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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4月23日， 第21个世界读书日， 我们一起来读古典诗词。 安静地， 慢慢
地， 让每个字每个词都通透得发亮， 跳进我们的心里。

或许我们有过遗忘。 幸好， 千秋故园里的千古诗意， 早已渗透进我们
的骨血里， 稍一呼唤就醒来了。

现在， 整个春天都被古典诗词们唤醒了， 小朋友都说要看春景， 你还
不来么？

杨又华

（一）
读李白诗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冥

想： 要是能穿越时空、 梦回大唐该有多好！ 那
样， 我们便能走近这位诗仙， 一睹其诗酒百篇
的风神。 最好， 就做其身边的仆从， 跟随其杖
履， 书剑天涯， 饱览名山大川， 历经风雨浮沉，
遇见种种有趣的人事。

当然， 不止是李白， 让我们但恨异代不同
时的诗人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字： 屈原、 陶渊明、
杜甫、 苏轼、 辛弃疾、 李清照……

为什么我们会发思古之幽情？ 太史公曰：
“余读孔氏书， 想见其为人。” 我们心仪于这些
古代的诗人， 也是因为他们的诗行， 展现了一
个个光辉的人格、 自由的心灵。 屈原的孤愤与
忠贞， 陶渊明的淡泊与澄明， 李白的洒脱与豪
纵， 杜甫的沉郁与雄浑， 苏轼的旷达与圆融，
辛弃疾的傲岸与刚健， 李清照的悱恻与清新。
这些， 都是人格品质所散发出来的珠玉之光。

（二）
我们吟诵古诗词， 首先自然是欣赏其文字

之美、 音韵之美乃至于其意境之美。 但读诗所
得， 应远不止此。

诗者， 史也。 中国古典诗词的长河， 流淌
着中华三千年的政治史、 社会史、 文化史。 大

量优秀的诗篇， 无不是个人身世之感与家国之
思的合二而一， 无不记录着一个时代真实的历
史， 虽是“侧记”， 但它们往往比煌煌正史更真
实， 也更深刻。

今人写古诗， 或者只为“风雅”， 而古代优
秀的诗人、 伟大的诗人， 乃是用生命在写诗，
其心灵的刻痕深入骨髓。 他们留下的诗行， 就
是他们的人生。 因此， 我们读古诗词， 从 《诗
经》 《楚辞》 一路读下来， 也是在读中华民族
的心灵史。 而这部心灵史之丰富、 博大、 幽邃，
举世罕匹！

（三）
庄子 《秋水》 篇说， 河伯至于北海而向洋

望若而叹。 面对着中国古诗词的浩瀚长河， 我
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喟叹。

中国堪称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的王国。
自古以来， 中国人写下的篇什浩如烟海， 虽然
大多已湮灭于历史的风尘， 但留传下来的优秀
作品仍然灿若繁星。

我常常想， 拥有这样一座诗词的宝库， 是
中国读书人最可骄傲的快乐和幸福。

这座宝库， 荟萃了几千年来中华最美丽的
文字、 春夏秋冬华夏大地所有最美丽的山水、
围绕着人世间悲欢离合而产生的种种丰富而幽
微的情感。

走进中国古典诗词的王国， 你会神游八极，
思接千载， 你会心境澄明， 风烟俱净。 那种心

灵自由的感觉无以言表。

（四）
有人说， 随着文字的变革和时代的变迁，

中国古体诗词的时代永远过去了。 这话说得也
许没错， 但是， 我们没有理由把这一民族文化
的瑰宝尘封起来， 让中国最美丽的文字变成活
化石。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 我们曾经尘封了它。
自“五四” 以至上世纪80年代， 我们的“文学
青年” 崇尚的是欧风美雨， 对古典诗词几乎不
屑一顾或无暇顾及。 回过头看， 我们痛心地发
现， 这样实际上是丢弃了自己民族文学的根、
文化的根。

追求美与自由的心灵是不死的， 有着大美、
跳动着自由灵魂的中国古典诗词也不会死。 格
律诗词的时代或许是永远过去了， 但古典诗词
构筑的那个博大精深的精神世界依然鲜活如初，
依然令人怦然心动， 令人留连沉醉。

