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很好玩，但有时也很丧》
[俄] 安东·谷迪姆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用巨大的脑洞、冷幽默和独特的生活哲学，描绘
出了我们在家庭、校园、职场、地铁站、咖啡馆等各个生活
场景中好笑、令人意想不到的故事，令人捧腹之余，也令
人深思，引发强烈的共鸣。原来，每个人生活中都有无力
的时候，都有沮丧的时候，不要怕，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
读读这本漫画集，让自己笑笑，继续前行！

《狐鬼启示录》
梁晓声 著 现代出版社

梁晓声个性地表达了他对《聊斋》文本特点、文艺价
值、人物及故事等方面的评价，透过小说观照了当时中国
社会的百样情态，尤其是中国文人的隐秘心理。读者重温
经典的同时能有所发现和感悟，并透过《聊斋》看到人性
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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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所得

周碧华

在我熟悉的汉语语汇海洋里，“叹为
观止” 这个词似乎已死寂多年， 我没料
到，是“逸迩阁”帮我激活了它。

那一天，我慕名前往逸迩阁时，车抵
澧水河畔的石门县易家渡镇， 我感觉到
一种神圣的氛围渐渐浓厚。 富庶的平原
上，农家小楼鳞次栉比，一栋7层小楼卓
然而立，它外观并不豪华，却在其他小楼
的包围中显示出不俗的气质，友人一指：
这就是逸迩阁。

在讲解员的引导下， 藏书万册的我
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馆内藏书、刊40
多万本、册（件），其中藏有各类图书30多
万种、期刊5万多册、珍贵历史报纸1万多
份、 其他文献资料和具有文化特色的实
物3万多件。其“镇馆之宝”为全套影印文
津阁《四库全书》，仅方志就有2万余册！
还有世界学术原著5000多本， 期刊创
（复） 刊号5000多种， 中医书刊5000余
种；宗教文化书籍器物3万多种。

这不是有钱便能办成的事， 这需要
一种比钻石还珍贵的精神。 中华文化五
千年生生不息， 与无数的汉语典籍传承
下来分不开，它们像火种点燃夜空，始终
照耀在中华民族前行的路上。 北京文渊
阁、沈阳文溯阁、承德文津阁、杭州文澜
阁等古代藏书点， 就是先祖给我们子孙
最大馈赠。 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投巨资
建成中国最早的民间藏书楼“天一阁”
后， 清代乾嘉时期学者阮元曾说：“范氏

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家，
唯此岿然独存。”他哪里知道，当代又横
空出世一座“逸迩阁”呢？

上亿甚至数十亿的文化工程太多
矣，也有个人投巨资的“文化工程”，而逸
迩阁则是纯公益性质。 许多完成原始资
本积累的富人，或投资房地产，或投资矿
产，或任子孙挥霍钱财，而高金平易琴夫
妇在家族支持下， 倾三千万资财干这样
一件“傻傻的事”，我仿佛看到某个夜晚
家族成员在灯下议事的场景， 当他们达
成共识时， 脸上写满神圣， 眼里满是坚
毅。 在现代科技将人们带向一条不可预
知的深深隧道时，他们逆向而行，向着有
光的方向挺进。

他们是睿智的，“君之子泽， 五世而
斩”，唯有书香能滋养子孙后代。岂止子
孙呢？石门，或石门以远的地域，因了“逸

迩阁”的书香浸染，人才辈出将是必然的
事，因此，这个家族于民族文化，是壮举；
于乡梓，是造福。

我在馆内参观时，脚步轻移，连大气
也不敢出，那么多的典籍，就像无数先贤
列队而立，我未焚香净手，不敢翻阅，我
只怀着怦怦的心跳，由着“叹为观止”这
个词一次次涌现脑际。 我只能一遍遍抚
摸纯红木全卯榫结构制作的书架， 书香
与木香交融，隐隐透射出高贵典雅之气，
如此高档的书架， 也足以佐证高氏夫妇
及其家族对知识对著者的尊重。

