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读写四十年》
百花文艺出版社

本书侧重于
谈改革开放以来
的个人读写经历
与经验 ， 所收录
文章的作者皆是
当代一流的学者
文人 ， 全面展现
改革开 放 以 来 ，
这些学者文人读
写生活的巨大变
迁。

袁杰伟

袁枚似乎在文学史上不是很“有
名”。

好几位20世纪80年代大学中文专
业毕业的人听说我在写袁枚， 说：
“是袁牧吧？ 好像是明朝的。”

也难怪， 现在年龄在40岁以上的
人， 中小学时代确实没有读过袁枚的
作品， 而绝大多数人对一个文学名家
的了解与认知， 又主要是在中小学时
代。 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 袁枚的
作品并没有被选入中小学课本。

但袁枚在新生代中又渐渐为人所
知。 近年来， 袁枚的 《所见》 《随园
后记》 《与薛寿鱼书》 《黄生借书
说》 等多篇作品入选不同版本的中小
学课本， 其 《子不语》 中的“女人是
老虎” 的故事， 也被改编为歌曲广为
传唱。 中小学生对袁枚是不会再有我
们这一代人的陌生感了。

而在一些对袁枚有更多了解的人
中， 很大一部分对袁枚的“印象” 似
乎不太好， 有说他是“色魔” 的， 有
说他是“吃货” 的， 更有人说袁枚就
是“好吃好色好玩” 的。 也许， 每一
个名人被大众所认知的都是其表面，
甚至是其被扭曲的表面。

我想， 写 《袁枚传》 这本书， 至
少要让读者对袁枚有一个比较全面、
本质的认识， 让读者感受到袁枚人生
的追求选择及其思想、 情感、 诗文中
所蕴含的正能量、 超越时代的意义。

2012年8月25日， 在北京举行的
《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 丛书创作会
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瑜老
师在点评作者发言时指出， 一定要把
袁枚当作一个思想启蒙者来写。 在袁
枚思想轨迹的描述上， 我一直是按照
这个提醒来定位的。 那么， 如何看待
袁枚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的价值呢？

早在19世纪， 英国的古典政治经
济学家和德国古典哲学家就有中国文
化自身不可能孕育出现代性因素的论
说。 这一学说曾影响1929年至1937年
的中国社会史论战。 然而， 20世纪以
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明清经济史研究，
以大量第一手材料验证了鸦片战争以
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
义萌芽的论断。 清中期和晚清时期，
许多商业资本转化为手工业资本而不
再流向土地， 不少地主、 士人乃至官
员弃农、 弃文、 弃官经商， 一些不带
有政治、 军事性质的纯商业性质的市
镇兴起， 证明中国人也参与开创了世
界现代史。 袁枚就属于清朝中期弃官
经商的典型代表之一。

1985年出版的费正清主编的 《剑
桥中国晚清史》， 承认中国的现代化
萌动开始于鸦片战争以前， 它在相当
大的程度上“是中国社会内部演化的
结果”。 而中国内发原生的现代化思
想文化的历史根芽就是在明清之际的
早期启蒙思潮之中， 这种启蒙思潮的
集大成者以顾炎武、 黄宗羲、 王夫之
等为代表。 袁枚是在这一启蒙思潮影
响之下的思想者和实践者， 他是以诗
人、 作家而不是以思想家的身份出现
在世人的面前， 他具有启蒙意义的思
想全部蕴含在他的生活和写作实践之
中， 蕴含在 《子不语》 《随园诗话》
《小仓山房文集》 等作品中， 如盐之
溶于水， 由于缺少纯理论的著作， 以
致人们难以认同他是一位思想启蒙的
重要参与者。 《袁枚文集》 60卷， 其
中不少带有鲜明的思想倾向， 抨击封
建王权、 封建道统、 封建孝道， 反对
女子裹脚， 提倡性灵之学； 在生活实
践中， 他倡导女子学诗， 组织女子诗
会， 扶持后学， 嘲弄腐儒腐官， 经营
文化产业， 收费选诗， 讲究美食， 乐
于与官场有识之士来往， 这些做法大
胆突破了传统的义利观， 突破了传统
的男女之大防， 突破了传统的清高思
想。 由于袁枚交友广泛， 他的书又广
为发行， 主盟诗坛达50年之久， 他的
思想启蒙的实践和诗文都对社会产生
了重大的影响。

