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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兵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是著名作家余华的
全新杂文集。 书中， 余华谈自我成长， 述与文
学的渊源， 道游历世界的见闻， 抒与笔下人物
和海外农民的思想交集……以深刻的洞察， 探
究着人性的宽广与丰富， 揭示着文字背后博大
的感召之力。

此书是余华文学之路上的小结， 也是对关
心自己的读者所作出的一种情感上的呼应。 他
畅意地谈文学、 谈现实、 谈写作、 谈艺术、 谈
往事， 感情真挚， 语句幽默朴实。 探讨文学写
作的同时， 还引发出诸多人性的思考。 从默默
无闻在小镇当牙医， 到面对熙熙攘攘的人流，
发出不甘于命运摆布的诘问； 从处女作 《星星》
在 《北京文学》 发表， 到感动于编辑与作家之
间真诚无私的交往； 从 《十八岁出门远行》 奠
定“先锋派” 作家地位， 到对笔下人物灵魂世
界的深度剖析； 从走出国门感受异域风情， 到
面对中外读者， 妙释写作中的疑难杂症。 一路
走来， 余华努力找寻着文学和人性中的契合点。
正是从与《北京文学》《收获》《钟山》等杂志的文
学编辑热忱交往中， 他体会到文学不但能带给
人精神上的快乐， 还真切感知到“以文为媒”
的背后， 所散发出的至真至纯的人性之美。 从
笔耕不辍写出自己的忧伤和快乐， 到潜下心来，
认真推敲文章中的意境和深刻指向， 余华在孜
孜不倦书写青春和迷茫之时， 也逐步把视角转
向于对现实的用力描摹。 随着岁月的推移， 他
对生命的理解日益丰盈， 终于促使他一发而不
可收， 相继推出了《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这样
紧扣时代背景， 深深触及读者心灵的现实力作。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既是个人的文学
“大事记”， 也是一个思想者用文字记录的方式，
用“文学” 之镜观照世界所发出的生命箴言。
至于这本杂文集为什么要取这样一个颇让人思
量的书名， 一切源于余华2010年5月参加耶路

撒冷国际文学节期间参观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
的经历。 二战期间， 一名波兰农民冒着生命危
险， 将一个素不相识的犹太人藏在了家中的地
窖里， 因而救了那人一命。 有人问这位波兰农
民， 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一个犹太人，他
说：“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
么。”这个温情的小故事深深地震撼了余华，在他
看来，这个勇敢的行为意味着人性的力量：“文学
包罗万象，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人。”

值得称道的是， 这么多年来， 余华的创作
轨迹一直在围绕着“人是什么” 这一永恒的主
题， 不断开掘、 剖析和呈现着那些生命中的美
好和感动。 书中， 余华直言不讳地与读者分享
了自己对生命有常和无常的理解， 试图从文学
层面去探讨其广泛的社会意义。 此外， 他还结
合对鲁迅、 莎士比亚作品的解读， 多方位地展
示了生命的丰富内涵。 印象最深的是， 余华在
《活着》 中有一段对月光的描写， 就渗透了他对
平凡生命的独到感悟。“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
城里的小路， 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
月光照在路上， 像是撒满了盐。” 如此精妙的刻
画， 取代了几页纸的长吁短叹， 把福贵对儿子
有庆的思念， 对生命过往中的那些美好， 渲染
得极其感人。 于无声处听惊雷中， 写尽了多少
人性中的沧桑和悠远！ 书中， 类似这样简约的
描写俯拾皆是。 如果缺少了对“人是什么” 的
深刻理解， 是断然写不出这样意味隽永的语句
的。

阖上书卷， 余华以重拾生命中的那些美好
和感动， 给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思想震颤。 其
实， 这个多元的社会何尝不是一本意蕴深邃的
书？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践行， 在这本大书中
书写着自己的历史。 秉持着一份美好和感动，
就会以言胜于行的人生实践， 为“人是什么”
这一哲学命题， 添上一份惊艳和美丽。

（《我只知道 人 是 什 么 》 余 华 著 译林
出版社出版）

王春林

李亚的 《花好月圆》 毫无疑
问是一部在叙述形式上进行过煞
费苦心设计的长篇小说。 在这部
作品中， 作家李亚采用了可谓是
双重叠加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
第一重第一人称叙述者“我”，
名叫小帮助， 是一位图书仓库的
管理员。 小帮助之所以能够成为
第一重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与他
父亲的一部书稿紧密相关： “我
不是凭空而来的， 我是从父亲的
稿子里钻出来的。” 而父亲的书
稿， 则是由父亲一手记录并整理
完成的“我” 大爷爷李娃的人生
回忆录。