更让我感慨的是， 该馆的每个细节
都颇具匠心，藏书、读书、品书、著书；收
藏、探究、传播、交流，这样丰富的功能，
试问有几家纯公益私家图书馆能做到？
首任馆长是著作等身的梁颂成教授。梁
教授曾是高金平读师范时的老师， 如果
说他俩在师范仅有三年之缘， 那么，因
“逸迩阁”而师生续缘，又岂止三年，这是
令人羡煞的美谈啊！ 学生因老师的学问
而敬仰，老师因学生高贵的追求而骄傲。
高金平先生曾指着一间供学者游学而居
的房间对我说：“这是为您准备好的。”我
汗颜，不是学富五车的人，岂敢在汗牛充
栋的“逸迩阁”下榻？我乃俗人，岂能在先
贤们身边安卧？

正如一位台湾学者题写的“逸迩阁
书院”横匾所言，“君子所其无逸，自应
肄学乐教，圣贤间亦甚迩，何不尚友亲
仁”。逸迩阁不仅仅是一座图书馆，它引
领的是一种风尚，它体现的是一种人间
大义。 据说离该馆几百米远的地方，是
规划中的高铁站，我仿佛看到天南海北
的人，正朝圣般地向易家渡而来，向逸
迩阁而来……

饶毅

喜欢游历的人，去京都寻访古意，去
北海道看盛夏的薰衣草或冬日的雪景，
都不失为一件惬意的事情。当然，如果时
间允许， 三四月间更应该踏上一次日本
之旅， 让美得不可思议的樱花在你人生
的画卷中投下印记，亲历一场真正的“风
花雪月”。樱落如雪，日本人称之为“樱吹
雪”。枝上的樱，风中的樱之舞，以及地上
的樱之落，都各有它的姿态和意境。

如果你喜欢读书，喜欢纸墨清香，其
实游历日本还有另一种方式， 那就是去
寻访古旧书。时间合适的话，能参加一场
“古书祭”， 更是十分有趣且让人难忘的
事情。日本各地都有专营古旧书的地方，
规模不一，一般而言，要当地且十分留意
这一行当的人士才了解。 它或许就在某
一清冷、偏僻的小巷深处，只有一二行人
偶过，对于观光客而言，很难有机缘与它
谋面。但是，东京却是个例外。

东京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古旧书市场
之一———神保町旧书街， 坐落在东京千
代田区的神田，以繁华、开阔、高楼密布
的神保町为中心，以靖国路、白山路两条
纵横交错的主干道为主体， 附带着周边
的小巷、小街，遍布了176家书店，有的气
派体面，如摩天大楼的“三省堂”，更多的
则小巧、雅气、宁静。神保町书店街被日
本人称为“古书的麦加” 或“古书的圣
地”，也被日本环境省选为“香味风景”
地之一，其“清香雅洁”之美，无疑收获了
日本人的尊重与欣赏。每年10月，书店街
举办为期10天的神田“古书祭”活动，每
家店铺会拿出自家的各色书籍， 以低于
平时的价格售出，吸引大批学者、学生，
年年盛况不减。书痴、书迷们沉醉其中，
多能斩获宝物，满心欢喜而归。

书店街始于19世纪90年代， 其时日
本刚刚开始学习西方文化，兴办了现代学
校，神田一带集聚着众多新式学校，东京
大学、顺天堂大学、明治大学、一桥大学
等，专营相关书籍的店铺多了起来，渐成
规模，成为今日书店街的雏形。时至今日，
书店街的书籍品类从哲学、宗教、文学、艺
术、自然科学到流行小说，无一不备。

面对一百余家店铺及琳琅满目的书
籍，如何高效、便利地寻找到自己想要逛
的地方，淘到自己心仪的书，书店街可谓
用心良苦。他们绘制了外观精美、内容详
尽的地图， 地图上绘制了所有店铺的位
置， 店铺的名字用12种不同颜色的彩条

