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刊22 悦读 2017年12月2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肖欣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732349208@qq.com

童明

《芳华》 是前“文艺女兵” 严歌苓在时隔40多
年后， 对自己青春时期的女兵生涯的深情回望，
严歌苓甚至自称 《芳华》 是“我最诚实的一本
书”。 书中有关于严歌苓本人的诸多经历、 体验，
也有其亲密战友们的悲欢离合、 命运变迁。 《芳
华》 被著名导演冯小刚拍成电影， 正在热映。

严歌苓曾作为文艺女兵整整跳了八年舞，从军
经历伴随了严歌苓整个青春年华，也成为她取之不
竭的创作源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雌性的草地》
《灰舞鞋》《白麻雀》《爱犬颗勒》 都以部队生活为题
材，但多是以一个作家的客观视角来为那个时代的
军人塑像。 而《芳华》则具有浓厚的个人自传色彩，
以第一人称描写她当年亲历的部队文工团生活。小
说讲述上世纪70年代一些有文艺才能的少年男女
从大江南北被挑选出来，进入部队文工团，担负文
艺宣传的特殊使命。 郝淑雯、林丁丁、何小曼、萧穗
子在这个团队里朝夕相处，她们才艺不同、性情各
异，碰撞出不乏黑色幽默的情境。 严格的军纪和单
调的训练中，青春以独有的姿态绽放芳华。 小说用
40余年的跨度，展开她们命运的流转变迁，是为了
讲述男兵刘峰的谦卑、 平凡及背后值得探究的意
义。

刘峰是这个文工团里最不起眼的男兵， 比起
那些才华横溢的男乐手、 英俊潇洒的男舞蹈队员，
他个子不高相貌平平， 也无才艺。 他自觉承包了
团里所有的脏活累活， 慢慢地， 他成了每个人潜
意识里的依靠， 大家有任何困难， 第一想到的就
是“找刘峰”。 他被大家公推为“模范标兵”， 得
到了各级表彰。 他在这样的被需要中活得心满意
足， 并暗暗地深深地爱上了独唱演员林丁丁。 当
经过漫长的等待， 在他认为恰当的时机向丁丁表
白时， 他万万没有料到， 得到的是丁丁及大伙
儿平时对他的推崇完全相反的惊恐拒绝和被
“处理” ……严歌苓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好人” 刘
峰这个平凡、 不起眼的人物， 他却最终在四位女
兵心中雕刻出最深刻的印痕。 刘峰其实太不一般
了， 他超乎常人的心灵手巧、 他超越自我本能的
善良和利他心， 甚至他执着的爱情， 都让他卓尔
不群、 超越世俗。 这是严歌苓的小说创作中最直
接地倾情赞美男主人公的一部作品， 饱含了作者
代表自己以及同代人对当年的愚昧、 浅薄的深深

忏悔。
《芳华》 笔墨灵动活泼， 细节鲜活、 生动。 比

如她写萧穗子第一次注意到男兵刘峰： “我注意
到他是因为他穿着两只不同的鞋， 右脚穿军队统
一发放的战士黑布鞋， 式样是老解放区大嫂大娘
的设计； 左脚穿的是一只肮脏的白色软底练功鞋。
后来知道他左腿单腿旋转不灵， 一起范儿人就歪，
所以他有空就练几圈， 练功鞋都现成。 他榔头敲
完， 用软底鞋在地板上踩了踩， 又用硬底鞋跺了
跺， 再敲几榔头， 才站起身。” 这样的细节是作家
用脑子想不出来的。 而这样的情节在 《芳华》 中
比比皆是， 塑造了一群独特的女兵和男兵的形象。

《芳华》 涵盖了严歌苓的青春与成长期， 她在
四十余年后回望这段经历， 笔端蕴含了饱满的情
感。 青春荷尔蒙冲动下的少男少女的懵懂激情，
由激情犯下的过错， 由过错生出的懊悔， 还有那
特殊的时代背景， 构成了 《芳华》 对一段历史、
一群人以及潮流更替、 境遇变迁的复杂感怀。 今
天的作者严歌苓与当时的小女兵萧穗子在作品里

构成了时空以及理性与感性的对话关系， 重新呈
现了当时年代里青春的混沌、 感性与蒙昧。 生命
的恣肆与人性的层次、 时代的特征构成了 《芳华》
繁复的调性， 它向读者打开了多层面的认识路径。
《芳华》原名曾叫《你触摸了我》，因小说围绕男兵

