“来去令”
里，生命依然风轻云淡，生命最终静美如
落叶。

读到《白夜》这首诗里的“卑微的眷
顾”，让我想起浮克的歌《坐在岸边的鱼》。
凡间的人，都是行走在岸边的鱼。我们看
不到水面下的拥挤，我们听不到水中鱼卑
微的吟唱。我们总习惯白天做梦，夜晚清
醒。很多的梦里，我们占了江山，还要香草
美人。俗世里的我们，忘了祭奠江东的项
羽，混淆了白天黑夜，关闭了屈子的“天
问”。空怅惘，理想是只坐在岸边的鱼。现
实里，行者卑微，吟者如梦如幻，低吟浅唱
都是对世间的眷顾。笃定人间，但愿水长
流，诗清涟，生命常在。

向未的诗，从故乡的泥土出发。今世，
此生，回眸里，乡愁已成前尘往事，但并不
妨碍诗人的灵魂在时光深处的村庄隐姓
埋名。在诗歌《灵与肉》中，诗人折叠自己，
折叠阳光，折叠故乡的乳香。诗人终将用
尽一生，用阳光喂养故乡的神灵。

向未的诗，沥尽红尘声势，拈花的手
打开如葱的岁月，时光曼妙成诗，光阴透
过木格子窗，影子映在廊上，斑斓成诗。红
尘里流行着繁华琐碎、堆砌、无章、无思，
向未的诗是红尘中娉婷的一朵莲。 你听，
《奴去也》，细风绣在水面，月色戛然而止，
细碎的足音里，空旷着谁的前世今生？

向未的诗，透着芬芳的禅意，神秘，玄
妙，净心深思而得，修行悟禅而成。《我与
鸟鸣有多远》依然短小，才五行，却意象清
晰，语言明澈，韵味悠长。“果实面秋涅槃，
一只鸟正在梳妆， 鸟鸣清扫春秋的气味，
我的仰天一叹赶在坟墓之前，抱紧鸟鸣。”
低眉俯首皆是禅，禅中有诗意。

在我看来，向未的诗，不仅是充满禅
意的“心经”，更是挣脱羁束的真言。你看
那《真如》：“你不用预留腹地，我要种的庄
稼，种子还没有发芽……”俯首是诗。仰天
是诗。诗是藏经阁里的春天。诗是落在僧
袍上的花瓣。诗是禅心吐露的芬芳。

禅到高处自成诗。真正的诗人，哪一
个不是在用生命歌唱？哪一个不是在用灵
魂舞蹈？

潇
湘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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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情书话

好听不过田水声

读有所得

慢的艺术与素朴之美

贯通与独见

本书精选作者40余
篇文章，均为近几年被文
友和读者广为推崇的口
碑作品。 文章简洁酣畅，
小生活中见大道理，犀利
深刻却幽默有趣，调侃间
情致动人。他似乎无论生
活在何种年代何种环境，
总能发现与感受到生活
的真美意趣。

《人间须尽欢》
高军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极度调查：告诉你一个“立体中国”》
李斌 主编 红旗出版社

本书是新华社记者围
绕重大问题，历时三年深入
各地深度调查看中国的调
研作品集：电商江湖、庄股
魅影、高铁社会、经济黑马、
贫困角落、教育天井、大国
水困 、宣战肿瘤 、中医之
窘……全书直击民生痛点
与焦点，全方位揭示复杂多
样的中国社会现实。

《唐诗素描》
曾冬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的诗词以意境
为上 ，而用散文 、随笔式
样的“素描”讲述，把它转
化成现代人能够接受、乐
于接受的形式，并采用诗
（词 ）、书 、画三绝合而为
一的表现形式，是这套书
非常好的创意。据图书拍
成的微电影将于2018年
下半年上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