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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庄

自上世纪80年代初作家叶梦从
益阳调来长沙工作， 在益阳和长沙之
间半生往返，来去本已只当寻常。及至
今年6月初，家乡读书会请她回乡做文
学讲座， 她竟忽然情怯。 出离益阳近
40年，她从未集中面对这么多家乡的
读者谈及自己的写作。在我看来，这样
的讲座无异于一场冒险， 倘若一个写
作者毫无保留地向一个参差不齐的读
者群体交付自己全部的内心， 能准确
接收到其精神信息的人到底有多少？
如果只是大而无当的泛泛之谈， 那这
样的讲座又有何必要？而叶梦，选择了
勇敢地向故乡和亲人袒露心迹。

台下近300名自由报名参加讲座
的读者， 有她的胞衣地三里桥老街上
的邻人，有她青葱年少时的同窗，有她
在工厂工作时的同事， 有因文学而结
缘的兄弟姐妹。台上的叶梦瞬间明白，
她生命历程各个阶段的见证者都已悉
数到场。她说：不照着讲了，你们问吧，
任何问题都可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转换，她
不再是一个讲授者， 而是把自己完全
敞开，变身为被追问者和被质询者。出
生于三里桥老街中药世家的叶梦，是
怎样在市井的烟火里， 在柜台高高而
又暗黑的药铺里， 从一个敏感自闭的
小女儿， 成长为一个自足自在的完整
的生命个体？ 她又是怎样从琐碎和日
常里汲取稀有的精神元素， 并以此喂
养自己的内心？这些，她其实都在文字
里交代过了，她写过的篇篇文章，都是
意念中路远迢迢的家书。40年后，这
位女信使， 终于亲自把家书送达她的
血缘之地。

在叶梦的散文集《月亮·生命·创
造》 后记里， 她曾写道：“作为一个女
人，最大的乐趣是创造。无论是生命的
创造还是精神的创造， 都能给我带来
快乐。创造能使生命得以延伸。我想以
创造来对抗时空的恐惧。 我所有的努
力只是对生命悲剧性结局预支的一种
安慰。” 这应是支撑她40年写作的根
本理由。为此，她从故土出发，以自己
的尘世生命为观照， 不断向着精神本
体掘进。在此过程中，她是如此珍视自
己的女性身份和独有的女性体验，如
此渴望通过创造和历险不断产生新的
推动能量，以期不断抖落时间的灰烬，
迎向日日升起的生命朝霞。 我一直以

为， 一个执着于精神并不断为自己的
内心储备气血和热能的人，假以时日，
待气血丰沛、热能满盈，便会有光焰凝
结于心海、于周身。与叶梦相交20余
年，以20岁的年龄之差，我从未感觉
隔膜，她是老师，亦是挚友，气息通达
之时，心意相合之处，我总能从她那里
感知到温暖和光芒。

是的，唯有感知，才是打开一个独
特而丰富的精神生命的正确方式。试
想，当一个生命经历万千世事，经历精
神苦旅，再经历年岁的重重包裹，这期
间，肉身、心灵、时间彼此交错、碰撞、
离析，其内里的复杂和斑斓，早已大于
我们肉眼所见的“这一个”。因此，成名
后的叶梦从未认领过评论界给她的种
种标签：女权写作、身体写作、乡土写
作等等。而在当时，每一道标签都足以
作为一张通行证， 让她稳妥地投靠到
某一文学旗帜下， 并迅疾打通获取更
大声名的通道。叶梦是清醒的，更是自
信的， 她拒绝减损自身丰富性和立体
性的所有判定。她只想知道，从日常切
入， 她的心灵探索究竟能够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边界？她只想验证，以精神为
器， 她对时空的抵抗到底能在多大程
度上破除生命的一次性法则？

因为叶梦在散文上的成就， 她被
当然地界定为一个散文家。 而我一直
觉得，她更是一个当然的诗人：敏锐的
直觉、 巫性的思维、 对自我的深层掘
进，对创造的深情迷恋，对时间的预见
洞察，这些，都凸显了她作为一个精神
自足体的诗意特质。 她像一个艺术游
侠，孤独地游走在艺术的边缘，摄影、
书画都是她的涉足之地。 而无论以何
种方式， 她都从未停止对俗套和模式
的反抗， 从未停止对内心和存在的叩
问， 从未停止对自我精神的修正和重
构。

