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龚军辉

韩少功先生提出的“文学寻根”命题，
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他的创作也多被人识为其寻根的探索。《爸
爸爸》《女女女》的激情满怀、锋芒毕露，到
《马桥词典》的冷静客观、不露声色，再到新
著长篇小说《修改过程》的定力十足、开放
包容，既是其人生履历的态度必然，也是其
文学叙事的策略转移或重心偏离， 其对艺
术表达的执著追求、创新尝试都弥足珍贵，
体现了一个优秀小说家的责任担当与艺术
自觉。

修改，是《修改过程》的核心词汇，在
小说中也是丰富而灵动的一个主体意
象。 在我读来， 包含由外及里的三层表
意：第一层，历史无法修改，个体生命轨
迹、人生履历都无法修改，必须尊重，这
是对生命的敬畏，也是人性的起点。作者
着笔描写的某大学中文系77级诸生，特
殊历史时期造就他们伴随共和国改革开
放40年成长，人生轨迹独一无二，不可
复制，人人皆具典型意义，每个人的命运
波折皆可大书。出生于官二代、在商界叱
咤风云捞得巨金而又爽朗豁达的马湘
南，最终孤独中跳窗自尽，其人生令人唏
嘘；楼开富从政多年，活得小心翼翼但仍
免不了遭人挤兑，遂改头换面奔赴美国，
在同学面前似乎风光无限的他， 其实在
美国靠救济度日，真相令人目呆；大学时
强悍凌厉的林欣在西北多年独自拼搏，
依然不改守信初衷， 接到马湘南一纸道
后歉柔情满怀， 风尘仆仆赶一场迟到的
聚会， 其性情令人侧目……这群高考历
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人物， 在理想主义的
感召下， 以涂抹青春热血的方式书写其
绝版人生，与时代同步的历史不容篡改，
其对社会、对人生、对世界的独特认知也
无法修改， 并为分析环境生态下的人族
共性与异性， 提供了丰富样本———他们
的人生切割点是相同的， 轨迹却是多向
的。

第二层，认识世界，认识自我是一个
不断修改的过程，而人生改变轨迹，往往
是偶然而必然的一两个为人忽视的拐点
事件，这是人性的易变易碎性，每个人都
会身不由己在时代冲突中蜕变， 甚至逆
生长， 这种人生被修改或主动修改的过
程，是在考验人性，也是在挑战自我。肖
鹏写小说， 是突然发现引为自傲的记忆
力衰退，欲重拾过往；马湘南从意气风发
到落寞消沉，是发现妻子携带有录音机，
怀疑一切最终封闭自我……潮涨潮落

40年，虽同窗情在，但生活已将众人变得面
目全非，因而在为林欣专门举行的补办聚会
宴上，众人的尴尬、窘困、无话找话，甚至夸
张自嘲表演，就真实得刺痛读者眼睛———面
具下的众生相，这群走过了激情、已经定力
充足的老人，都心知肚明、见怪不怪，但这陌
生的熟悉与客套，又包含有多少人情世态的
无奈与沧桑。

第三层，《修改过程》 用小说家的笔触，
敏锐捕捉到了现实与虚拟的距离，作者欲作
缝合与弥补。小说中肖鹏以同学为原型的网
络小说引起哗然大波，不得不删改、修订，表
明了小说艺术在现实和虚幻之间的挣扎。文
学艺术迫于生活现实和虚幻想象的冲突被
迫修改，既是无奈也是必然。毕竟，人们能看
到的事实不可能是全部的事实。史纤回到母
校、回归正常生活，却被新大学生们当作扫
地大爷遭受奚落，也是对青年知识分子的一
份劝告与警醒：没有承担和付出，以消耗家
庭积累与资源的游戏青春，是可悲的，不仅
是教育的失败，而且是对个人人生的彻底摧
毁。 史纤与心灵镜像中的自我辩白与对话，
则更意味深长：追逐理想者被驱赶、被侮辱，
与追逐现实名利功用者虽源、径、结局皆有
不同，但对放任青春光阴白白流淌的青年知
识分子的警喻作用是一样的———既然人生
易被修改， 既然修改后的生命轨迹不可复
制，就应在最美的年华摘取最亮的星辰。

