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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毛泽东同志1939年说过一段意味深长
的话：“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
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 过去
学的本领只有一点点，今天用一些，明天用
一些，渐渐告罄了。 好像一个铺子，本来东西
不多，一卖就完，空空如也，再开下去就不成
了，再开就一定要进货。 ”党史研究专家陈晋
先生解释“进货”：“所谓‘进货’，就是读书学
习。 当然，也包括向实践、向人民学习。 ”

说到读书学习， 毛泽东是模范的读书
人。 陈晋先生说：“毛泽东同志一生中读了多
少书，读过哪些书，无法做完备统计和周详
介绍。 不过，从他的藏书、批注、著述和谈话
中可知其大概。 毛泽东同志去世后，在中南
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
一万余种，近十万册。 他读而未藏，以及读过
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不知几何。 ”

毛泽东读书，是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读
的？ 毛泽东是什么时候都读，什么地点都读。
建国初年，毛泽东生活与工作、读书与写作
都在菊香书屋， 从1949年入住至1966年8月

搬走，“毛泽东的全部活动几乎全在菊香书
屋”，菊香书屋是毛泽东的读书房、写字楼、
待客厅与卧室及办公室。 毛泽东有一张木
床，足有5尺宽。 为什么要把木板床加得那么
宽呢？ 毛泽东有躺在床上看书、看报、办公的
习惯，床的一半是用来放书的。

毛泽东爱读什么书？ 开卷有益，读书无
忌，毛泽东是什么书都读。 文史哲，理化生，
经史子集，音体美劳，与治国安邦相关的大
著之外， 毛泽东有段时间特别喜欢看笑话
书，曾经多次叫办公室人员给他找，“先后合
计找出25种49册笑话书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
东看后，从中选出《时代笑话五百首》《笑话
三千篇》《哈哈笑》3种，要我们重新排印大字
线装本”。 这几本笑话读完， 又继续叫人给
找，“如果从1974年1月1日我为毛泽东第一
次找笑话书算起，到9月19日，在北京地区前
后查借笑话书已逾百种”。 读笑话书有用吗？
毛泽东是幽默大师， 毛泽东著作深入浅出，
寓教于乐， 这都跟毛泽东读笑话书分不开
的。

毛泽东更爱读哲学书。 1977年国际科学
家们在夏威夷召开了第七届粒子物理讨论

会，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格拉肖曾经提议要
把新发现与待发现的粒子， 命名为“毛粒
子”：“我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
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
已故的毛主席，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
深的统一。 ”这个提议的背景是，很多科学家
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基本粒子到了“夸克
与轻子”便再也不能分，而毛泽东多次在其
哲学理论中强调，“电子本身到现在还没有
分裂，总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锤，日取
其半，万事不竭。 ’这是个真理。 不信，就试试
看。 如果有竭，就没有科学了。 ”

人之伟大是要书之博大来支撑的，书之
博大可以助长人的伟大；一个伟大英明人物
的后面，站列着无数博大精深的书籍。

三国时期政治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
曾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
文学作品也含有经国之大业，比如《红楼梦》
毛泽东自己读了五遍，还多次号召干部仔细
研读这部作品。“《红楼梦》 我最少读了五
遍”，为什么要读五遍？ 1973年5月25日毛泽
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解释说：“读《红楼
梦》，不读五遍， 根本不要发言。 因为你不能
把它的阶级关系弄清楚。 ”毛泽东将这部小
说当历史来读：“不读一点《红楼梦》，你怎么
知道什么叫封建社会？ ”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干
部是要邃密群科的，干部不读书，或只读一
两类书，更狭隘地将干部读书理解与规定为
“业务类”书，那他肯定会陷入“本领恐慌”，
做报告就容易是党八股，要么“空话连篇，言
之无物”，要么“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要么
“语言无味，像个瘪三”，要么“甲乙丙丁，开
中药铺”……如此，则“流毒全党，妨害革
命”，则“传播出去，祸国殃民”。

没有哪类人群比干部更需要读书了。 无
论什么工作，干部一定要懂行，不然肯定出
洋相。

雷平阳

张战的世界自成道统， 有自己的时
空、 物象、 美学和律条。 如果她一直保
持沉默， 对我们而言， 她就是一个不明
飞行物， 一个谜。 她开口说话了， 她说
出的均是她别样的秘密。