刘峰因“触摸事件”被处理这一中心情节而生发的
缘故。 严歌苓的朋友将小说推荐给了导演冯小刚，
冯导看完小说后马上拍板改编成电影。他建议重起
名字， 严歌苓想了几个名字：《好儿好女》《青春作
伴》《芳华》。冯小刚觉得叫《芳华》好，他说：“‘芳’是
芬芳、气味，‘华’是缤纷的色彩，非常有青春和美好
的气息，很符合记忆中的美的印象。”原来冯小刚也
是年轻时入伍且同样进入部队文工团。严歌苓的小
说击中了冯小刚的记忆。这个记忆同样与“青春”这
个词汇紧紧相连， 他说：“我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队
友都是十六七岁身怀绝技的文艺兵，小提琴、长笛、
大提琴都水平超高，我想搬上银幕给现在的年轻人
看。 那是我们的青春。 ”

（《芳华》 严歌苓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余三定

汤素兰的长篇小说《阿莲》非常
独到、生动地描写了上世纪70年代作
品主人公、农家小女孩阿莲的成长经
历，我们从作品中看到，在当时的背
景下，阿莲的成长是艰难的，但又是
自由、快乐的。

阿莲成长的艰难，首先是生活的
艰难。 那时农村生活本就贫困，而阿
莲的父亲长年在外打工，母亲整天外
出做裁缝，阿莲实际是跟着阿公（爷
爷）、阿婆（奶奶）慢慢长大的。她五岁
多就天天背着几个月的弟弟走山路
到别人家里去吃奶，后来还要自己在
家里做饭，吃得很差，十岁多了才第
一次穿上凉鞋。 其次是读书的艰难，
阿莲上小学时上的是村级学校，条件
很差。 学校没有课外书可看，上小学
三年级了，当梅伯伯问阿莲：“你平时
读什么课外书呢？ ”阿莲居然不知道
什么是课外书，回答说：“课外书？ 什
么是课外书呀？ ”

阿莲上学期间几乎没有受到如现
在从上幼儿园就开始择校、开始为迎
接高考做准备的严酷竞争和约束，可
以说是纯“野生”、纯自由地生长、成
长的。那时候，考试很容易通过，完全
没有排名的压力，小学升初中也没有
升学考试。 阿莲上小学一年级后，作
品描写道：“低年级学生因为不到学
农基地劳动，所以只上半天课，除了
寒暑假老师担心学生把所学的东西
忘得太干净，会布置一点寒暑假作业
之外，平时几乎没有家庭作业。 大多
数孩子放学后回到家里， 把书包一
丢，吆喝上一帮朋友，背上草筐到河
边割草或者扛了扦担到山上去打柴，
一边干活，一边疯玩。 ”阿莲的情况则
是：“她放学以后主要是带弟弟，等弟
弟睡着了， 或者弟弟自己一边玩去
了，她就把课本拿出来，反反复复地
看。 一整本语文书，开学不久阿莲全
看完了。 碰上不认识的字，她就问阿
公。 阿公虽然并不主张女孩子多读
书，但只要阿莲问，总是很耐心地教
她。 没多久，整本语文书上的字阿莲
差不多都认识了。 ”这里描写的是真

正没有任何外在压力的， 纯粹自由、
自主的学习。阿莲的自由还表现在她
能自己做主， 当丁老师想让她作继
女，带她到省城吃国家粮时，阿莲连
想也没想就回答说：“不愿意！ ”家里
也只能完全尊重她的选择。

自由是快乐的源泉， 阿莲是自由
的，所以阿莲是快乐的。 阿莲的快乐
首先来自于学习。 阿莲天资聪颖，学
习对于她来说完全不是苦差事，而是
非常快乐的事。 在完全没有督促的
情况下，阿莲“已经是千丘田学校
读书最厉害的学生了，这是毫无疑
问的。 ”课外阅读的快乐更是给我们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作品写道：
“若干年以后，只要阿莲回想起来，还
是会觉得那年的暑假是最快乐的暑
假。她完全不记得腰上的丹毒和大腿
根上的疖疮有过怎样的疼痛，只记得
一本本连环画和一个个神奇的故
事。 ”