韩少功是极具思想张力的大家，他用十
余年心血浇铸的《修改过程》，保持了其一贯
的情节简单、叙事明快、短句表意、概括力强
而又想象丰富的特点，看似散漫的主人公及
其独立故事，用肖鹏小说、陆一尘多方联动、
同学赴约这三根主线交织贯穿起来，使形象
互补，故事相延，构造了小说的艺术多维立
体空间。这种艺术尝试与韩少功一直追求的
艺术完美表达一脉相通，也提醒青年文学作
者：创新求变，是自我技艺再上台阶的动力，
也是最美自我最好的展示！
（《修改过程》 韩少功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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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实

《福音画语》是本好书。
好在哪里？好在见人，见识，见

性，见情。
杨福音的画怎样？字怎样？我无

法说，我不是画家，也非书家。不在
这个被窝里钻， 不晓得这个被窝有
好宽。但他的文章写得好，则是肯定
的。作为一个文字编辑，这句话，我
敢说。

作为一个文字编辑， 我甚至还
这样想，于他来说，文第一，画第二，
字第三。当然，画家可能不这样看，
书家也可能不这样看， 这只是我的
感受而已，或者说是我的谬论，一个
文字编辑的谬论。 人有时难免有点
谬论。奈何。

他说：“画画就是四个字 ：莫
名其妙。其妙处全在不可名状，全
在一时偶然触着。”写作其实也是
一样。

他说 ：“南楚文化有苍凉之

美， 它有别于江浙的温柔富贵之
美，也有别于西北的荒凉之美。我
曾这样描述， 初冬时令， 岸泊枯
柳，孤舟断缆，舟上不必有渔人。
苍凉美即悲壮美，这最能唤起对生
的眷恋，对生的自觉。湖南人兼有崇
高美和悲壮美， 他们在建立功业的
同时， 也完善了自身的人文品格和
道德情操。 这种人格魅力含有特殊
的诱人异质，独辟蹊径，自立门户，
敢为天下先，情理相随而情胜于理。
以及不在乎的大无畏洒脱，将侠士
情怀、文人襟抱、游仙散淡糅为一
体。”他的感受，我完全同意，但我
觉得还有一点， 那就是湘人的阴
柔美，仿佛也是与生俱来，在血脉
中，源远流长。

他说：“西方的诗歌说， 冬天过
去以后，春天还会远吗？这个句子就
没一点味， 是在讲道理， 是科普常
识，不是诗。中国古人说，有些残雪，
好去踏青。 它正好触到了冬去春来
那一瞬间的场景，画面情趣毕现，这

才是诗。”这个，我同意后半句。前半
句，我记得，江枫是这样翻译的：冬
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多少还是
有点诗意。

他说：“天有高情，世无慧眼，历
来如此。画家可分三类：一是在生
看到成功。 二是死后看到成功。三
是死后也看不到成功。 凡·高背时
些，但终究在死后名声显赫，诸葛
亮是名画家，但连一张真迹如今也
见不到了。齐老头的命好，在生看
到了成功。但他仍不满足，说三百
年后知我者。却也如此，白石在生
时，画价每平尺十四元。他要是看
到如今的画价，不气活才怪。其实，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道理要明白，
前人画画，后人得路。天经地义，吾
又何怨乎今之人。” 他是个对自己
期许很高的人。

他还说：“要留意功夫在画外
的人。”我觉得他就功夫在画外。

（《福音画语》 杨福音 著 湖南
美术出版社出版）

功夫在画外
———我看《福音画语》

好书导读

张千山

看到眼前这本《多彩城步》散文
集，不禁思绪万千。

饶兴军当了20多年的乡镇干
部，2007年冬， 到县委宣传部从事
新闻工作至今。 这本《多彩城步》，
收集了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创作
的散文作品。 书中， 他以文学的方
式，书写着对亲情的感悟，对人生的
理解，对乡土的热爱，体现了丰富的
文化内涵，营造了优美的艺术境界。