鸟儿啊
它的叫声
就是我受尽折磨的灵魂
———摘自 《鸟叫》

他就只是一颗星星
是一颗强忍了一辈子
都没落下来的眼泪了啊
———摘自 《我心疼今天傍晚的夕

阳》

老虎狂喜的方式
就是奔向天空
飞成大雁
———摘自 《我只对你胡言乱语》

在 《陌生人》 这本诗集中， 这样的
句子很多。 我认为它们已经不是寻常意
义上的诗句， 而是某种密码被破译到了
纸页上， 并天生具备了
诗歌异美的品质。 在尝
试着解读它们的时候，
我当然也是从日常性 、
现代性和唯美性等不同
的角度入手的， 以为它
们存在于轰天炸地的当
代汉诗革命的浪潮之中，

是群舞中的独舞， 大合唱中另有腔调的
异类。 可随着阅读的深入， 我发现自己
犯下了先入为主的经验性错误。 我所面
对的歌者， 她根本就不在我们的群体
中。 她在狂乱的诗歌现场上， 状若卡瓦
菲斯那样“自己埋没自己”， 也像五柳
先生或王摩诘那样“独坐幽篁里”， 或
“户庭无尘杂”， 另辟了一个自己的蕞尔
小国， 按照自己的诗歌理想和活命观
念， 自由自在地歌吟着。 入其法眼的现
场， 均是“我” 到过的； 贴着心肝的人
物， 都是“我” 的亲人； 让其悲欣的事
物， 无一不是“我” 体认过的。 “我”
不仅存在于每一首诗的灵魂里， 甚至就
是每一个字的偏旁部首， 每个字的影
子。 而当“我” 远行， 灵魂出窍或神游
八荒， “我” 又有着唤醒星星、 月亮、
猛虎、 鸟儿、 雷电等万事万物的魔力，
辽阔的世界瞬间缩小， 纷纷来到一张白
纸上， 成了“我” 的喻体， “我” 的伙
伴， “我” 的字， “我” 的美学元素。
整本 《陌生人》， 对我而言， 每首诗均
是陌生的， 它们的每一句， 也是在银河
水里洗干净的。

写诗近三十年， 我为自己写诗拟出
了“十六字令”： 态度庄严、 有感而发、
拔地而起、 别开生面。 读到或写出的诗

歌， 符合这十六个字所传
达的气象与精神， 我认为
它们就是我个人心目中的
优秀之作， 张战的 《陌生
人》 当属此列 ， 向她致
敬！

（ 《陌生人 》 张 战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熊治祁

去年春初， 一位诗友在微信中发来
几首诗词， 声明是他一位朋友的近作，
要我稍作评价。 我虽非诗词大家， 但朋
友之间随意说话无妨， 仔细读过之后，
回复如下： “此君作诗填词基本功甚
好。 写景抒情， 糅合亦佳。 然喜模仿古
人笔调， 是其短处。” 好友竟一字不改
直接发给作者看了， 不料这位作者却极
有雅量， 对这种评价非但不见怪， 反而
将之遍示同好， 并又发来近百首诗词，
说烦请我得闲看看。 这时候， 我那位诗
友才告诉我， 作者是一位年轻女士， 笔
名小今， 酷爱诗词， 现任职于一家省直
单位。

两天之后， 我读完了那些诗词， 深
感作者诗才过人， 于是边读边记下了一
些零星读后感。 现将几首原作和我的读
后感 （引号内文字） 照录于此。

山中饮茶
日落林泉石， 云飞桃李家。
得闲多惬意， 乡味一

杯茶。
“情趣超逸， 清新可

诵。 日落二句， 对仗极
工。 落、 飞二字， 勾出乡
村美景， 可称写景佳联。
结语言简意赅， 尤可回
味。”

采桑子 幽思
夜长漫漫人依旧， 坐夜成痴， 睡也

成痴。 晓月西沉， 心绪有谁知？
年来常叹韶华逝， 爱也成诗， 恨也

成诗。 梦里飞花， 何事总相思？
“坐也、 睡也、 爱也、 恨也四句，

用语别出心裁， 写尽思念神态和心理。
上下阕皆结以问句， 语义婉转， 更显一
往情深， 熟谙词家要旨。 首句稍嫌平
淡。”

鹧鸪天， 秋日登麓山
节近重阳结伴游 ， 白云生处又寻

秋 。 清泉汩汩蝉声和 ， 古木阴阴石径
幽。

齐向上 ， 莫回头 ， 风光只为少年
留 。 金风过后千峰染 ， 方言江天万景
游。

“格调老成， 造语明快自然， 诗情
画意， 俱在其中。 足见作者驾驭旧体诗
词的能力已臻上乘。”

