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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三定

岳阳市作家协会少儿诗歌创作委员会主
编的第一部儿童诗歌集《会说话的陶罐》，我有
幸先睹为快，被深深地吸引了，觉得自然而然
是这部儿童诗歌集的最大特点。

这部诗集有真诚而真挚的创作出发点。从
事小学教育数十年的漆挺和他的同仁们一直
酷爱儿童诗歌创作， 早就创作过不少作品，但
那时是处在自发创作的层次，去年他们组建少
儿诗歌创作委员会后， 开展了很多有意义的、
生动活泼的活动，并组织、指导正在上小学的
儿童参与儿童诗歌创作，把儿童诗歌创作由自
发变成了自觉的行为。 他们不是无病呻吟，不
是为创作而创作，而是因为有了真正的创作冲
动，有了真感情要抒发，有了真感受要书写，有
了好意境要表现而开始创作的。这正如马克思
在《剩余价值论》中讲到弥尔顿为什么要创作
《失乐园》而做出的分析，马克思说:“弥尔顿出
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创作《失乐园》。那是
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 ”“春蚕吐丝”这个比喻
非常恰当，“春蚕吐丝” 不是出于外在的压力，
而是出于内在的生命冲动，是自然而然的。 所
以，我们要首先肯定这部儿童诗歌集作者们真
诚而真挚的创作出发点和创作目的。

这部诗集从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然界和日
常生活中取材，给人平易亲切、信手拈来的感
觉。《春风是不是生气啦》（漆挺）写道：“春风呼
啸着|把小树苗|快折断了||春风呼啸着|把垃
圾车|快掀翻了||春风呼啸着|把奶奶的梦|叫
醒了||春风是不是生气啦|春风是不是生气啦
||孩子， 春风|唤来春雷|唤来春雨|还要唤醒
大地的生机||大地已经|睡了整整一个冬|它
的心真的有点儿焦急”。“春风”是常见的自然
现象，作品前三节写春风的种种表现，自然而

生动，最后一节既是写实，又是用拟人化的手
法来写春风。全书所有诗作的选材大都来自
大家非常熟悉的自然界，或来自大家都经
历过或耳闻目睹过的日常生活， 这充分说
明，儿童诗的题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

这部诗集想像丰富、独特，可以说每首诗
都展开了想像的翅膀。《我把自己种在月田》
（朱平珍）写道：“我把自己种在月田，长成结月
亮的大树，撑开满天的星星，托起那一轮日出。
啦啦啦，啦啦啦，撑开满天的星星，托起那一轮
日出。 啦啦啦，啦啦啦，我把自己种在月田，长
成结月亮的大树，长成结月亮的大树。啦啦啦，
啦啦啦。”这里的“月田”是一语双关，既是指地
名“月田”，也是隐指“月”的“田”，这种隐指是
由想像所得。“长成结月亮的大树，撑开满天的
星星，托起那一轮日出”，想像奇特、夸张，但又
是建立在“月”的“田”的“现实”基础之上的。
《我想》（廖逊霖）写道：“我想，我想把自己变成
一朵云，在空中观察美丽的星空。 和小星星们
做游戏，一起欢乐一起开怀大笑。||我想，我想
把自己变成一条小鱼，去大海和其他小鱼一起
游戏。再一起去观察大海的美景，晚上，在大海
轻轻的波浪声中， 沉沉地睡去……”“我想”的
标题就是想像性的，“我想把自己变成一朵
云”，“我想把自己变成一条小鱼”，这两方面的
想像都是夸张的、美好的，让人神往的。《月亮
与太阳的约会》（王启哲） 写道：“傍晚时分|月
亮妹妹急匆匆赶来||太阳哥哥远远地见到|满
脸通红|转眼间|就躲到了云层里|太阳哥哥是
不是害羞了”。

月亮与太阳被想像为“约会”的关系，想像
“月亮妹妹急匆匆赶来”，又想像“太阳哥哥是
不是害羞了”，这种想像真是独创而又贴切，让
人难以忘怀。

《德国极简史》
詹姆斯·霍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明白晓畅地梳理了德意志民族的渊源、 疆域的伸缩、 王朝的更迭、
政权的博弈、 经济的消长……以及如何制造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创伤， 又如何
成为 “欧洲最大的希望”。 这本 “了不起的小书”， 被众多媒体推荐为了解德
国和欧洲腹地， 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 “必读书”。