(《随园留韵———袁枚传 》 袁
杰伟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舒文治

有幸生活在香草美人的原乡， 身边是一座座自然长
成的楚辞植物园， 我却识不得几种花和树， 更不用说博
物和格物了。 取兵的新书 《洞庭草木深》 正好给我补一
课， 且是必补的家乡风物课和田野调查课。

给我们共同的家园建一座文学化的植物园， 厚植
土， 多栽种， 源源输送营养液， 于四季轮回中尽情享受
乡土之酽、 陶潜之乐、 舌尖之福、 安梦之静、 自然之
趣， 这该是取兵在时光里越发宏盛的愿景。 走进这座园
子， 他当上一个兴奋而尽职的导游， 见物说物， 引类其
事， 娓娓道来， 博学说开， 特别让我这等植物学的门外
汉恶补了知识， 对平常多见的葛桑麻、 桃桂樟们， 总算
弄清了纲属科目、 生长习性、 多重价值及附着其上的情
趣情怀， 它们衍生着道不完的传说故事， 守望着土地生
长出的无尽秘密。 说着说着， 那些野生植物都成了他家
的乡邻、 他家的器具、 他家的粮仓、 他家的酒藏、 他家
的茶道、 他家的四季菜谱、 他家的果盘小吃， 物尽其用
而不觉用者贪， 反而觉得， 本该如此， 自然而然。 为
何？ 取兵在每一种植物身上均化进了自己， 有他的成长
年轮， 有他的记忆印渍， 有他的隐痛和快意， 有他亲人
们的烟火日子和命运寓言， 说到情深处， “真想把自己

活成一朵荷， 不为懂得， 只为慈悲。”
取兵颠覆了“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的武断， “落

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花犹如此， 何况乎
人？ 取兵汲取了诗人无隔有境的感知书写方式， 大书对
草木的人性方式、 审美范式： “人于草木， 焉能无情。”
进而， 他赋予洞庭草木人格化、 活态化、 个性化、 个人
化， 打通了人与草木的天然壁垒， 畅然行文气， 使人与
物双向交流互感。 这一切， 由于是洞庭湖畔、 临湘山村
的物语人情， 又特别具象、 亲近、 触手可及， 让人油然
生出一种美妙冲动： 明天， 该逃离喧闹之城， 要么乘
舟， 深入洞庭腹地去看芦苇水鸟； 要么回家乡， 像一只
欢快、 认路的狗， 到处嗅嗅， 一路撒野……

只有对草木一往情深者， 才可能不断将冲动付诸行
动。 取兵正是这样的行动派， 他大约是天然的田野侦
探， 要向大自然探寻并索引它散漫留下的馈赠和密码。
这会不会是他一生执着的雅好呢？ 但愿。 明朝遗老张岱
总结过： “人无癖不可与交， 以其无深情也； 人无疵不
可与交， 以其无真气也。” 张岱自己就是一个十足的痴
汉， 痴于山水、 园林、 花鸟、 梨园、 鼓吹、 烟火、 骏
马、 古董、 考据、 茶道、 美食， 当然还有写作与做梦；
在 《陶庵梦忆》 中， 他写了一个名叫金乳生的园艺师，
一生痴爱花草， 宅前构花圃， 四季轮植数百种奇花异

草， 烂漫如绣。 弱质多病的金乳生每天早起， 不盥不
栉， 匍匐阶下， 侍弄花草， 细捉虫蚁， “虽千百本， 一
日必一周之”， “日焦其额， 不顾也”。 张岱活脱脱写出
了金乳生对草花的痴态痴状， 激赏之情溢于言表， 原
来， 他们是同道中人。 于草木有深情者， 古往今来，
“德不孤， 必有邻” 啊！ 取兵以他深情的文字证明， 他
也是一个“草木痴”。