我想， 用不着再多举例说明， 仅读
过以上三首并非小今女士代表作的诗

词， 读者应该大体见识了
她写作旧体诗词的技巧和
水准。 正是这种技巧和水
准， 生动而又细腻地展现
出作者的情怀。

（《古韵今言 》 小今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黑白纵横
悟入“棋”途

杨开润

围棋， 被称作“木野狐” “坐隐” “忘忧” “烂柯” 等， 可以想见
其魅力。 何云波教授把与围棋的邂逅称为是他的“初恋”， 火花四溅，
棋悟人生， 然后有了这套 《何云波围棋文集》。

《何云波围棋文集》 是何云波教授三十年来所写棋文的汇编， 有散
文， 有随笔， 有论文。 棋行天下， 何云波教授的足迹， 东起江南水乡，
西至大漠丝路， 兼及日本、 韩国和欧洲， 他将路上的所见所闻和当地的
围棋逸闻娓娓道来， 既有扬州城下的“琴棋书画诗酒花”， 也有北宋汴
京的“丁丁子声梦华录”， 还有西域戈壁中佛门弈棋的斑驳身影， 有日
本京都古城中的围棋的风雅与物哀之美， 读过不觉已随作者走完了一场
独一无二的围棋文化之旅。

黑白之旅， 且行且感且思且悟。 在书中， 何云波教授带你感受三十
年前学棋时的那份惊喜、 兴奋； 一同去到西藏雪域高原， 与孩子们共享
藏棋带来的快乐和无忧无虑； 带你走进监狱的高墙之内， 为负罪的心灵
带去阳光， 看服刑人员如何在下棋中浴火重生， 找到新的人生方向； 带
你一同感受围棋的东方之美， 这里有酒， 有茶， 有诗， 有禅， 也有“菊
与刀”； 当然， 也还有网络围棋之旅， 在换装、 假面、 嬉笑怒骂、 插科
打诨中的那份自在与逍遥……

下棋能让人得好友、得人和。 何云波教授在与棋界中人的交往中，也
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 陈祖德、王汝南、华以刚、聂卫平、芮迺伟、蔡绪锋
等这些棋界的大人物，在何教授的生动描写下，如同真人般浮现到了读者
眼前，似是在与之面对面聊天一般。 陈老是如何在与病魔的战斗中实现自
我超越的？聂老的一生是如何在荣耀与悲情中走过来的？中南大学的武坤
教授又是如何在病痛折磨下坚持计算机围棋的研究？ 这些棋界人生都被
生动地印刻在了何教授的笔下，读之让人感慨万千。

何云波教授还从不同的角度漫谈围棋， 如棋与儒释之道、 棋与人
生、 棋与文学、 棋与体育、 棋与大学教育等等， 可以说围棋已经渗透进
了其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 情深意切， 自有会心。 何教授还把棋上升
到思想史、 文化史的层面， 讨论中国围棋的意义生成， 弈之为“戏”、
为“技”、 为“艺”、 为“道” 的过程……何云波教授研究俄罗斯文学起
步， 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让他暴得大名， 其苏联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也风生水起， 却悟入“棋” 途， 被“木野狐” 迷得神魂颠倒。 何教授
说， 因为他骨子里就是一位中国传统文人， 一卷书， 一杯酒， 一局棋，
一盏茶……这里自有一种中国文人独有的情怀， 一种仗棋行四方、 逍遥
天地间的洒脱与自在。 何云波教授从生活点滴出发， 在围棋中快乐、 自
在地活着， 其中虽然有幸福和欢乐， 有悲伤和忧愁， 但在作者“也无风
雨也无晴” 的人生态度下， 它们都被浓缩成为平淡生活中一山一水一梦
间、 一楼一阁一围屋的诗意人生， 其中既有“快拼灯下棋敲碎， 喜听阶
前雨滴深” 的棋声和雨声的自然唱和之美， 也在这种唱和中有了“黑白
谁能用入玄， 千回生死体方圆” 的深刻的人生体悟。

何云波教授把文集的后记
命名为“在黑白世界中与你相
遇”， 他说： “自从走进黑白世
界， 寻寻觅觅， 遇散离合， 棋
缘人缘， 心心念念……开窗见
山色， 闭门有棋声， 真的是一
件非常快乐的事情。” 能够把围
棋这样一种“玩物” 玩得如此
生动， 如此摇曳多姿、 情趣盎
然， 还玩出了许多妙文华章，
甚至博士论文。 由围棋而成为