古典诗词， 承载和陶冶着一代代中国人的
家国情怀， 塑造着一代代中国人独特的审美意
趣， 像一条静静流淌的长河， 洁净和淬炼着我
们的文字， 撩拨和丰富着我们的情感， 陶冶和
提升着我们的情操。 这条长河的两岸， 便是菁
葱的精神沃土， 是中国人的千秋故园。

让古典诗词走进更多的课堂和家庭， 让诵
读乃至撰写古典诗词成为风尚。 让我们世世守
望这风光无限的千秋故园！

诗歌的力量
———读 《叶嘉莹说诗讲稿》
肖晓帆

这是一篇迟来的读书心得。 但如此
才得以观见诗歌精微深幽的力量。

6年前的那个春天， 窗外的花盛开得
格外娇艳。 忘了是怎样的一个因缘际会，
我翻开了这本书， 然后， 真正地， 走进了
诗歌， 走进了这个世界。

我开始感到自己前所未有的鲜活，
如“风乍起”， 不仅“吹皱了一池春水”，
也泛起了我生命的涟漪。 身体的每一个
微小的细胞都时刻准备着张开翅膀， 微
笑着， 雀跃着， 有时甚至是震颤着， 迎接
那富于灵感的欢乐的到来。

“诗歌中有兴发感动之生命的能力”，
无论讲述哪首古诗词， 叶嘉莹先生总是

会说， “这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重要的质素”。 她不似
其他的诗词评论家， 将诗歌嚼碎成各自独立的意象晓之
以理， 而是用最朴素的动之以情将你引入胜境。 她还颇
为孩子气地说： “古典诗词真的是美妙！ 你不觉得诗词
把我们大自然的景色写得这么美是多么奇妙的事吗？”
如同钟嵘 《诗品·序》 所云“气之动物， 物之感人， 故
摇荡性情， 形诸舞咏”， 当世间万物融进心中， 当灵魂
满溢着生命的欢欣， 我们如何才能做到不舞之蹈之地吟
咏生活呢？ 我深爱这句话， 每每念及都感到诗歌中涌动
着一种生命的热情。 无论是冯延巳“梅落繁枝千万片，
犹自多情， 学雪随风转” 中对短暂生命的无限眷恋， 还
是辛弃疾“我见青山多妩媚， 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无处
不知音的孤胆逍遥， 诗词总是将我们对生活深切的情感
和宇宙万物相链接， 产生一种共情的美感,有时连可恶
的老鼠都变得可怜可爱了。 有一年夏天， 家中溜进来几
只小老鼠， 在每日与其斗争的苦闷中， 我情不自禁地写
下了一首 《南吕宫·家有劣鼠》。 诗歌总有一种能力， 让
人感到点滴生活的神妙。

我也开始感到世界前所未有的深厚： “回首向来萧
瑟处，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
总会经历一些痛苦磨难， 但都不过是过眼云烟， 生命最
终指向和谐的宁静。 我们将世界放在心中， 我们更是生
来就在世界的心中。

“鸟啼花落， 皆与神通， 都与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
心灵有着相同之处。” 叶嘉莹在讲解李后主 《相见欢》
时说，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 无奈朝来暮雨晚来风，
而这寒风冷雨的吹袭打击， 是只对花草吗？ 那是整个生
命所遭受的挫伤。” 万物造业， 唯有悲悯才能共生。 正
如诗人塔朗吉的 《火车》： “去什么地方呢， 美丽的火
车， 孤独的火车？ 凄苦是你汽笛的声音， 令人忆起了许
多事情。 为什么我不该挥舞手巾呢？ 乘客多少都跟我有
些亲。 去吧， 但愿你一路平安。 桥都坚固， 隧道都光
明。”

诗歌是座永不凋零的花园。 它使你在严酷的冬天也
会感到花的香甜， 血的温泉。 它使你从促狭来到广袤，
了解世界万物的奥秘， 遇见自己的灵魂。 它也使你飞越
束裹的碎片， 静守那永恒的自由。

郭虹

在当代文坛上， 陶少鸿属于稳扎稳打的
作家， 也是一位颇具特点的作家。 他的特点
是不浮躁、 不跟风， 他的创作道路， 显示了
他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坚守。 综观其创作，
就会发现， 他的题材深深植根于乡村沃土。
如果说7年前出版的 《大地芬芳》 关注的是农
民对土地的依赖与深情， 是关乎人的物质生
存的话， 《百年不孤》 关注的则是人的精神

