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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文淑

我与鲍尔吉·原野的缘分起于他的一首译诗。 几年
前我偶然在微博中看到他翻译的一首罗马尼亚女诗人安
娜·布兰迪亚娜的 《你从未见过蝴蝶的表情》 一诗， 带
着一份敬意和期许， 我翻开了鲍尔吉·原野的散文， 从
此便走进了他的“秘密花园”。

鲍尔吉·原野的文字有一种魔力， 那是一种让人倍
感新奇、 推翻常识的阅读体验。 “海一样的草原上， 有
马就有岸”， 难道我没有见过草原的马吗？ “早上， 曦
光从山顶射过来， 草尖的露水闪烁光芒， 好像手执刀
剑”， 难道我没有见过露水吗？ 每当看到这样的言说，
我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向自己发问。 喜爱他的读者都会与
我一样有种同感： 原野笔下的世界与我们眼中的世界简
直大相径庭。 他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重新审视自己眼中的
真实， 让我们重新感受、 体味这世界的丰富与多姿； 让
我们不再以油画般的静态思维来认识生活， 而是以一种
水墨般的动态思维来看待人生。 最新力作 《流水似的走
马》 不仅秉承了他一直以来所坚守的散文精神， 同时也
再一次打开了自然世界的大门， 让人语与物语相互倾
诉、 相互告白。

作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 《流水似的走
马》 这本散文集可以称作是原野近30年散文创作的一个
集大成。 打开这本散文集， 就仿佛是与一位至交故人相
遇， 里面的文字和记叙的内容似曾相识又充满新意。 作
者就好像一位说书人， 书接上回娓娓道来， 又加入了新
的人事与风情。 这不仅不会让你感觉陌生， 反倒因为熟
识而更加亲近， 更有吸引力。

我们从他时而喃喃低语、时而高歌欢唱的叙述中，看
到了什么？ 我以为，那是原野展现给我们的一个“现实世

界”———世界应然的样子：“河流领着树和花奔跑，云朵在
天空追赶”；“云在傍晚回家，余晖收走最后的金黄，云堆
在天边，像跪着睡觉的骆驼”……在这个世界里，自然万
物与人之间畅所欲言，敞开彼此，没有戒备、没有隔膜、没
有伤害。 原野身上仿佛具有一种神力，能够与万物对话，
了知它们的心意。他是怎样做到的呢？在《索布日嘎之夜：
我听到了谁的歌声》 中， 他开篇直陈：“我的心是一块顽
石，在泥泞雾霾中泡过好多年。这样的心常常听不到草叶
在微风里细碎的摩擦音。 我来牧区，进入蒙古语的言说里
面，感觉蒙古语把我的脑子拆了，露出天光。 ”正是他所拥
有的蒙古族的文化身份、他所浸润的草原文化精神、蒙古
语的思维方式，以及他多年不间断地走出与返回故乡，在
不同文化间考察、感悟、思考，才一点点建构起自己的散
文世界。

原野的创作一直是沿着敬天、 悲天、 爱天的道路前
行的。 这里的“天” 不是单纯地指天空， 而是指整个自
然世界、 宇宙万物。 我们可以看到蒙古人尊崇河流泉
水， 尊崇高山树木， 尊崇牛马石头……这种敬畏心已经
成为牧民的信仰， 并在实际生活中转化为具体的行动，
从而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砍树的时候， 牧民心中忐忑不
安， 他们奉酒、 摆上奶食糕点、 下跪， 请求树的原谅；
搭建蒙古包的铁桩， 当从地上被拔起以后， 牧民们一定
要将地上的洞坑填满， 以恢复大地的柔软……这种对自
然的敬爱、 悲悯之心， 在我看来， 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
一种平等相依、 肝胆相照之心， 是人对大自然包容奉献
给予一切的感恩心理， 也是人自身的一种谦卑心理， 其
内里包含着对人与自然永远和谐相处的期冀。 原野说：
“我感觉人们现在使用语言太粗率了， 无所敬畏， 也无
所怜惜， 我们失去了好多用心描摹生活的机会和能力”。
因此， 原野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努力地用心描摹生活，