覆盖，每一种颜色代表一种类型，如“文
学”类是大红色，“社科”类是深绿色，“思
想、宗教”类是棕色，“艺术”类是蓝色，
“古书全段”是深紫色，以最直观的方式
标示出每一家店的经营类型。

拥有“世界第一”名头的书店街其实
藏龙卧虎， 日本一流的大出版社不少在
这里都有高楼商城， 甚或这就是他们出
版公司所在地，如岩波书店、广文馆、集
英社、小学馆、日本文芸社等，尽显尊贵、
典雅与清高， 为爱书者挣足了体面。不
过，真正让爱书者流连忘返的，应该还是
那些温馨、朴素、沉静的小店。

对于中国人来说， 书店街更具有不
同寻常的意义。 很多书店出售的都是与
中国有关的书籍，若你是第一次逛这里，
必会惊叹于在异国的街头竟有如此丰
富、珍贵的中文古籍，多是日本出版社刊
刻的，也有大陆、台湾出版的。日本人大
多十分爱惜书籍，因而，他们的古旧书保
存十分完好，除了时光烙下的痕迹，人为
的损坏几乎可以忽略， 最让书迷们高兴
的是，价格还特别公道、实惠。据说以前
这里的古书比现在还要便宜， 随着中日
学术交流的深入， 中国学者们发现了这
块宝地，大量购置，价格竟因此上涨了。

如果时光再往回上溯更久远一点，
这些书店还曾是杨昌济、黄兴、杨度、陈
天华、 李叔同、 周恩来等驻足流连的地
方。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曾达二万余
人，大部分学生都居住在神田附近，这里
也被称为“中国街”。当年华侨们开设的
饭店有的至今仍在营业， 如名气颇盛的
汉阳楼，菜单上还标注着“周恩来爱吃的
狮子头”，让品味菜肴的人们有一种见证
历史的临场感。顺便提一下，这一带的不
少饭店十分“中国”，如建筑别致的咸亨
酒店，还有川国志（四川菜）、扬子江菜馆
等，让国人倍感亲切。

最为知名的专营有关中国书籍的书
店有两家：内山书店和东方书店。内山书
店与中国的渊源极深。1917年，内山完造
先生在中国上海四川路开设了一家内山
书店，鲁迅是常客，且与内山完造结下了
深厚的友谊。1935年，内山完造的弟弟内
山嘉吉在东京开设了另一家内山书店，
即现在的神保町店。 店内悬挂着内山夫
妇与鲁迅先生的合影， 且设有研究鲁迅
的专门书柜， 店家对鲁迅的崇敬之情一
望而知。 东方书店大部分经营中国现当
代出版物，多为新书，好古者在这里多不
会有意外收获。 出售中国古籍的书店数
不胜数，通衢大道上的东阳堂、庆云堂、
泽口、 一诚堂等书店， 还有深巷里的东
城、通志堂、诚心堂等，满柜满屋的古籍，
让眼前的时光都泛着一层古意与深沉。
主人虽不会汉语， 但有的汉学造诣却不
可小视，偶尔相谈几句，直觉书卷气充盈
而书商气却不多，令人心喜。

特别值得去逛的几家老字号书店有
一诚堂、明文堂、兰花堂等，一诚堂书店
创立于明治三十六年（1903），专营人文
学科类书籍，中文、西洋书均有。宫殿般
的大楼建成于1931年，共五层，整幢建筑
充满艺术气质，极具风采。创始于大正三
年（1914）的老字号明文堂书店，在这里
既可以找到资生堂的发展史， 还可以意
外遇见白乐天的《长恨歌》。兰花堂则是
安静地藏在小街里的一家书店， 自有一
种闲淡气质，店主也眉目清远，这里收藏
中国古代艺术类书籍颇丰。

还有一家叫“泽口”的书店，如里面恰
好有你要买的书， 买完书会获赠一张店里
的咖啡券，坐到二楼的窗前，喝一杯醇香可
口的咖啡，看着窗外的东京，繁华而宁静。
混合着书香与咖啡香的空气会逐渐弥漫开
来，一时间，让人有沉醉的滋味。