需要引起我们高度关注的一点， 其实
是“我” 父亲在撰写这部大爷爷的回忆录
时所持有的一种价值观念：“一切就像我父
亲自己所说的那样， 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和
大历史的进展是紧密相连的， 千万不要因
为自己是个小人物就自暴自弃， 不关心国
家大事， 不关心历史进程， 事实上自古以
来， 王朝的兴盛与衰败， 都与咱们这些小
人物息息相关。” 李亚创作 《花好月圆》 这
部历史长篇小说的根本意图， 恐怕就是要
借助于李娃这样一位极不起眼的小人物的
人生故事来折射映现一段历史的风云变幻。

尽管作为一部历史长篇小说，《花好月
圆》 记述了诸多相关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细
节， 但说实在话， 这些事件和细节在阅读
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被这股叙述洪
流淹没的感觉。 又或者说， 对如此一种简
直就是在席卷一切的叙述洪流的营造， 本
就是作家李亚试图企及的艺术目标之一。
就此而言， 李亚在 《花好月圆》 中所精心
营造出的这一股叙述洪流， 完全可以被理
解为巨大历史合流的一种象征隐喻式表达，
他意欲传达给广大读者的， 一方面固然是
那笼罩一切的历史宿命感， 但另一方面却
更是巨大历史洪流面前个人主体性的羸弱
与无助。

尽管 《花好月圆》 的叙述时间跨度前
后长达差不多一个世纪， 但大爷爷李娃所
重点讲述的， 也不过是从他15岁那年也即
公元1934年无意间进入上海滩起始， 一直
到1949年15年间的故事。 这十五年又可以
被切割为不同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从李娃踏入上海开始， 一直到抗战全面爆
发前夕， 他被方家安排从军为止。 第二个
阶段， 从李娃从军进入祝长官的司令部任
职起始， 一直到所谓“皖南事变” 的发生
为止。 自打“皖南事变” 之后， 李娃便随同
大小姐加入到了新四军的行列之中。 从这
个时候起始， 一直到1949年的大约七八年
时间， 就构成了第三个阶段。 从与 《花好
月圆》 那滔滔不绝如长江大河一般的叙述
洪流相比较， 李娃前半生三次关键性人生
转折的被动性， 同样给广大读者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它所隐喻说明的， 是李娃这样
微不足道的小人物， 面对现代历史潮流时
因为主体性的难以建立而只能够万般无奈
地随波逐流。 从这个角度来说 ， 李亚在
《花好月圆》 中对现代历史一种不无独到意
味的发现与领悟， 恐怕就是强烈地意识到
了主体的羸弱， 也即在强大历史洪流面前，
普通个体主体性的无法确立。

然而， 主体的羸弱与主体性的无法确
立， 却并不就意味着存在的一片虚无。 我
们可以在 《花好月圆》 中发现某种珍贵感
情的存在。 这深厚而浓烈异常的感情， 既
可以落实到大爷爷李娃与大小姐身上， 也
可以落实到李娃与祝长官之间。 不只是李
娃追随大小姐转投新四军参加革命， 是一
种感情的结果， 而且， 即使到最后大小姐
准备出国的时候， 也仍然坚持要来见李娃
一面， 充分彰显出了李娃和大小姐这两位
有情人彼此之间的深厚情愫。 李亚借助于
李娃所凸显出的， 乃是一种极其难能可贵
的人性情怀。 更进一步说， 也正是依凭着
这种强烈执著的感情描写， 李亚的这部
《花好月圆》 方才抵达了一种更具超越性的
生命与艺术境界。

(《花好月圆》 李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董正宇

“诗魔”洛夫是湖南衡阳人，为笔者乡党。 先
生“乡愁”浓郁，先后八次回乡探亲。 笔者当时在
南华大学文法学院执教，从事的又是现当代文学
教学与科研工作， 与先生前后有四次见面与交
往。 时间的魔力让人遗忘了许多往事，但生命中
那些亮点，往往能冲破时间成为永恒。当然，记忆
也需要时时打捞，才能把若干碎片沥干，组成较
为完整的记忆链条。 对笔者而言，与“诗魔”洛夫
先生难忘的面缘就属于此种情形。