“博士”， 无论人生， 还是学问，
都变得如此快乐， 真好！

（ 《何云 波 围 棋 文 集 》
何云波 著 青岛出版社出版）

六月绿茶与荔枝
丛林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一之日觱发， 二之
日栗烈……”

“六月食郁及薁， 七月亨葵及菽。 八月剥枣，
十月获稻……”

《诗经·豳风》 的这首 《七月》， 纯以白描手
法写中原地区农人一年四季的劳动、 生活与作息，
鲜明如画， 极富情趣。 每个月都有要做的事， 都
有可吃的东西。 “六月食郁及薁”， “郁” 与

“薁” 不知是什么， 查过很多资料， 说是酸李子和
野葡萄。 想来不差， 六月是吃水果的好季节， 各
样水果都成熟了。

豳大约在陕西， 那时候， 中原人大约还不知
岭南的荔枝。 知道的话， 不知是否会写“六月食
郁及荔”， 想来绝不会， 因为即便有， 平民也吃不
起。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 那已
经是唐朝了， 还得多少匹骏马在崇山峻岭间跑接
力赛， 一个驿站一个驿站地传递， 那当然只有皇
室吃得起， 平民望尘莫及。

现在不一样了， 有冷链空运， 一匹马都不用，
草芥如我， 也可以吃到比红尘跑马更新鲜的荔枝
了。 特别是有一种海南的火山荔枝， 产于海口市
秀英区石山镇， 著名的琼北死火山口。 那地方我
去过， 整个地区全是布满气孔的大块褐色火山石，
那是被大火劫掠过后历经亿万年也无法改变的颜
色， 居民用原始火山垒房屋、 垒围墙、 造园子，
厚重、 苍凉、 古朴。 漫山遍野的荔枝树就长在那
些褐色的死火山石上。 荔枝树高大， 我去时正值4
月初， 细碎的米黄小花缀满树冠， 浪漫了整个琼
北的天空。 当地居民说： “你6月再来吧， 6月来，
荔枝就熟了， 满山都是红果子， 那才好看呢。”

火山荔枝有几大卖点。 三月红妃子笑3-4月份
熟， 糯米糍7月熟， 火山荔枝恰在它们中间的6月
熟， 所以6月要吃最新鲜的荔枝， 当然首选火山荔
枝了。 其次， 火山石富含人体重要的元素硒， 因
此火山荔枝营养元素更丰富， 口感也相当好。 还
有， 说火山荔枝吃多了不上火。

我想， 无论什么荔枝， 吃多了， 总归是有点
上火的， 每一样事物都不可能完全改变它的属性。
吃多了荔枝怎么办？ 来一杯上好的冰镇绿茶吧。

初尝冰镇绿茶的美妙， 是初入夏时的周一例
会上， 茶艺师为我们奉上好茶。 那天， 我们喝到
入口沁凉又清新微甘的绿茶， 都大为惊叹， 觉得
比热泡的绿茶更好喝。 我以为是把绿茶泡好出汤
之后， 放在冰箱中冷藏再喝的。 一问， 不是。

茶艺师告诉我， 其实冰绿茶是用冷泡法泡的。
冷泡法是从日本、 韩国传来， 泡法也不复杂， 每
1000毫升水放10～15克明前洣水江雾茶， 注入冷
开水或纯净水， 当然， 有山泉水就更好了， 常温
下或冰箱里冷藏2个小时左右， 待茶叶完全舒展开
来， 茶水变成淡绿色即可饮用。 炎炎夏日， 还有
什么比冰绿茶更清凉解暑的呢？ “冷水泡茶慢慢
浓”， 要的是一份耐心， 一份闲情。

“七月流火， 九月授衣。” 芭蕉冉冉的炎夏，
剥几颗万年火山口来的荔枝， 饮一杯冰绿茶， 再
翻几页古书， 羲皇上人不逮也。

《在深渊里仰望星空：
魏晋名士的卑微与骄傲》
北溟鱼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打破对魏晋的刻板印象， 用熟悉的流
行语解读人们不熟悉的历史人物， 不知不觉间
引人叹息与思考， 一览鲁迅、 宗白华、 李泽厚、
余英时推崇的魏晋风度。

《空中稻田》
卫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在书中构建了一个湘中小镇， 塑造了
一群小镇人物 。 在作者从容 、 密实的叙述中 ，
湘中小镇的热泪和荣光熠熠生辉。 卫鸦的小说，
既直面了破败的现实， 也在个体生命册中创造
了坚韧的灵魂。

在银河水里
洗干净的诗

诗才过人 清新超逸

走马观书

开卷有术

满桌国事满橱书

书香闲情读有所得

潇湘诗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