因为书，在异域，竟觉几分温暖和惬意。

王璇

传统诗词， 历来被认为是中国的文学瑰
宝。虽“五四”之后，其因新文学崛起而似乎于
主流文学中付诸阙如， 但一直坚韧地传承，并
伴随着当下的传统文化热潮重焕生机，《中国
诗词大会》所引起的广泛关注便为一例。

传统诗词文化复兴热潮，实则为中国文化
语境变迁的具体呈现，也是历史发展必然之文
化选择。可以说，随着近年来中华国力日盛，长
达一个半世纪的“文化自卑”情结开始从国人
的意识中逐步剥离， 民众文化自信显著增强。
尤其是在物质充盈的今天，追慕传统的生活方
式成为一种风尚，而如唐诗中那种畅达洒脱的
盛世情怀，更化作了一种理想符号，铭刻在人
们的精神境界之中———以文化层面观之，其实
质是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灵”从传统诗词悠久
深厚的文化意象与感悟中再一次寻找到了契
合的阐发方式。

传统文化即兴，传统诗文创作在此大背景
下也获得了新的繁荣。而于信息时代的诗人们
而言，写作姿态更可借助互联网工具的便利展
示与交流，一时间宿耆发力、新人竞秀，各见其
才。蔡聪君承古人流风遗韵，善为诗词联赋以
绘生活意趣、展心灵品格、说历史传统、抒感悟
情怀，实为其中卓异者也。

蔡聪深迷于传统诗文的创作，我与他结识
算起来已逾十载，彼时，他刚大学毕业不久，但
已在征联活动中屡有斩获， 声名鹊起。2014年
他与甘肃王家安、安徽赵继杰等人合著了《丹
桂五枝年并少———当代联坛青年五人作品
集》，付梓时邀我作装帧设计，当时我观其人其
作犹觉稚嫩，而五年来，为提升创作水平，他口
不绝吟唐风宋韵，手不停披诸子百家，以其好
学而逐渐视野开阔，又以其博学而愈加诗意斐
然。 古人云：“士必先器识而后文艺。” 时至今

日，当我翻阅《蔡笔湘诗文集》时，分明感受到
他已进入创作的成熟期，成为传统诗文创作圈
中年青一代少有的实力派人物。2018年他荣获
“2016-2017长沙文艺新人” 称号时的颁奖
词：“一个平时不太激起年轻人兴趣的传统文
化项目，在90后男士的专注和投入下绽放出华
彩”，无疑是对他极其精准的评价。

《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
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传统诗词所倚重的
境界，多是情景交融的实境，而诗意的兴发，则
是诗人以直觉与联想将物象转化为意象的心
灵活动。蔡聪之作也大抵如此，源于气、感于
物、兴于象而成于境。当他斟今酌古，以饱含自
我意识的艺术化语言将纷繁芜杂的客观世界
与真挚自然的“心灵意象”融洽合一时，世情、
亲情、友情与景物之情，皆饱满鲜活而诗意精
深。观其诗文集，作品有守正者，亦有赋予新时
代的形式与价值者，有古雅苍劲者，也有如沐
清流者。在蔡聪的笔下，文学典故、艺术形象、
生活态度、价值追求、哲学理念经由各种意象
融会贯通， 诗意成为一种最自然的生活情境，
作者本人也经由身体与精神的体验过程，找到
了自身文化情怀的表达之路。

毋庸讳言，以总体发展而言，当代传统诗
文创作的成就尚有待观察，当前传统诗文创作
圈中也出现了不少不容乐观的尴尬情境，有文
学功底不足的创作者，注重外在的字数、格律、
韵脚而不谙文体内在的句法结构；有虽尊古师
古而自囿于文字境界者，其作品多以铺陈辞藻
来绑架思想……其中乱象，流弊颇深，长此以
往，当代传统诗文创作虽或可借助古典诗词的
文化影响力而延续生命，但无疑将丧失与当代
主流文学对话的资格，更谈不上进入文学史的
价值。此种情境之下，蔡聪这种对传统诗词深
怀敬畏之心而又不拘泥于古的文化态度，以及
《蔡笔湘诗文集》“师其意、不师其辞”的创作理
念，无疑为对传统诗文创作抱有热忱而又不知
该何去何从的“新人”们呈现了一条清晰的道
路。