首次见面是2007年10月30日中午， 地点为
衡阳市区回雁峰旁边旺鸣轩酒楼。 先生虽年近
八旬， 但一身玄装， 腰板笔挺， 谈吐儒雅， 精
气神十足。 尤其是摘下帽子后， 一头银发， 白
雪飘飘， 给人印象深刻。 先生夫人陈琼芳女士
也是首度得见， 举止得体， 言辞亲和， 一看就
是大家闺秀出身。 夫妻两人感情深厚， 洛夫先
生曾有多首诗歌专为夫人而作。

再度相逢是两年后的10月24日， 先生家乡
衡南县举办盛大的“中国·衡阳云集洛夫国际诗
歌节”， 在海内外千万双眼睛见证下， 洛夫先生
与衡南县人民政府签订协议， 将个人诗文手稿、
出版物、 书艺作品及图片资料， 全部无偿赠予
对方， 用于修建洛夫文学馆， 同时为洛夫文化
广场奠基培土。

诗歌节期间， 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电
视专题访谈， 我出任访谈嘉宾。 那天下午， 访
谈在衡南电视台演播厅举行， 采取问答方式，
前后近一个小时。 可能是回到家乡的缘故， 先
生十分兴奋， 表达欲望强烈， 凡问必答， 滔滔
不绝。 结束前还邀请夫人登台， 当场朗诵昔年
写给夫人的得意诗作 《因为风的缘故》。 先生乡
音未改， 以一口杂有衡阳口音的国语朗诵， 的
确别有一番风味。 此次访谈大获好评， 也使我
对洛夫先生博大精深的诗歌世界， 有了一个全
新认识， 奠定了今后数年开始全方位系统研究
洛夫诗歌的基础。

三天后的下午， 我第三次得见洛夫先生。
衡阳市作协举办一场“诗魔洛夫接风茶话会”。
一个不满10岁的小女孩， 朗诵自己写的一首献

给洛夫爷爷的诗， 把气氛推向了高潮。 也许是
刚刚经历诗歌节连场活动的奔波， 洛夫先生略
显疲倦， 但发言时仍然十分认真， 按照事先准
备的手写发言稿做了答谢， 言语不多， 但心情
一直很好， 对合影者几乎来者不拒。

第四次相见是2011年秋天， 洛夫先生偕夫
人回到衡阳， 专程为南华大学成立的“洛夫与
湘南作家研究中心” 而来。

我和罗玉成教授为该研究中心的首倡者。
之前的6月15日， 由我执笔， 两人就中心成立相
关事宜联名致信先生， 提出三项请求： 一是邀
请他出席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 并做一场学术
讲座； 二是请他挥毫题赠“洛夫与湘南作家研
究中心” 牌匾； 三是希望先生支持， 赠予洛夫
诗歌有关研究资料。 先生7月16日回信说， 由于
加拿大邮局员工罢工， 信件一个月后才送达。
他对三项请求都作出了肯定答复， 积极支持成
立研究中心， 并郑重地用横竖两种方式书写了
中心牌匾。 10月22日， 揭牌仪式在南华大学图
书馆学术报告厅如期举行， 洛夫先生现场向中
心赠送了自己的诗集和相关访谈、 评论集， 并
作了题为 《感受诗歌之美》 的专题学术报告，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此后经年， 先生虽然还有回乡之旅， 由于
我的工作岗位异动， 未能再次与先生相见。 转
眼到了去冬今春， 不断有消息传来， 余光中等
台湾文化名人， 如同道旁樟树落叶缤纷随风而
去。 3月19日更有噩耗传来， 先生在台北荣民总
医院病逝， 享年90岁。 接下来三四月交接的数
天内， 我的岳母和母亲两位长者也相继驾鹤西
归。 因为风的缘故， 这个春天注定是一个忧伤
的告别季。

先生有名诗 《烟之外》， 其中两句最为经
典： “在涛声中呼唤你的名字而你的名字/已在
千帆之外”。 岁月匆匆， 与先生有如上四度短暂
交往经历， 弥足珍贵。

值得补记的是， 虽有断续， 但经过多年累
积， 笔者研究先生及其诗歌世界的专著 《走近
诗魔洛夫》， 到今日终有所成， 不枉9年前对先
生进行访谈时作出的庄严承诺， 更可以视为对
先生和亲人们远逝的最好怀念。