归属和人类优良文化的传承。
《百年不孤》 有着历史叙事的宏大架构， 又有乡村叙事的

田园风情， 还有乡绅叙事的传统文化蕴含。 小说为读者铺展了
近现代中国百来年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 选取湘西北一个偏僻
小镇———双龙镇作为故事发生的具体环境， 绘制了一帧帧潇湘
民间风情的巨幅画卷， 塑造了岑励畬、 岑国仁两代乡绅形象，
表现出对中华文化之根的苦苦追寻。

小说通过岑励畬、 岑国仁父子开仓放粮赈济难民、 设立育
婴堂防止溺女婴等情节表现了人物乐善好施的品格； 选取岑励
畬为李家两儿子分家以及岑国仁为龙舟赛做中人等情节一方面
突出人物的办事公道， 从另一角度说明了岑励畬、 岑国仁父子
在乡民心目中的威望。 岑励畬与岑国仁有别于其他作家笔下的
乡绅， 他们是开明、 开放的， 他们识大体、 顾大局， 顺势而为，
无论是暗中资助共产党游击队， 还是对待儿女婚姻， 无论是政
府募捐还是强占祖屋， 无论是长工贵祥自立门户还是公分田产，
这对父子都表现出了其他乡绅从没有过的开明态度。 岑励畬在
吾之公的影响之下逐步完善自己的人格， 对被押上台遭批斗时
有人打了自己一扫帚一直耿耿于怀， 不断反省自己哪里做错了？
哪里得罪人了？ 他逢人便打听， 决意要弄清楚， 哪怕遭人误会。
他不能容许自己做人有不周之处， 甚至到了死不瞑目的地步，
当他得知这一扫帚是误打之后， 他安详地睡去了， 不再醒来。
岑励畬这种对人格完美的追求， 正是中国乡绅可贵文化的内质。

如果说岑励畬的性格一出场就已经定型， 只是通过历史变
迁来完善的话， 那么岑国仁则是在岁月中不断磨砺、 不断成长，
这种动态的塑造人物的方法使形象更加饱满、 生动。 他一方面
承担着本土发展、 接替父亲位置的使命， 在长辈那里继承了淳
良、 温厚、 达观和仁义， 一方面在心里羡慕弟弟们自由广阔的
人生舞台， 一方面又在时代发展中不断丢掉一些消极的东西，
吸取新鲜的营养， 跟上时代的脚步， 融入新的时代。

小说把岑励畬和岑国仁两代乡绅放在历史发展的洪流中，
揭示了时代发展对人物性格和命运的深刻影响， 展现了传统乡
绅文化在近现代风云变幻中走向衰落的过程。

《百年不孤》 的书名让人自然联想到马尔克斯的 《百年孤
独》。 《百年孤独》 也是一部百年家族史， 一部百年变迁的地方
兴衰史， 但 《百年孤独》 中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个体， 集合成一
部完整的家族与民族的孤独， 虽然孤独的缘由各不相同， 但孤
独却贯穿他们的一生。 《百年不孤》 反其意而用之， 正如扉页
上赫然写着的： “德不孤， 必有邻。” 这句话出自 《论语》， 被
作家放在这里， 成为解读全书的钥匙， 文有“文眼”， 诗有“诗
眼”， 孔子的这句话亦可视为这本书的“书眼”， 透过这扇窗口，
读者可以领略百年间的风云开阖， 可以上溯源流， 寻到民族文
化之根。

（作者系湖南文理学院教授 《百年不孤》 陶少鸿著 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观照诗史中的
时代轨迹与文人心迹
周格

佛教对诗歌的影响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
象。 学术界向来有“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思想” “一代有一代之
文学” 之认识， 就唐代而言， 其学术重心应当是“隋唐之佛
学”， 其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则在于诗歌。 胡遂先生的 《佛教
与晚唐诗》 正是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的著作。