《知宋：写给女儿的大宋历史》
吴钩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畅销书作家吴钩全新力作， 颠覆了传统上对宋朝 “积贫积弱” “腐败窝
囊” “党争不断” 的认知， 展示了宋代政治文明的优越性。 图书写作形式独
特， 以给女儿讲故事的形式， 从故事说人物， 从人物说历史， 从历史说文明，
趣味故事与硬派知识的结合， 有趣有料有温度。

《联结： 通向未来的文明史》
詹姆斯·伯克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现代世界里某项影响深远的先进发明， 总是能回溯至看似毫不相关的事
物。 詹姆斯·伯克这位 “科学史界的福尔摩斯”， 手握放大镜爬梳历史， 找到
挥舞气压计的物理学家、 改进车床的工匠、 避难深山的修士， 近距离记录他
们改变世界的时刻。 这是像侦探小说一样迷人的文明史。 改变世界的革新，
诞生于日常的联结； 谁联结了历史， 谁就能把握未来。

申宗鹂

上世纪50年代， 我出生
在一个江南水乡的诗书世
家。打记事起，每逢周三下午
（父亲公休日）， 我的父亲总
会习惯性地钻进老宅后花园
西北角的一栋两层楼房。 二
楼摆着《史记》《古文观止》和

诸子百家唐诗宋词等满满好几架子书籍。父亲半躺在藤椅上
翻着书，颇有鲁迅先生笔下“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
冬”的意境。

我上初中的时候，藏书楼里所有的书籍在“破四旧”中付
之一炬，母亲受惊跳井身亡，父亲携着年少的我下放来到农
村，住进了一间冬凉夏热、泥墙草顶的茅屋。 从锦衣玉食到粗
茶淡饭不消说，老鼠在床头被脚活蹦乱跳，我们父子俩相依
为命。对年少的我来说，那是一段看不到未来的迷惘岁月。为
了消遣时间，父亲凭记忆默写下《古文观止》等书中的名篇，
夜间逐字逐句边读边解释给我听。“肚子里多点墨水没有坏
处”，父亲这样对我说。

我的祖上申时行中过状元，当过帝师、首辅大臣，到我曾
祖那一代家道开始败落。 我祖父早亡，父亲十岁就给人当学
徒做工，挣了一份产业后，买地盖房，却不忘自己是读书人家
的种子，在后花园盖了一间藏书楼，鼓励子女多读书。 在父亲
熏陶下，我的哥哥、姐姐们都以优异的成绩进入清华、复旦等
高等学府，而我却因生不逢时中止学业，远离故土。 父亲深知
儿子的苦闷，常以《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等诗文
鼓励安慰我。“安心读书，总会有出头之日”，父亲温暖的话
语，使我在恶劣的环境中燃起了对生活和未来的憧憬。

我和父亲返城后，原来的大宅院被“七十二家房客”分占
着，我们父子被分配在一间小阁楼里。 邻里间吵嚷纷扰，闹得
素喜清净的父亲不堪烦扰， 兼之在农村那段日子的磨难，身
子骨衰弱，于一日中午突发脑溢血去了另一个世界。 可我知
道，他最不放心的是他那个在电表厂上三班、当工人的小儿
子。 1978年恢复高考，我以“引锥刺股”的拼劲终于被一所师
范院校录取。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刻，我的脑海里顿时浮现了
父亲耐心讲解诗文的身影。 可惜，父亲再也无法与我一起分
享这份喜悦。 思至此，我热泪盈眶。

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老师。 后来，老房退
还本主，“七十二家房客”渐次搬走，我走进杂草丛生的后花
园，推开藏书楼那扇虚掩的木门，踏着“吱吱嘎嘎”的木楼板
走上二楼。茶几、藤椅还在，空荡荡的书架落满灰尘、蛛网。别
梦依稀，恍然间，我看见藤椅上半躺着一位面目清癯的老人
在读书……我将藏书楼上上下下打扫一遍，书房里弥漫着父
亲的味道。 我知道，父亲舍不得离开这里，这里是他的根。