喻剑平

法国大画家莫奈说过：“天堂就在细节中。 ”
两个素不相识的孩子在医院偶遇，而后在走廊上笑

着追来赶去。 他们无疑是快乐的。 默默地望着，“不打扰”
他们快乐的老爸目光是充满爱意的； 一声断喝把孩子们
快乐生生打断的老妈，不能说她暴喝的声音里没有爱。

这样的细节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在熊小平“熊爸带崽
记”《爱与快乐不可替代》一书中还有很多。 比如“如早晨
起来尿尿，抱着他回房间的时候，他眼睛都还没有睁开，
却打着‘左拐’‘右拐’‘直行’手势指挥我前进。”“拿个放
大镜，找大洲大洋，找钓鱼岛找台湾岛……找去过的城市
找老家的位置。 看得舍不得睡觉，还要问：‘爸爸，下次去
买个宇宙地图吧’。”这些熟悉的细节，让读者还原出一个
车迷、地图迷小孩生动可爱的形象。

孩子们所迷恋的世界是他们的天堂，他们的天堂由
具体的一言一行，由众多的我们耳熟能详的“细节”链构
而成。 他们的天堂以快乐为原则，这些快乐其实很简单，
并不需要大人们过多参与，只需你默默地欣赏就足够了。
而对于大人们来说， 爱就是天堂。 我们想方设法向孩子
去“示爱”，甚至构造很多“细节”去表达，但无论父母与孩
子关系如何融洽， 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所以在向孩子
示爱的过程中，如何参与或者叫正确干预，真是一个伤透
多少父母脑筋的课题。而《爱与快乐不可替代》一书，应当
有很多的“细节”给了我们以有益启示。 比如为不让孩子
丢失“一旦大人不能牵着小孩的时候， 必须让他走在前
面，因为小孩视野窄”；又比如小孩吃饭不愿分享好菜时
“我迅速把筷子调头，用粗的那一端朝一欧的手敲去。 小
时候，我吃饭不扶碗，也被父亲这么敲过，记忆犹新，当时
就觉得好痛，痛到骨头里面去了。 ”

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到底要不要暴力？“熊爸”不仅
没有回避这个问题而是用了较大篇幅， 展示了很多“细
节”来回顾探讨，正因为此，这本书就比很多“秀恩爱”的
所谓鸡汤类教子书籍来得真实也更有价值。 有谁会否认
父母偶尔的“暴力”里面就没有爱的成分呢？

有朋友曾问我《爱与快乐不可替代》到底是一本文学
著作，还是一本教育心得？我想了很久之后这样回答：“这
有区别吗？ 我写我心事，天下之至文。 ”与孩子一起成长，
虽然这成长不一定完美，但绝对真实；虽然每个人的“带
崽记”不一定文辞华美，但能记下来绝对就是至文。 因为
每个人的成长只有一次，所有的“细节”只有一次，错过一
次，不可重来。 相对于爱与快乐，其余的都是虚华。

很欣赏《爱与快乐不可替代》中的一句话：“快乐真的
是一种能力啊，可惜很多人和我一样最开始有，后来竟然
慢慢失去了或者减弱了这种能力”。 愿天下所有的大人
都尽量不要失去爱与快乐的能力。

( 《爱与快乐不可替代》 熊小平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

《半夏河》
申赋渔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作者继 《匠人 》 后再
思故乡风土人事 ， 追索生
命的来处。 25段往日故事，
串连起对中国乡村传统文
化 、 传统生活方式的珍贵
记忆 ， 意在表达 “人需要
靠着记忆的美好来对抗粗
糙的现实 、 焦灼的心绪和
纠结的情感”。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
严歌苓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通过女主人公陶
小童的内心独白 ， 真诚地
展示了一个淳朴而聪慧的
少女的人生遭际 。 作者在
自述中自省 ， 敏锐的感觉
与细腻的笔触相得益彰 ，
苦涩的纪实与幽默的自审
相互映衬 ， 作品在轻松之
中别具深刻启人的内力。

《家门口的四季》
康素爱萝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以恬淡清新的笔
调 ， 记录了住在城市里的
普通人 ， 对身边一年四季
草木风物的认知与感悟 。
在对那些久已不再留意的
时令变化 、 树木花草 、 鸟
虫果蔬的细节描述中 ， 重
拾简单朴素的生活闲趣与
小小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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