作者生在城步、 长在城步、工
作在城步。他的笔墨紧贴城步的山
与水、人和事，他对这里的一切充
满着深厚的关怀与热爱。城步的水
土赋予他灵性， 山水融入其骨髓。
可以说，他对城步水土的深情关注
完全发乎生命的本能，从而使他常
在对大自然深邃的遐想中自然体
现细腻多情的情调。先天禀赋中的
文学想象力与神秘奇魅的苗乡山
水人文，交互而成朵朵美丽的梦幻

之花，牵引着他，激励着他，让他的
神思不分昼夜地在这巫山巫水之
间、 这瑰丽天地之间不停地翱翔、
飞舞。南山的草原风光，长安营的
古风古俗， 宝庆二府的历史烟云，
白云湖的湖光山色，白云洞的神奇
传说， 都能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作
者以多年的耳濡目染和深入走访、
采访以及精心的创作， 全方位、深
层次地展示了城步作为山水观光、
生态休闲、避暑康养、垂钓狩猎之
旅游热土的神奇魅力。

�《多彩城步》以原生态的秀美
风光为背景， 以民族风情和民族文
化为基调， 以浪漫轻柔的节奏和曼
妙绮丽的叙述， 将生命与灵魂中的
温情与感动， 将感恩与祝福以及所
有的梦想，融入优美的文字，编织成
一部部华彩乐章。作者写景如画，感
情真挚，以清新流畅，活泼自然的语
言咀嚼生活，品味幸福，礼赞生命。
作者以朴素的叙述语言， 为我们展
开一幅美丽的山水风物长卷， 将大

美城步的芬芳时时呈现于读者面
前。 画卷中我们闻到的是太阳的味
道，听见的是山溪的呢喃，看到的是
田野的金黄，读到的是时光的故事，
感悟的是生活的美好。 城步的风土
人情浸着作者心灵深处醇酽的香
气，抵达读者心怀，沁人脾肺。

作者多从百姓的视角切入生
活，在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时，
显示山里人的美好情愫、生活哲理、
生存智慧。 作品展示的是人与自然
相依相生的真切场面， 是人崇敬自
然、尊敬生命的生动折射，字里行间
有流年碎影，有生活感悟，体现出温
婉动人的价值思考与生命情怀，让
人感到真实亲切。他的作品不跟风、
不媚俗， 努力把作品当作自己精心
栽培和加工的精神食粮奉献给广大
读者，这种精神，在哗众搞怪与浮浅
跟风的写作盛行的当下， 特别值得
学习和发扬。

（《多彩城步》 饶兴军 著 团结
出版社出版）

放歌在大美苗乡
潇湘风情

《奋斗新时代》 王开林 著 红旗出版社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这部作品集以“奋斗”为主题，奏响了自强不
息、奋斗不止的强音，能够直抵人心，鼓舞人
们在新时代凝神聚气，奋发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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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赫比》 【美】曼·赫尔沃克 著 北京
联合出版公司

这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都
市男孩的成长故事，却与生活在当代中国的北
京男孩故事那么相似。105岁的文坛大师赫尔
曼·沃克书写自己的童年和城市， 更书写永恒
的少年与成长。

《诸神的世界》 何新 著 现代出版社

作者凭借深湛学术功力对《山海经》等古
代典籍深入挖掘，利用语言学、动物学、考古
学、图纹学、历史学等多方面材料和证据，仔
细爬梳，厘清了华夏诸神的起源及流变，由此
分析与解读上古先民神秘的精神世界和文明
密码。

川夫

“以茶为礼”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符号，茶
礼仪的规范与推广已成为时代所需。

献茶有礼，最早见于三国两晋时期，孙皓“以
茶代酒”，陆纳“以茶待客”。茶为典章，自唐代陆羽
撰写《茶经》为始，以茶为礼，成为华夏乃至全世界
妇孺皆知的礼仪，且经久长盛。

当下学习传统文化成为潮流， 很多人选择学
习茶礼叩开传统文化之门，希望用它来陶冶情操，
修养身心，提升自我。但当真正学习茶礼时，又往
往被那些精细技法或必需的礼法所困扰。其实，它
的指向极其简单直接，即所谓“大道至简”。中国茶
道之茶礼在内容上为我们提供了认识了传统文化
的窗口，在行为上以它独特的、具有创造性的仪式
感，为我们展现无穷的艺术魅力，丰富了我们的文
化精神生活。