而相较于一些外界的评论， 故乡
对她的懂得则另有一种温热和质朴。
这里，应该有一种“故乡密码”的存在，
即经由生命、 语言和精神的血缘产生
的某种暗示，使彼此的声息更易相通，
使迢迢的心路瞬间缩短。 正如叶梦在
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个人出生在
哪里是不可以选择的，他生长的环境，
他所存在的气场，他所感受到的一切，
是别的不在场者无法感受到的。”就像
这个下午的相见， 处于相同场域的读
者和故人，为着纯粹的热爱而来。他们
中的许多人并不从事文学写作， 也不
懂高深的文学理论，但他们懂得倾听，
懂得感知， 懂得乡音婉转里潜藏的隐
秘。

叶梦所具有的精神重力， 使她深
深地沉入到生命的暗层， 每个进入的
人都需自带热能，自持灯火，才能与她
的热和光相互接通。

文竹

不知是错觉还是敏感，读谢宗
玉的新著《独自远行》时，我总是不
由自主想到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
庄》———那种原始的记忆， 那种纯
粹的自然书写， 还有闲适的诗意、
心灵与人生的碰撞、 脆弱的纤细，
都那么亲切、 生动而又遥远若梦。
如果说《一个人的村庄》是把大写的人置于西北
的荒旷中作了一次谦卑的顶礼膜拜，那么《独自
远行》 是把贫穷孤独的童年置于江南僻静的山
区作了一次深沉的追忆和思想的洗礼。

《独自远行》共分五章：第一章“光焰与暗影”
11篇可谓成长记忆，无论是对食物的深刻记忆、
游戏规则的认知、善因的误读，还是情感的无处
安措、对黑暗的恐惧、莫名的忧伤等等，都是童年
和少年生活的简略勾勒， 展示了丰富的生活背
景；第二章“迷惘与樊篱”8篇可谓人事纠葛，记载
的都是未成年期所交所往及其带来的心理情
结，无论是勇担罚责的表哥湘元、陪伴读书的黎
华还是冬泳锻炼的三剑客、 突破三八线的晓等
等，构成了山村孩子的朋友圈，见证着朴素而纯
真的友情， 是作家少年和童年时丰饶内心的书
写；第三章“平常与异样”14篇可谓村庄反思，是
通过孩子的视眼来看待瑶村的生活日常， 无论
放牛、钓蛙、发咒、望月、拜年还是对光阴、阳光、
雨水、树木、年食等等的感悟，都重现着贫困岁月
给孩子的精神富足， 刻画了作家在封闭环境下
的自然成长；第四章“农事与亲情”7篇可谓乡村
农事，无论播种、除草、耕田、割物还是浇灌庄稼、
劳动受伤、拾粪施肥等等，都透露出家庭和睦、邻
里相亲的气息， 是作家对瑶村人文环境的雕琢
刻绘；第五章“木心与人心”25篇可谓花草树木
的触生感悟，无论是饥尝野草、撷花为食、采摘猪
草、染紫指甲的叙事还是梨花与兰花儿、三十六
荡与外婆的联想抒情等等， 都激荡着瑶村记忆
深处的眷恋与不舍， 是作家心灵成长顿悟的片
段拾取。谢宗玉通过追忆，不仅绘活了自己在安
仁瑶村的未成年生活， 更展演了纯朴江南山村
给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家的情感记事、 成长顿
悟，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地域特色。

每个人的童年与少年时光都是不可复制
的，时代环境、生活履迹以及情怀陶冶等，都在有
意无意地雕琢着自我的形象。因而，即使同处一
个瑶村、同时成长于一个时代、接受着类似的自
然与社会教育， 每个人都会长成自己的模样，这
是因为精神成长的导引、性格品质的合成，都是
多因素综合刺激的产物。而谢宗玉，就是解剖了
自己：他不仅把自己的记忆、经历、情感作了淋漓
的描述，而且把个性塑造里的种种因子、偶然、机
遇都作了尽情的表达。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次
精神的孤独远行， 行程中的一人一事一物都会
给每个人的精神添加变化动因， 怀抱感恩而谨
慎之心势在必要，但热爱生活、进取勇气、从容气
度、宽博胸怀、高瞻远望都也不能缺少———这些
既是点滴的活血，又是一条激荡的河流，把人从
山村的闭塞带出， 走向或许不能期许的远方，但
有过程的精彩也就足够。