寄情山水与草木的散文， 张岱写得已近极致， 他是
小品文的一代宗师。 其后， 此类散文泛滥开来， 特别是
现当代更是乱花迷眼， 其题材、 手法、 情愫， 无论怎样
推陈出新， 都难免给人旧瓶装新酒之感。 我理解， 取兵
是情到深处不写不行， 痴者自顾， 情胜于智， 爱好到一
定程度， 就不会太讲究章法， 何况取兵深知集合大于
各部分之和的结构法 ， 他这部新集别出心裁地贴
上地域文化的标签， 给草木们划了一个同心圆， 圆
心是洞庭湖， 半径是湖湘山水， 于是， 这些草木就
成了我们的乡党， 湖湘物候志就有了可触摸体察的温暖
感和在场感， 读它， 犹如倾听乡音在导游， 看到熟悉的
草木在招手。 它们从来平常， 却从不吝啬， 它们正是东
坡先生叹为所止的“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之所
共食”。

(《洞庭草木深》 葛取兵 著 西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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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云波

郑山明君托人带给我一本书， 本来以为是他
从政多年的“经验” 之谈， 拿到书一看： 《乡愁
的滋味》。 里面“那些年” “那些事” “那些
人”， 全是关于故乡的陈年琐事。 原来， 乡愁就
是人的一种病， 从你离开故乡那一天起， 它就与
你如影随形、 挥之不去了。

山明君是我的学友， 也是老乡。 我们都来自
湘南的同一个县， 相距也就10多里路。 后来一前
一后进了同一所大学， 学的都是中文， 我比他高
一届。 毕业后我先参加了工作， 他毕业就读研，
等我两年后再回母校读研时， 他成了我研究生的
师兄了。

有评论说， 《乡愁的滋味》 “既是一幅描写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湘南农村风土人情的生活
长卷， 也是一部记录中国地方社会颇多生动细节
的历史文献。” 书中写过年、 酿酒、 赶圩、 春耕、
双抢、 抗旱、 打石灰、 割草、 记工分、 摸鱼、 烧
窑、 挑煤、 碾米、 织布、 补锅……一路读来， 小
时候乡村生活的记忆， 一一浮现在眼前， 那样真
切， 那样熟悉。 对我来说， 小时候， 春耕、 双
抢、 割草、 摸鱼、 挑煤之类的活， 我也都干过，
也参与过生产队的“记工分”， 但如酿酒、 打石
灰、 烧窑、 织布之类， 其流程写得那么细致、 生
动， 则是我等无能为力的了。 还有， 书中写乡村
中的人， 如麻生、 毛领大衣、 木鱼脑壳、 秀秀、
驼子、 裁缝等， 还有他的父亲、 母亲、 长兄， 对
我来说， 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让人心有戚戚。
山明君初中毕业停学务农过一年。 1974年高中毕
业， 在“广阔天地” 历练， 1980年才上大学， 这
成就了他对乡村生产劳动、 日常生活的熟悉， 也
成就了他对“中国湘南农村风土人情的生活长
卷” 的细致刻画。 对于现今一辈的人来说， 里面
的许多生活与劳动场景都早已陌生。 留住一份历
史记忆， 将之当作一份“颇多生动细节的历史文
献”， 真的一点也不为过！

记忆那么真切， 那么入微， 要不是它们在心
海中百转千回、 刻骨铭心， 是酿不出这么一坛乡
愁的老酒的。 酒入愁肠， 化作相思泪， 这就是乡
愁的滋味啊！

山明君在书的序言 《遥望乡愁》 中坦言， 多
年的城居生活， 并没有让他适应“城市的喧嚣、
官场的角斗、 人际的疏离与防范”， 他的灵魂在
城市上空飘浮， 内心一直在向往故园、 遥望乡
愁。

我曾经写过一篇散文 《回不去的是故乡》。
从你离开故乡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你将成为一
个游子， 进不去的城市， 回不去的是故乡， 回乡
的路早已断绝， 于是， 只好如山明君一般“遥望
乡愁”， 乡愁也就成了来自乡村的“城市人” 的
一个永远的精神之梦。

（《乡愁的滋味 》 郑山明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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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胡治兵语录》
刘强 译注、 导读 岳麓书社