鲁迅在散文《风筝》中说过：“游
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 ”“玩具是
儿童的天使。 ”《阿莲》中写道：亮伢子
站在大石头上， 把双手合成喇叭，对
着空旷的天空和面前的崇山峻岭大
声喊：“哟嗬———哟嗬———哟嗬”。 莲
妹子觉得有趣， 也学着亮伢子的样
子，双手合成喇叭，朝着天地之间大
喊“哟嗬———哟嗬———哟嗬”。 这个游
戏是与崇山峻岭对话，与天地、与大
自然对话。 玩具则是就地取材，作品
中写到了阿莲玩“抛石子”游戏，写到
了欣赏扑克牌，写到了阿莲等最喜欢
听阿公讲“寒凉时节”（从前）的故事。
作品中写到阿莲与自己一同成长的
男同学明亮和谐相处、 相互关心、相
互帮助，也是十分惬意、十分快乐的。

阿莲的成长今天可以给我们许
多启示：艰难可以磨砺人，锻炼人，培
养人， 艰难有时可以成为很好的老
师；自由和快乐对孩子们来说是特别
宝贵的，我们今天的应试教育在很大
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牺牲儿童和少年
的自由和快乐为代价的，值得我们很
好地反省、反思。

（《阿莲 》汤素兰著 ，湖南少年儿
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何以稳定》
阎小骏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在国内经济社会快速
现代化和国际环境动荡不
安的复杂局面下 ， 中国何
以能够保持国家基本政治
秩序的稳定 ？ 本书汇集了
阎小骏自 2005年以来在华
北 、 中南和华南基层进行
的大量田野调查研究的成
果 ， 以鲜活丰 富 的 材 料 ，
有力回答了近年来西方学
界力图解答的这一问题。

《最后的独角兽》
彼得·毕格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在遥远的淡紫色森
林里， 住着一只孤独的
独角兽。 在偶然得知自
己有可能是世上最后一
只独角兽后， 她告别朝
夕 相 处 一 百 多 年 的 森
林， 踏上了找寻同族的
漫漫征程……本书是在
全球畅销 600万册的传
奇经典。

《浪潮》
托德·斯特拉瑟 著 中国商务出版社

本书讲述的是发生在美
国高中校园里的一个真实故
事 。 教师本·罗斯本想通过
一堂实验课使学生切身明白
什么叫德国纳粹， 但每个人
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在不知不
觉中滑向了 “独裁” 与 “纳
粹” 的深渊……由小说改编
的同名电影， 曾荣获多项国
际大奖。

李争光

文学创作， 无论是小说、 戏剧、 诗歌、 散文， 若能表
现出一种特有的风格， 乃是一个作家艺术成熟的标志。 有
幸读了青年诗词家向小文先生的部分诗词作品， 大吃一惊。
其作品虽然数量不多， 题材也不广泛， 却有着明显的艺术
特色。 炼字、 炼句、 立意等方面都表现出一种清新俊雅的
风格， 亮丽清莹、 新奇俊秀。

他诗词的清新俊雅， 首先突出地表现在炼字方面。 他
用字十分别致奇丽， 令人耳目一新。 如“西风扶我上雄关，
林海苍茫碧翠喧。” 本来是西风吹拂着我， 而用一个“扶”
字， 不仅生动别致， 而且有内涵， 好像是风护着诗人， 使
他的心情特别畅快。 与“西风烈” 相比各有不同的意趣。
“共饮风云飞墨韵， 夜来梦醒满天香”， 明明是写饮酒， 却
说是“共饮风云”， 一个“饮” 字深刻描绘了因饮酒而令心
激动得如风云翻转， 诗韵洋溢， 如飞如洒。 而“飞墨韵”
的“飞” 字， 可谓平中见奇， 神采别具， 足见诗情之盛。

他的用句炼句， 一方面多有佳句， 另一方面则有奇句
新句。 他诗词中佳句很多， 或写景， 或述事， 或抒情， 或
阐发哲理性的深思， 皆以清新俊雅的风格出之， 随手一翻，
如“借来桃色春风唤， 霾过天蓝度万山”“秋色三千襟袖里，
文心几度雨烟中”， 都是很美的佳句， 皆以清新俊雅的笔调
写来。 “桃色” 可以“借来”， 又以“春风唤” 之， 霾过而
天蓝， 又可度山， 何等雄奇， 又何等出新。 说“秋色三千”
本就不俗， 又说在“襟袖里” 则更见新奇。 “文心几度”
却在“雨烟中” 激荡翻腾， 尤见清新。 这些佳句， 既写景
又抒情， 情景交融， 别开生面。