让我们尽可能多的看到生活的本真， 让我们感受到生活
的诗意并不在远方， 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原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非是在一种二元对立思维
中一厢情愿地赞颂草原。 作品中充溢着他对草原风情的
一种理解的同情， 对草原人生的一种豁达的认知。 因
此， 他的笔下也毫不掩饰草原之夜的糟糕， 草原人生的
寂寥， 还有那些日薄西山的猎人……世界上没有世外桃
源， 那是满足人们美好心愿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想象， 原
野书写的“真实”， 不是想象的真实， 而是一种散文创
作的真实。 这种真实源自于他对万物尊崇的一种信仰，
源自于他所拥有的“一颗真实和真诚， 可以被读者触摸
到的‘散文心’”。

原野怀着一颗谦卑的心进行写作， 而我则怀着一颗
谦卑的心进行阅读， 这是原野散文给我带来的最大启
示———我们要时刻以谦卑的姿态直面世界与人生。 唯其
如此， 自然世界才能向人类敞开怀抱， 我们才能发现万
物之美， 感受万物之情， 彼此以诚相待。 而更有深意的
是， 原野对当下青少年读者的一份深情和责任。 在 《火
的弟弟》 中， 原野写道： “少年人如果投身大自然， 栉
风沐雨， 他的生命会像野草一样蓬勃， 像树一样顽强，
心灵像马一样自由。” 他的书写正是为少年们铺就一条
纯真的自然之途， 这里有瑰丽闪光的汉语、 有色彩斑斓
的颜色盛宴、 有小小少年的忧伤、 有广漠草原的悲凉、
有阳光照耀的欢乐、 有白云流淌的宁静， 这些通感修辞
能够激活少年们的内心与思维， 提升他们的表达与想
象， 陶冶他们的心智与修为， 让他们勇敢面对这多维的
世界。 就像最优秀的走马———“流水似的走马” 那样，
不论脚下的地面如何坎坷， 都如行在云端。

（《流水似的走马 》 鲍尔吉·原野 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黄耀红

如果不是一个偶然的机缘,我对白落梅的文字
一无所知， 即令它号称正以百万计的体量风行于
市。

手头正好有一本她的作品， 叫 《你是我今生最
美的修行》。 这是白落梅的一部自传体散文， 全书
近20万字， 集自传性散文42篇， 分为“且以温柔
待此生” “王谢堂前燕” “世味煮成茶” 等六卷，
每篇均配有主题摄影。 应当说， 此书集合了一整套
点对市场、 因应读者的畅销元素。 从封面、 装帧、
排版、 插图、 字体、 广告乃至用纸， 整本书的印制
细节无不追求和体现一种女性审美， 呈现一种精
致、 安静、 优雅的“文艺范”。 应当说， 此种审美
定位与白落梅的文字风格、 作品调性乃至生活体
验， 深度契合。 当图书成为一种产品， 它从一开始
就指向目标读者的心理需求或缺乏， 与其说是在打
造一个隐性IP， 莫如说在勾勒一枚粗略标签。 然
而， 它毕竟不是一般的“作品结集”， 而是带有营
销主观的 “产品自觉”， 从一个出版策划的技术维
度， 或许带有某种启示性。

我想说的重心不在这里， 而是白落梅的文字。
哪怕你只读过一篇， 你都会发现： 白落梅的文字里
散发着极强的古典与唯美味道。 她不厌其烦地一再
展示自己寄身江南， 远避喧嚣， 结缘梅庄， 煮茶养
花， 弹琴写字的温婉、 深情与优雅。 她写林徽因、
徐志摩、 张爱玲， 以一种“你若安好， 便是晴天”
“岁月静好， 现世安稳” 的内心期许， 于浮世生活
中试图辟一方文字净地， 展示一种回归自我的隐世
姿态。