藏书楼的书架上渐次充盈起来：《辞海》《史记》《古文观
止》《资治通鉴》《复活》《乱世佳人》……这些都是父亲以前珍
藏的书籍。 闲时，我会泡上一杯炒青茶，学着父亲的样子，安
安静静半躺在藤椅上读书。 女儿长到3岁，就自己摸上楼，探
着小脑瓜，缠着我讲书上的故事。 渐渐地，她干脆自占了藤
椅。 一张藤椅，坐了三代人。 父亲是个喜爱读书的儒商，我一
生教书育人， 而女儿自少年起文字就屡屡发表于各类报纸、
杂志，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作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后来，
老宅迁拆，藏书楼消湮得无声无迹，唯有那一缕书香却世代
相传，致远而弥香。

黎红霞

纳兰容若与仓央嘉措，
一个是能骑善射的御前一
等侍卫、 康熙朝大学士明
珠长子， 是风度翩翩的贵
族公子， 是风华绝代的大
清第一词人； 一个是西域
高原受人景仰的六世达赖
喇嘛， 是桀骜不驯出尘入
世的旷世传奇， 是雪域最
大的王、 世间最美的情郎；
他们循着不同的人生轨迹，
走在几乎不曾重叠的生命

时空， 当纳兰容若1685年溘然告别尘世时， 1683
年出生的仓央嘉措还只是年仅两岁的孩子， 他们
如何遇见？

但是， 《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 这部优
美的长篇散文叙事诗篇， 用那般汪洋恣肆、 纵横
开阔的笔触， 辗转铺陈开仓央嘉措、 纳兰容若两
位绝世才子的绝世情致， 让没有尘世交集的两个
灵魂， 就像神交已久的故友般相逢， 将各自生命
中的迷惘、 寂寞、 喜悦、 感伤、 烦忧浅浅道来，
让读者们不由得为他们的感动而感动， 为他们的
悲伤而悲伤， 为他们的欢乐而欢乐， 更为他们的
消亡而不舍。

《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 并非一部关
于纳兰词与仓央诗的赏析和解读作品， 但我们还
是愿意把这部连接了纳兰容若与仓央嘉措近百首
诗词的作品当作一部隽永悠长的诗词之书来品读
和欣赏。

从开篇仓央嘉措的“曾虑多情损梵行， 入山
又恐别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
卿”， 我们跟随作者体味着仓央嘉措在佛性与爱
情之间的无奈与挣扎。

“山一程， 水一程， 身向榆关那畔行， 夜深
千帐灯。 风一更， 雪一更， 聒碎乡心梦不成， 故
园无此声。” 这是纳兰容若的 《长相思》， 那一片
狼烟犹在、 飞雪犹在、 呜咽犹在的边塞大地， 其
中的苍凉与辽远， 让纳兰容若震撼不已， 终究抵
不住他心中的情思悲苦。 如果说， 这样一首边塞
诗都能让纳兰容若写得情意绵长， 那么纳兰容若
的爱情词无疑会写得更加缠绵动人， “回头忍笑
阶前立， 总无语， 也依依” “背立盈盈故作羞，
手挼梅蕊打肩头”， 那样的纯真与娇羞， 我们懂
得。 而纳兰的悼亡词之情意深沉， 就更让人痛彻
肺腑、 不忍卒读了， 从“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
秋风悲画扇” 到“西风多少恨， 吹不散眉弯”，
从“幽窗冷雨一灯孤” 到“一生一代一双人”
“相思相望不相亲”， 那样的悲伤与思念， 我们懂
得， 却体会不得。 纳兰的词， 一字字一句句， 总
能在不经意间直达我们心底最柔软、 最细腻的地
方， 恣肆地悲伤， 快意地哀愁。

三百多个春秋如白驹过隙， 世间的模样早已
面目全非。 什刹海畔， 皂荚村头， 门隅边陲， 青
海湖边， 人间再难寻觅他们的惆怅与芳华。 但不
可思议的是， 今天我们在品读、 吟诵仓央嘉措和
纳兰容若的诗与词时， 不禁还是会为其中那雪水
月光般清澈、 烟水迷离般轻盈的意境着迷。 那些
孤独的华丽、 宁静的忧伤， 那些在文字中独舞的
天真和痴情， 凝成令万千读者怦然心动的相遇。

（《当仓央嘉措遇见纳兰容若 》 随园散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余秋雨

在我的众多著作中， 这本
很特别， 全是短文。

记得余光中先生曾经发表
文章， 称赞我的散文创造了长
篇幅的极限， “动辄万言， 长
而不散 ， 流转自如， 意蕴沛
然”。 后来， 很多评论家又以这
个特点来定性所谓“文化大散
文”。