朱海燕教授潜心茶文化研究二十余年， 是年
轻一代茶文化学者的杰出代表， 对中国传统茶文
化、 尤其是茶道茶礼有着深刻的领会和独到的见
解。《中国茶道·礼仪之道》是她多年的研究成果铸
就的精品佳作。本书以弘扬茶礼仪，传承中华优秀
文化，提升民众文化素质为宗旨，通过“茶礼仪概
述”“茶礼仪演变”“个人茶礼仪”“社交茶礼仪”“特
色茶礼仪”等7大板块内容的讲述，将传统礼仪与
现代文明进行有机结合， 使茶文化活动具备了较
高的文化品位和理论基础。 她以茶文化专业博士
的知识和专业教授的经验， 深入浅出地道出茶道
之要义，更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娴熟如流的技巧，
演绎出美轮美奂茶礼之佳境。

值得一提的是， 本书采用扫码方式即可观看
茶礼仪微视频，将旧的传承与新的技术完美结合，
可让读者朋友接受更系统、更专业、更形象的茶礼
仪实战培训，领略茶俗茶礼中蕴含的人生哲理，感
受中国茶道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中国茶道·礼仪之道》 朱海燕 著 中国农
业出版社出版）

以茶为礼 以礼修仁
微书评

余三定

《毛泽东与周扬》是在中国20世纪文艺发
展史、文艺思潮史宏观背景下，梳理、描写、解
析文艺界特别重要人物的思想、活动、成果、
命运及其相互交往的一部纪实性著作。 这部
著作的最大特点是有史有论，史论有机结合。

《毛泽东与周扬》实事求是、颇为精到地分
析、总结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在该书第一章，
著者连用三个判断句作为小标题，对毛泽东文
艺思想作出了切合实际的评判，这三个小标题
依次是：“毛泽东是一位诗人气质的革命家”；
“毛泽东是中国文化运动的领袖”；“毛泽东是
一位卓越的文艺理论家”。这样的评判抓住了
对象最重要、最本质的东西。在第三章，著者分
析周扬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认为毛泽东
文艺思想的理论支柱主要是下述三个方面：其
一，“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确保革命文艺
根本性质的方向性问题；其二，“深入生活”的
问题———这是创造革命文艺的关键问题；其
三，“为政治服务” 的问题——这是发挥革命
文艺武器功能的原则问题。 著者在上述分析
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必须正确对待毛泽东
文艺思想”， 其分析和把握是充分尊重历史
的、有说服力的。

《毛泽东与周扬》 对周扬其人及周扬与
毛泽东的关系做了比较准确和深入的叙述和
阐释。关于周扬其人的特点和成就，该著第八
章做了如下判断：周扬首先是一个革命者；周
扬是悲情的思想者； 周扬的本色仍是一个文
人、一个理论家；周扬其实是一个现实人性论
者。上述对周扬的分析和定位，可谓抓住了对
象的基本和根本特点。 关于周扬与毛泽东的
关系， 该著第四章主要从周扬的角度从两个
方面做了论述：首先，周扬是中共文艺政策的
贯彻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其次，
周扬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文艺思想。 延安时
期， 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迅艺术学院院长；
1944年，周扬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把该
书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给周扬回信，
说“写得很好”，并指出“我的讲话配在马、恩、
列、斯……之林觉得不称，……不能这样配”。

《毛泽东与周扬》还对周扬与鲁迅、与冯
雪峰、与丁玲、与胡风、与胡乔木等重要人物
的关系做了述论。 比如关于周扬与鲁迅的关
系，著者指出，结合当时的环境梳理周扬与鲁
迅的关系，周扬的作为引起鲁迅的不满，有周
扬“对鲁迅的伟大认识不足”方面的因素，有
周扬与冯雪峰、胡风之间的分歧的因素，有鲁
迅“一个都不宽恕”的性格因素等等，进而认
为“我所看重的是当时的环境因素和年龄的
差异，换句话说，我认为，从当时白色恐怖的
氛围来看待这种关系， 将会作出更令人信服
的解释。”这是有新意也比较切合实际的。
（《毛泽东与周扬》 盛夏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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