正如书中所写： “中国文学史上， 晚唐是一个转折时期，
也是一个备遭贬损的时期， 仅以严羽 《沧浪诗话》 为例， 即可
见一斑。 如其 《诗辩》 曰： ‘论诗如论禅， 汉魏晋与盛唐之
诗， 则第一义也。 大历以还之诗， 则小乘禅也， 已落第二义
矣。 晚唐之诗， 则声闻、 辟支果也。’” 然而， 胡遂引叶燮 《原
诗》 语认为， 晚唐诗的“衰飒” 乃是因其时代气候所造成， 并
非晚唐诗人本身气格低劣所致。 由此先生详其本末， 深究渊
源， 深有阐发。

《佛教与晚唐诗》 分五个专章探讨了佛教对晚唐诗歌的影
响， 描述了诗人们在自伤、 自慰、 自安、 自定、 自成等方面的
具体表现， 并将这一文学现象放在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发展过程
中作观照， 着重分析了科举取士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
与生存处境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宋初理学先驱“三先生” 胡
瑗、 孙复、 石介都是出身寒微者， 他们却都不以科举功名为
重， 其所创立以“内圣” “心性” 为标志的新儒家人格理想，
也为广大得不到功名、 无法进入仕途实现“外王” 人生理想的
封建知识分子们另辟出一条人生出路。 理学无疑是融合了儒释
道三家思想而又以儒释为主要成分， 但它吸取了晚唐人叹老嗟
卑、 过于寒俭枯寂的教训， 并采取了晚唐人另立价值标准的有
效方式， 企图树立“道” “理” 之精神实体来振拔士人的自强
自立性， 以安贫乐道的“内圣” 人格修养体现人生价值。 这正
是为疗治士大夫文人精神虚弱疾患开出的固本扶元之方。

由此看来， 一种人格理想之所以会在特定时期内得到肯定
并流行， 归根到底还是存在决定意识， 一方面是现实生存呼唤
理论， 另一方面也是理论为现实生存提供依据， 给出说法。 明
乎此， 我们对晚唐时代这些胸怀匡世济民之志而不能获骋的士
子们如此看重人格人品的清高、 宋代理学倡扬通过内在心性修
养以达到“成贤” “成圣” 的人生境界就不难理解了。

总之， 晚唐时所产生的这种崇佛士林风尚与文坛现象， 给
后世文人们在安身立命方面提供的主要是一种历史教训。 作为
知识分子， 无论处在何种生存状况下， 无论个人境遇是穷是
达， 其地位是高是低， 都始终不能忘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
不能动摇自己的人生信仰与理念， 只有始终坚持乐观进取的人
生观， 不断扩展胸襟怀抱， 强健精神气骨， 为社会作出自己应
有的贡献， 才是正确的人生理想与人格境界， 也才是一种应有
的人生价值的显示与人生成就的实现。

读
有
所
得

《百年不孤》的
乡绅叙事

———关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断想

春在唐诗里
绽放
颜乐山

春天是一幅美好的画卷， 春天是一
首诗。 诗意的春天， 在唐诗里绽放， 生
机盎然， 令人陶醉。

“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鸟。 夜来
风雨声， 花落知多少。” 孟浩然的 《春
晓》 是我最早学的一首诗。 每当我犯春
困不想起早床时就会不自觉地想起这首
诗。 春天处处生机， 韵味无穷， 在那不
经意的鸟鸣落花中， 便感受到了浓浓的
春意。

春天充满活力， 孕育希望。 杜甫在
《春夜喜雨》 中吟诵道： “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 春雨仿佛一座时钟， 适
时而来。 一年之计在于春。 农民们看见后， 抓紧积肥春耕， 准备播
种。

“黄四娘家花满蹊， 千朵万朵压枝低。 留连戏蝶时时舞， 自在
娇莺恰恰啼。” 一缕从大唐黄四娘家飘来的花香， 触动了我们的嗅
觉。 诗人笔下芬芳的花香， 浸染出了如诗的
画卷， 春光明媚， 蝶飞莺啼， 万紫千红的盛
春来了。

“诗家清景在新春， 绿柳才黄半未匀。
若待上林花似锦， 出门俱是看
花人。” 这是唐代诗人杨巨源
的 《城东早春》， 也是我刚学
的一首诗。 诗里的意思是说，
你要欣赏春天， 必须要在那个
柳枝刚发芽的早春就去， 不要
等到百花盛开的时候才来， 那
时人潮如织， 就晚了。

诗言志。 我们也要好好学
习， 争取做那个赶早看春景的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