其实， 文学是一个自由的
天地， 散文更应该收纳自如。
舞动漫天白绸固然是一种本事，
剪取庭前小枝也需要别有情致。
中国散文史上有一些短文非同小可， 例如
《世说新语》、 东坡随笔、 晚明小品中的一些
篇目， 虽寥寥几句， 却能穿越时间， 让后代
惊叹不已。 我认为， 中国散文在意境和语言
上的至美功夫， 大多体现在短文之中。

时至今日，生活节奏加快，一般读者没有
时间沉浸在长篇大论中了。 偶尔能过目一读
的，主要是短篇。 某些读者喜欢用文学来点缀
生活，动用的主要也是短篇。 纽约联合国总部
原中文组负责人何勇先生告诉我，当地有一家
中国人开的餐厅举办过一次“余秋雨诗文朗诵
会”， 他去听了， 发现大多是冒我名字的“伪
本”。这样的“伪本”，在国内网站上更是层出不
穷。 这显然损害了我的文学声誉，但我在生气
之余发现了一个技术性秘密， 那就是所有的
“伪本”都很简短。 这也就是说，当代读者更愿
意接受一个“简短版余秋雨”，伪造者们满足了
这种心理，因此屡试不爽，形成气候。

其实我也写过很多短篇散文。 例如 《文
化苦旅》 中有好几篇并不长， 《千年一叹》
《行者无疆》 的每一篇因匆匆写于路途， 也长
不了。 但是很多读者把它们看作一个个庞大
考察计划的片断， 不认为是独立的短文。

眼前这本书， 把我写的很多独立短文收
集在一起了， 可供当代读者在繁忙的间隙里
随意选读。 但是， 我毕竟是我， 从小就排斥
“文青” 式的抒情、 “鸡汤” 式的教言， 更厌
烦故弄玄虚的艰涩、 套话连篇的谄媚。 我把

每篇短文都当作一个文化大课
题来完成， 虽然笔调轻松， 却
包含着沉重的分量。 我想， 既
然当代人只能利用短促的片断
机会读一些短文， 那我们更不
能把这珍贵的机会糟践了。

这些短文大致可分两个部
分。 第一部分， 是人生长途中
的震撼式感悟， 叫作“万里入
心”； 第二部分， 是千年文脉的
点穴式提领 ， 叫作“文史寻
魂”。 大家一读就能发现， 第一
部分散逸放纵， 畅谈半辈子最
动心的人生感受， 完全不拘边
界； 而第二部分则在做一个艰

难的实验， 那就是用短文撬起半部文学史。
支点很小， 工程很大， 难度很高， 却是古代
散文家和外国散文家经常做的事情。 为了更
好地完成“文史寻魂” 的任务， 本书还经过
严格选择， 提供了一份唐宋诗词必诵篇目，
这也是着眼于当代读者极其有限的阅读时间。

本书所有的短文， 与传统观念和流行思
潮都有很大不同。 按照我历来的习惯， 如果
没有什么不同， 就不写了。 因此， 我要在读
者进门之前先做一个预告： 里边颇多坎坷荆
棘， 需要步步小心。

最后， 需要交代一下书名上的“雨夜”
二字。

我此生一直都在著述， 不分春夏秋冬，
阴晴雨雪。 只不过， 如果在深夜执笔时听到
了雨声， 则会惊喜地站起身来， 到窗口伫立
一会儿。 深夜的雨， 有一种古老而又辽阔的
诗意， 让我的思路突然变得鸿蒙而又滋润，
于是， 一个题目出现了。 但这个题目又不能
写长， 因为一长就失去了诗意， 而且那么美
的雨声又不允许写作人闭目塞听。 因此， 雨
夜的文章， 大多不会琐细， 不会枯燥， 不会
冗长。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从本书的文章之短，
感受到夜， 感受到雨， 感受到万籁俱寂中淅
淅沥沥的醒悟和微笑。 对此， 我有期待。

（《雨夜短文》 余秋雨 著 天地出版社
出版）

特别推荐

雨夜之思
短文之美

读有所得

自然而然的诗歌创作

好书导读

人世间
最美的相遇 书香闲情

一张藤椅
坐了三代人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