《 曾 胡 治
兵语录 》 是我国
近代军事史上著
名 的 语 录 体 兵
书 ， “中国十大
兵书 ” 之一 。 本
书集中反映了曾
国藩 、 胡林翼的
军事思想和治兵
谋略 ， 在我国军
事史上有着重要
地位和价值。

《新工业革命的中国战略》
赵昌文 等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本书是2018国
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丛书之一种， 重点
研究了全球新工业
革 命 的 进 展 与 趋
势， 深入分析了中
国推进新工业革命
的基础和挑战， 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中
国新工业革命的战
略 构 想 、 核 心 内
容、 政策和制度保
障 ， 并 以 上 海 为
例， 跟踪研究了新
工业革命在地方层
面的具体实践。

李历松

“钱” 从来不是小事。 读钱就是读历史。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 使用货

币的历史长达五千年之久。 中国古代货币在形成和发
展的过程中， 先后经历了五次极为重大的演变： 自然
货币向人工货币的演变,由杂乱形状向统一形状的演变,
由地方铸币向中央铸币的演变， 由文书重量向通宝、
元宝的演变,由金属货币向纸币“交子” 的演变。

中央政府控制发钞权为代表的金融体系， 是中国
两千多年中央集权帝国财政史的基石， 货币发行及
“钱” 背后的逻辑故事， 其实蕴藏着解读社会政治经济
演进和中国大历史兴亡的诸多密码， 当前依然深刻影
响我们的社会运行和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钱”， 其实也是小事。 用心读“钱”， 可以读出
无穷意趣。

现代人的日常与钱息息相关， 关于“钱” 的前世
今生自然也成为有用而有趣的知识。 欣赏与收藏历代
钱币已成为大多数人可以参与的文化趣味。 拂去历史
尘埃， 每一种古老的钱币都是岁月的吉光片羽。 无论
在博物馆里静静躺着， 还是在收藏爱好者手中被细细
端详， 每一枚小小的钱币仿佛一个过往时代证明“我
存在” 的呼吸。 抚摸它们， 那些斑驳的凹凸痕迹， 金
属的肌理光泽， 各异的形状和文字， 恍若一个个不同
王朝最后相同的叹息。 历史隔着千百年， 就是这样简
单地化为一次小邂逅： 它跳跃在你的眼前， 甚至指尖，
借一枚钱币复活。 倘若你了解钱币背后更多的知识，
有趣的“钱” 的故事还可以更长。

“博物馆迷” 张一晗先生是一位优秀的职业设计
师， 也是一位优秀的历史文化释读者， 他用擅长的插
画手法融入对钱币收藏文化的热爱， 创作了这本有意
思的绘本读物， 把“钱趣儿” 的乐趣和“读钱就是读
历史” 的内涵很好结合， 把相对繁复的中国古代货币
史生动活泼地拎了起来， 像一串叮当作响的“孔方
兄”， 让钱币文化爱好者特别是青少年， 读起来如数铜
钱般轻松有趣。

本书通俗易懂， 非常适应青少年增长知识的需要，
对于钱币和中国历史， 非常生动而浅显地做了很多介
绍， 对于那些没有入门， 或者刚刚入门的钱币爱好者，
是很好地扩充自己知识面的知识性读物。 是不是读了
本书就掌握了对于钱币相应的知识？ 作者说： “当然
不会。” 不过， 读了本书， 可能对于钱币和中国历史有
了兴趣， 因为， “古钱币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之一，
文化和知识太深奥了”。 如果由于读了本书有了兴趣，
那么， 到“博物馆研究探索”， 那就是读者“最大的收
获”。 如果有了更浓厚的兴趣， 可以收藏钱币， 研究钱

币， 了解钱币对中国文化、 文明的
进步作用， 对社会经济、 政治、 发
展的影响， 甚至成为学者。

收藏界著作等身的朋友李强教
授翻阅了 《钱趣儿》， 认为填补了钱

币收藏文化趣味普及方面
的空白； 我在本书字里画
间读到了作者张一晗有趣
的灵魂。

(《钱趣儿 》 张一晗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