（《蔡笔湘诗文集》 蔡聪 著 浙江古籍出
版社出版）

谭伟平

战争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和平才是
人类的生存之本，是人类永恒的追求。战争为
什么会发生，和平如何获得并维持，是人类所
必须面对的永恒命题。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
潮流，如何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
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很值
得我们去研究和探讨，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以
芷江和平文化作为切入点展开和平研究的初
衷。

1945年的芷江，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意
蕴深远的意义： 它既是一个城市的位置标记，
又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结束的符号；它
既是中日“最后一战”的发生地，又是一次历史
事件的终止地；它既真实记录了苦难民众的顽
强抗争， 又集中表达了辉煌胜利的喜悦激情；
它既是一场战争结束的时间节点，又开启了研
究和平的新起点。《永恒的向往与追求———芷
江和平文化15年纪念》这本书，汇集了自2003
年到2018年这15年来围绕芷江和平文化这一
主题展开的探讨与研究，人们可以从中了解芷
江和平文化研究最原始、最基本的概貌。

14年抗日战争，中华民族有多少可歌可泣
的故事，芷江保卫战是这些故事中难以让人忘
怀的，芷江受降则是最让人激动不已的。有芷
江保卫战的胜利，才有芷江受降的出现；有纪
念中国抗战胜利的芷江受降坊，才有芷江和平
文化的落地。抗战名城芷江，让人们看到了中
华民族在危难中奋起抗争的勇气和决心。任何
时候任何人读了包括芷江抗战故事在内的中
国抗战史料，都会对我们这个民族产生由衷的
敬意！15年中， 在芷江召开了五届国际和平文
化论坛， 不断延伸着这一研究的深度与高度，
在世界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在人类历史上，战争与和平是一对孪生兄
弟，两者相生相克，既对立又统一。湖南省和平
文化研究的先驱者，就是从芷江受降这一历史
事件中得到了启发，获得灵感，从而组织了一
批专家学者和党政管理人员，开始了和平文化

的研究与探索。 这本资料汇编让人们看到，研
究者们通过硝烟战火的历史记忆，是如何集中
彰显芷江人民在国难当头时，不畏强暴血战到
底的英雄气概；是如何集中张扬芷江人民在苦
难深渊中同世界人民一道，为追求和平而闪烁
出人格、人性的魅力和人类本性的光芒。他们
精心呵护和平文化的春芽，悉心打理其枝叶树
干，建造起和平文化研究的砖瓦门窗、基石栋
梁……15年的辛勤耕耘， 建立了筚路蓝缕之
功，并在研究方向上实现了一些突破，开拓探
索了从现实中、从历史中、从民族中去寻找和
平文化研究的新途径。研究者们还对和平文化
的本源进行探讨，对和平文化、和平理念的产
生与发展进行思考，并将和平文化的研究成果
转化为校本教材，相继在小学、中学、大学开设
了和平文化的相关课程，实现了和平文化研究
成果课程化， 让青少年一代永远铭记历史，砥
砺前行。

和平文化研究是一个多学科、 多维度、多
途径的研究，因此，要求研究者首先在思维观
念上有突破，因为和平文化研究可以“横看成
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既有宽泛的理论
性，又有很强的实证性。如何在思维观念上打
破学科专业的樊篱，结合时代发展，在规律中
和发展变化中寻找新的理论支点和时代精神
闪光点，就成了和平文化研究的关键点和创新
点。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旋律，但
对和平的理解有不同的认识，实现和平的方式
有多种多样，如何从历史上和现实中总结归纳
和平文化的精髓与实质，是和平文化研究者们
最大的责任。应该说，芷江和平文化研究的探
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永恒的向往与追求———芷江和平文化
15年纪念》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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