或许， 正是她的文字追求， 她的生活方式， 她
的价值观念， 编织出一枚公众化的审美标签， 赢得
了不少年轻读者， 或年轻女性读者， 而尤其又以涉
世未深、 追求唯美的校园读者为主。

老实说， 白落梅的作品不适合我读。 我承认，
她的作品有相当不错的中国文字功底， 典雅、 精
致、 干净， 诗意点染， 而语言里有一种特别的节
奏。 应当说， 她的语言， 是典型的文人化语言， 与

时下不少散乱无常的现代白话保持着一种距离。 长
短高低， 蕴藉起落， 其中又不乏关于生活、 关于命
运、 关于亲恩、 关于爱情、 关于花草之类彻悟之后
的若干“金句”。

然而， 在我看来， 白落梅的作品带着致命的缺
陷。 这种缺陷既足以拘束她自己， 也足以消耗读者
意气。 那甚至是一种凝固的审美模式与语言窠臼。
特别是当她的散文编到一起， 一篇一篇读过去， 一
种莫大的审美疲倦便如沉沉瞌睡不可遏止。 这些文
字里， 到处是概念化、 类型化、 标签化、 模式化的
矫饰， 乃至矫情。

我有点担心， 它们， 会不会给年轻读者带去一
种思想藻饰、 以辞害意的空洞文风？

当下， 对于应试体制下的中学生群体而言， 这
种精致化作品越是畅销,我们越是忧虑： 市场迎合
所孕育的将是怎样一种逼仄的心灵格局， 又是怎样
一种缺钙的思想在飞？

这显然不是白落梅的本意。 她， 甚至也是她自
己的樊篱。

她的语言， 或许是自己的， 但更多是古典意象
的刻意拼接。 全书40多篇文章， 名之曰自传， 其人
生旅历与故事只是隐约其间， 大量的都是独白式的
絮叨。 而这些独语， 与其说是真实的生活， 不如说
是一些江南隐者的概念化抒情与标签化审美。 几乎
每篇文字都在说到自己于黛瓦白墙的梅庄， 焚香煮
茗， 静坐修禅， 种梅植柳， 看云赏月， 抚琴窗下，
并且， 每篇文字都不忘说自己如何内心简净， 又如
何简衣素食， 如何通草木之灵， 又如何由茶禅里悟
得前世今生。 这些文字翻来覆去， 大同小异， 似乎
是对一个古代隐者的人生模拟， 全然不像是真实的
人生姿势。

白落梅以强大的自我感觉在重构一个世界， 强
大到忽略掉生命的丰富。 从她的文字里， 女儿小茶
像是另一种缩小版的白落梅,而并不见其作为孩子
的天真烂漫； 其女友与其说是友， 不如说是她的另
一个影子， 甚至其母亲也像是她的人生过去时。

在我看来， 白落梅的作品失去了“梅” 的风
骨， 却留下了“白” 的空虚。

黎红霞

他们生活在秦汉之后
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
久的时代， 皇权不振， 门
阀世家在朝野扩张， 以儒
仕进得失难测； 政权更
迭， 战祸频仍， 死亡成为
每天必须面对的话题。 在这样“人生忽如寄” 的
冷酷现实里， 他们风流自傲， 清谈玄学， 汪洋恣
意， 或寄情山水， 或湛乐饮酒， 在粗犷与纤细、
入世与隐遁、 分裂与融合的乱世流光中， 让自
己的生命活成令后世无比向往的“魏晋风流”。