另外， 向小文诗家的许多诗篇， 诗句佳美， 又统一地
表现出了清新俊雅的风格， 这是很难做到的。 如他的 《游
天子湖》： “和煦清风丽卷收， 尘烟渺渺碧悠悠。 湖天一色
渔舟往， 岩障千重日月流。 浪拍寒崖文涌底， 客闻逸事史
生愁。 青峰随我波涛上， 望远春深欲说休。” 起承转合四个
层次的句子都一致而美丽， 难能可贵。 素来诗家们在正面
描写的题材上很难写出新意， 但向小文诗家这首正面描写
的诗作却有出乎寻常的立意。 前二联着重以写景为铺垫，
后二联着重抒情而落点在尾联， 用“望远春深欲说休” 生
发出一种深蕴的思绪， 其起点则在“客闻逸事史生愁” 上，
由逸事而肆意发之， 虽扑朔迷离， 却耐人寻味。

向小文作品， 无论是字词句， 乃至全篇的立意， 都表
现出一种鲜明的风格， 这是一个作家走向成熟的标志， 相
信他会在将来越写越好。

还儒家
以本来面目

曹辉

“人能弘道 ， 非道弘
人。” 两千多年前的儒家思
想精髓， 需要每一个时代的
学者去重新发掘与诠释升
华， 以展现其新颖的活力与
张力。 湘潭市文联副主席李
运启穷数年之功编纂的 《现
代儒家读本》， 即是以历史
的宏度、 发展的视野、 现代

的眼光， 寓儒家本来面目于洋洋洒洒的文字中， 让读者在字
里行间领悟儒家文化的内在意蕴， 感受中华民族伟大的生命
力、 创造力与凝聚力。

我与李运启先生都就读于湘潭大学， 相识多年。 他毕业
后， 曾到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进修， 教过书， 当过记者，
也曾任过广电局负责人，目前就职湘潭市文联，曾出版长篇小
说《迷途》《湄河纪事》， 编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读本》等书，
颇受读者欢迎。

儒家经典， 卷帙浩繁， 虽是哲学博士， 穷数年之功， 也
不一定能读完， 普通人则不免望而生畏。 偶尔读一两本， 对
儒家的主旨多半不能融会贯通， 了然于胸。 而对于大多数现
代人来说， 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潜心古籍， 皓首穷经。 李运
启先生编纂的这个简明读本， 将儒家的主要代表、 主要著作、
主要观点囊括其中， 即便是理科生读了这个选本之后， 也能
对儒家有一个粗略而全面的了解。

读本对过去一段时间人们对儒家思想的一些误解和歪曲，
作了纠正和澄清。 现代人对于儒家的误解根深蒂固， 由来已
久， 知识分子因受西方思潮的影响， 几乎一致认为， 儒家思
想乃是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以致从顶礼膜拜到口诛笔
伐， 从烂熟于心到避之唯恐不及。 改革开放之后， 许多被歪
曲篡改了的东西得以平反昭雪， 但儒家仍然以一种保守、 落
后、 反动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人们的意识之中。 如今， 国家
大力提倡弘扬传统文化， 而儒家在传统文化中又占据着核心
位置， 要真正恢复中国人的文化自信， 首先必须消除这些误
解， 恢复儒家思想的本来面目，《现代儒家读本》便肩负着这种
使命。

该读本摒弃了过去老读本中迂腐过时的观点与表达方式，
用现代化的语言与眼光对儒家思想进行了重新阐释。 在剥去
层层误解和各种有意无意的歪曲之后， 你会发现， 不管是春
秋战国时期的孔孟之学， 还是汉唐经学、 宋明理学， 再到今
天以民本为核心的现代儒学， 儒家思想已经成了历代知识分
子不断改进、 不断创新、 不断融入外来知识的一个思想体系，
是整个民族意识不断演化累积的综合体， 不仅与现代理念有
许多异曲同工之处， 还生动地指导着生活实践、 修身实践、
政治实践。

操千曲而后晓声， 观千剑而后识器。 李运启先生潜心学
问， 笔耕不辍， 这部能让现代人读懂、 又能与现代理念相接
轨的儒家读本， 将带你我重温儒学、 感悟儒道， 善莫大焉。

（《现代儒家读本》 李运启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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