我特别欣赏谢宗玉对花草树木的敏悟，他
灵性的语言带有显然的哲理思辩。譬如《饥尝野
草》中认定的“苦涩是人生的底色”，《抠满一杯蓖
麻子》将蓖麻看作为“一种世俗的植物”，《燃烧艾
叶的日子》中氤氲着的昏沉与心平气和，《光荣的
小红花》 中那带有傻福的木芙蓉……他把景
语、 情语融入到自己对农村凡物的观察和顿
悟之中，从而使物事结合、情思互通，体现出
作家独特的敏锐 、机颖 。所以，我读《独自远
行》才会有种恍惚：似乎是散文的散漫，又似
乎有小说的集中；篇篇有灵光珍珠之语，处处
又透露禅思玄参；仿佛材料信手拈来，又天女
散花而去， 通篇巧妙缝合无间———《独自远
行》淡漠了文体的界限，把景描、事叙、情达、
哲思有机糅合，使散文书写、小说结构、戏剧
冲突、 诗歌抒情， 都有了充分自我表演的机
会， 使读者在痛快淋漓的阅读欣赏中忘却了
主体，亦步亦趋步入他精心设计的景致中不能
自拔。这是《独自远行》的独特魅力，也是谢宗玉
最为大胆的成功探索。

（《独自远行》 谢宗玉著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
社出版）

谢明

从世界上第一次蒸汽铁甲近
代化海战———甲午战争开始算
起， 日本帝国海军从成立到覆灭
总共不到五十年的历史， 用一连
串赌来的好运铺垫了最后的失
败。在《浩瀚大洋是赌场》这本通
俗历史畅销书里， 日本把占地球
面积五分之二的太平洋当赌场，
同时也掷出了相应疯狂的赌注、
赌徒和赌具： 那个赌注是整个国
家的命运； 赌徒则是注定要失败
的军国主义， 充满了权力意志和
裂变人格； 赌具则是在梦呓般的
自我陶醉和操纵中归于朽土的军
人和战舰。

真正的赌徒既不讲数学和逻
辑学，也不讲科学和经济学，而是
失去了道德认知和客观判断的人
格异化，成为魔鬼，他们沉浸在超
能的幻想和别具一格的出牌方式
中， 妄图颠覆基本的历史规律和
科学规律。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海
军企图用快速战舰和速射炮击败
北洋海军的大炮巨舰， 这场战争
他们赢了， 但他们想赌赢的那个
规律却是输的， 因为“定远”“镇
远” 两艘巨舰最终还是扛过了上
千发速射炮弹的命中， 安然回到
了母港。 然后是日俄战争的人海
战术， 乃木希典用两万多人的性
命占领了旅顺港外围的一个小高
地———他们再一次赢得了战争，
输掉了规律———人肉盾牌和滑膛
枪永远不是马克沁机枪的对手。
荒唐的是， 这两次为日本帝国主
义赢来巨大赌注的胜利， 彻底膨

胀了他们的野心， 唯结果论让他
们忽略了自己在正义和科学上都
失败的事实， 甚至用一个虚妄的
军事大国幻想， 去掩盖资源匮乏
岛国的事实。

社会科学的发展， 已经允许
我们能使用更多的角度和更多的
工具观察战争， 赌是一个心理学
视角，也是一个执行力视角。当年
无论是大东沟海战、 威海卫保卫
战、对马海战，都有不少实地观察
者， 大东沟海战有英国德国战舰
冒着被误击的风险近距离观战，
威海卫则云集了英美德法西等国
十余艘战舰隔岸观火———我们可
以将他们视为观赌者或者是跟赌
者， 他们留下的记录成为了构成
《浩瀚大洋是赌场》 的重要史料，
得出的结论也比日本人远为客
观， 大东沟海战英国和德国主要
是观察本国制造的军舰性能和双
方战术；而围攻威海卫阶段，英国
作为跟赌者的本来面目暴露无
遗， 他们借给日本的战争借款即
将本利双收， 随舰记者写回的报
道不断刺激伦敦金融市场战争债
券的上扬。

而对于垂暮腐朽的大清帝国
而言， 这场被逼的陪赌成为一场
深远民族灾难的开端。 他们没有
近代化的金融体系，没有银行，无
法像日本那样用金融杠杆去借取
赌资。他们有海军作为赌具，却没
有维护赌具的一系列制度和保
障， 连军舰所烧的煤都是外国人
挑剩下的劣质煤。 这场失败的刺
激也是如此剧烈， 引发的百日维
新等一系列历史变革， 终于将一
个大国引向了自强之路。

赌博是弱者的方式， 真正的
强者会掌握必胜的铁律， 而那个
临时的胜利者， 毒液一般的赌性
继续在太平洋的脊背处蔓延，偷
袭、决死冲锋、神风特攻、回天鱼
雷……赌博的花样不断翻新换
代， 最终统统在核裂变这一科学
铁律和侵略者必败这一历史铁律
面前化为齑粉。 即使是纯数学意
义上的赌博， 也从来没有赢家可
言， 像掷硬币一般百分之五十的
概率，结果也是久赌必输，因为里
面也得不断累积机会成本、 时间
成本和不可控风险。 当赌博战车
绑上国家命运和人民命运， 里面
算式的复杂程度更不会被赌徒所
掌握。
（《浩瀚大洋是赌场》 俞天任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张正旺