《世说新语·文学》 篇说： 袁彦伯作 《名士
传》 成， 见谢公， 公笑曰： “我尝与诸人道江北
事， 特作狡狯耳， 彦伯遂以著书！” 袁彦伯即东
晋袁宏， 他将与谢安闲谈中讲到的江北故事写
成 《名士传》， 讲述有晋以来正始名士、 竹林名
士和中朝名士的故事。 这大概就是后世所谓
“魏晋名士” 的最初来源， 也是 《在深渊里仰望
星空———魏晋名士的卑微与骄傲》 这本书里大
多数人物的来历。

书里的讲述， 基本遵循历史发展纵的线索。
从刚健遒劲的建安三骨曹操、 曹丕、 曹植起笔，
至“林下之风絮咏才” 谢道韫在乱世中平淡安
稳的婚姻生活时戛然而止。 书中不仅记录了魏
晋时期35名士的言行轶事， 更为重要的是， 作
者融入主观感情， 尝试以个人视角和文学语言
细心解读、 体贴与穿透那些名士丰富而深刻的
内心世界， 使徐徐展开的魏晋人物画卷形神兼
备、 气韵生动。

他们率性不羁、 旷达玄远， 以自己的卓尔
不群和特立独行， 让那个时代呈现出多彩多姿
的面貌。 书中 《再耀眼的才华， 也要有人度》 篇
写到王粲病逝时， 当时的太子曹丕前往吊唁，
在一片哀思的气氛中， 曹丕对同去的幕僚道：
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 那么我们就学驴叫送他
一程吧。 说完， 自己便惟妙惟肖地学了一声。 于
是驴叫声此起彼伏， 蔚为大观。 《也许想着你，
不需要见你》 篇中讲到， 王徽之和弟弟献之的
关系非常好， 在徽之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时候，
传来噩耗： 王献之病亡了。 徽之执意奔丧， 但不
哭， 而是取献之琴弹之， 最后掷琴叹曰： “呜呼
子敬， 人琴俱亡！” 悲痛之下， 只过了一个月，
徽之也亡故了。 如果说这只是一种真性情的流
露， 那么嵆康“每非汤武而薄周孔” “越名教而
任自然”， 阮籍“不崇礼典”， 尝曰“礼岂为我设
邪”， 则以惊世骇俗的方式引发当时士人更深刻
的反省， 他们偶一聚会逍遥山林、 谈玄醉酒的
情景， 以竹林七贤高逸玄远的集体形象曳于后
世。

他们“走在崎岖不平的路上， 眼眸里装着
梦更装着思想”， 然世道不济， 才无所用， 于是
“托杯玄胜， 远咏庄老” “以清谈为经济”， 以隐
逸为高妙， “向外发现自然， 向内发现自己的
深情”， 由此也成就了自己。 他们承前启后， 鱼
贯而来， 在时代变局中上下求索， 探索与世界、
与自己的和解之路。

魏晋初的名士们， 如曹操还能高吟“山不
厌高， 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 “烈士
暮年， 壮心不已”， 王粲著 《汉末英雄传》 对拯
危救乱的汉末英雄大加赞颂， 建安七子“胆气
纵横” “或慷慨高厉， 或溢气坌涌”。 但社会的
大动乱如此狰狞， 死神对命运的胁迫又如此无
情， 建功立业的理想终究无法战胜人生的无常。
到竹林七贤时， 阮籍“看到前人的路走不通， 于
是选择了不作为， 但没想到， 不作为和走错路
一样让人痛苦， 他最后对儿子阮浑摇了摇头:你
表哥已经变成了和我一样的人， 你， 还是不要
了”。 之后向秀在死亡的威胁和利益的引诱面
前， 抛弃了嵇康们的自由和高蹈， 又为自己的
选择痛苦挣扎， 最后在 《庄子注》 中终于达到尊
严与性命、 清誉与政治、 个人自由和社会担当
的和解， 后来的人再也不必经历这种两难选择
的痛苦折磨。 这也才有了后来者如风流宰相谢
安在朝在野始终如一的安然， 他对人生与政局
洞若观火的旷达睿智， 体现在生活中的典型实
践， 是帮助侄女谢道韫在一时风华中选择了平
稳中正的王凝之为夫婿， 让她在举世颠沛流离
的岁月里收获了一段现实安稳、 岁月静好的婚
姻， 但乱世里哪有真正的安稳， 公元399年孙恩
叛乱， 王凝之遇难， 乱世葬送了谢安为她精心
选择的生活， 名满江南的谢家女子晚景凄凉。

初秋， 书里的他们陪我走过很多趟上下班
的旅程， 在早班车人潮拥挤之后突然空出来的
罅隙里， 在晚高峰后空旷的惬意中， 千年之前
这35个活泼的生命在命运多舛的乱世中的卑微
与骄傲， 常常让人唏嘘深思良久。

(《在深渊里仰望星空———魏晋名士的卑微
与骄傲》 北溟鱼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金飞

今年是民间
音乐家阿炳诞辰
125周年。《二泉
映月： 十六位亲
见者忆阿炳》是
首本以第一手资
料， 反映民间音
乐家阿炳真实面貌的“口述历史”
著作，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填补
了中国音乐史的空白。

阿炳（1893—1950），原名华彦
钧，江苏无锡人,中国民间音乐家，
享有世界声誉的音乐大师。 他创作
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已经成为人
类音乐宝库中的不朽经典。 小泽征尔曾说，他的音乐
只应该跪着听！ 坐着和站着听都是极不恭敬的。

本书作者通过数年寻访，对16位亲眼见证过当年
阿炳生活的知情者作了深入访谈。 受访者中，有阿炳
抚养过的非嫡亲孙女钟球娣， 有1950年阿炳录音时
的在场者黎松寿，有阿炳的邻居许忆和，有当年洞虚
宫内常替阿炳买酒读报的道士华寅生，有与阿炳有着
深厚交情的锡剧前辈艺人邹鹏， 有20世纪50年代无
锡《晓报》记者华钰麟，有无锡文物专家钱宗奎，有无
锡第二代“小热昏”艺人尤茂盛、周仁娣夫妇，等等。他
们谈及了阿炳对音乐艺术的痴迷、 日常生活的困顿、
街头卖艺的点点滴滴、 个人的成长经历等不同层面，
这些血肉丰满的感性回忆，为我们摹绘出一幅逼近于
真实的、在社会和人世的黑暗低处长久挣扎的盲人音
乐家肖像。

（《二泉映月： 十六位亲见者忆阿炳》 黑陶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破局：中国经济新机遇》
叶檀 著 东方出版社

作者语言犀利，观点
鲜明，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直指问题的核心，擅长用
数据与事实说话；不仅有
对宏观政策的解读，更有
微观层面对企业、 家庭、
个人的关注。 所谈论的话
题都是老百姓的关心事，
比如房价、 城市发展、人
民币汇率 、贸易战 、房产
税、 家庭资产保值等，是
难得的将专业与热点相
结合的佳作。

清华园日记 （全本·校注版）
季羡林 著 叶新 校注 东方出版中心

本书收录 季 羡 林
1932年至1934年在清华
大学上学时所写日记 、
大学成绩单， 辑录在此
期间创作的散文及回忆
师友的文字 。 四百余
条 、 五万多字全新注
释 ， 带你认识 “大学
生 ” 季羡林的朋友圈 ，
走进国学大师的精神世
界 ， 领略他的思想魅
力。

《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漫忆
父亲刘少奇与国防、 军事、
军队》
刘源 著 人民出版社

本书围绕刘少奇在国
防、 军事和军队建设方面的
丰功伟绩，以简洁、浓情且富
有个性化的语言， 对党史上
的若干重大事件以及刘少奇
与彭德怀、何葆贞、胡志明等
老战友的关系作了精彩梳
理 , 其中不乏独家掌握的史
料及补白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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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万物之美
感受万物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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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林杂记

精美是修辞的陷阱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