我接触的第一本关于大自然
的书，是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
湖》， 那已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
它对我影响至深， 不仅让我领略
到了大自然的简单至纯， 也为我
思考如何找到生活的最佳平衡状
态提供了良方。比如书中的这句：
“让我们像大自然那样从容不迫
地度过每一天， 不让任何一片落
在铁轨上的坚果或蚊子翅膀把我
们抛出轨道。”

按照我的理解， 像大自然一
样去生活即是忠诚于自我。 人生
苦短， 要想做一个内心自发快乐
的人，就得放下一些身外之物，尤
其是在物质高度繁荣的现代社
会， 大多数人对于精神层面的追
求似乎无动于衷， 能够遵照心灵
意愿生活的人少之又少。 但我从
《飞跃高原》一书作者肖辉跃的身
上看到了这种可贵的自我。 对我
来说，她大多数时候不是朋友，反
而是生活的向导， 带我远离纷纷
扰扰的尘世， 亲近简单纯朴的大
自然，获得心灵上的平和与愉悦。

作者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一直
都是我所敬佩并羡慕的。 她一开
始是因为爱鸟扛起了照相机，慢
慢深入之后，热爱变成了责任。看
了作者的书稿， 我感受更多的是

作者对于人与自然之间日益紧张
的关系的担忧。 中国的工业革命
起步较晚， 刚开始不得已通过牺
牲环境的方式换取工业经济的发
展，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能够为我
们现今解决环境问题提供条件和
资本，但这还远远不够，保护环境
更多依靠的是人人的自我意识，
一种发自内心的对大自然的虔
诚，作者的书正是一声呼吁。

本书的开章写到了藏羚羊，
这些描述很让我感动， 尤其是羊
父亲推小羊那一段。 世间生灵皆
有情，不论是何种物种，父母对孩
子的爱永远是无条件的， 发自潜
意识。 如今的可可西里已经没有
盗猎分子的踪影了， 藏羚羊得以
保存完整的迁徙路线， 并在此繁
衍生息。 作者的后三章将视线转
移到了川西高原、 云贵高原、北
疆。 这些看似高远不可冒犯的人
间圣地， 孕育出了如此多的倔强
奇妙的生命。 我和作者一样迫切
希望， 多年之后我们的子孙后代
还能够与这些灵动瑰丽的雪山高
原、湖泊盆地相遇，安静地倾听那
些活泼却不失神秘的生灵在耳边
呓语。

我们是大地的孩子， 我们的
成长和发展与自然密不可分，随
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我们不断
改造自然， 可有些时候我们却不
顾自然规律， 心生贪念， 肆意妄
为，戳得她千疮百孔，这样的恶果
最终要由我们苦咽。 若想阻止悲
剧重演，我们必须善待自然、保护
自然、尊重自然，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协调发展。

我认为文学存在的意义应该
是反映社会重大问题。 作者的这
本书来得很及时， 不仅是热爱自
然的人们， 我希望属于这片大地
的孩子都有必要一读， 我也希望
读完此书， 大家都能明白作者的
良苦用心， 尊重这些洁白无瑕的
净土， 希望她们的美丽不会再被
打扰。

（《飞跃高原》 肖辉跃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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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美国学者林琪和
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伍贻业
就 乡 村 建 设 运 动 主 旨 等 话
题 ， 对梁漱溟先生历时13天
采访的实录 ， 基本回顾了梁
漱溟先生的一生 ， 讲述了他
精彩的人生故事 ， 读者可以

领悟到梁漱溟先生的思想魅力和儒家风骨 。

走马观书

《保罗·史密斯的
骑行剪贴簿》
[英] 保罗·史密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至道无余蕴矣:
梁漱溟访谈录》
梁漱溟 口述
林琪 伍贻业 整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 � � 作者被称为英国设计鬼
才， 也是一位疯狂的骑行爱
好者。在书中 ，他详述了骑行
世界中他最喜欢的人物和赛
事 ， 展示了他收藏的自行车、
骑行服和大量20世纪50—60年
代的刊物 ， 诉说了他从法斯
托·考皮和雅克·恩奎蒂尔等

早期骑行英雄身上获得的设计灵感。 本书有着当今世界流行的
运动与时尚设计的完美结合，尽享骑行运动的视觉美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