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投稿邮箱：732349208@qq.com

2020年4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曾衡林 版式编辑 刘也周刊·悦读

王一辰

时代的齿轮在耳边咔咔作响，
转向 1970 至 1979 年间，神秘的南
方山村，坚韧的梅山少年刘务的形
象跃然纸上，于是就有了这部《南荒
记》。这个少年身上有作家刘鸿伏的
影子，也有一代人甚至是几代人成
长过程的影像。刘鸿伏说，他甚至不
需要刻意去构思，所有细节在落笔
的那一刻自然流露。

“刘务居住的村子就像一个孤
独的鸟巢隐匿在大山里。山那边的
人不知道它的存在，山外的人更不
知道它的存在。”《南荒记》主人公少
年刘务生长于南方荒蛮之中，那里
的方言至今保留着汉语的中古音。
他所在的小村，有着典型的梅山文
化，很多人认为万物有灵，巫风遍
地。

由于缺乏现代科学和医学知识
的普及，神灵和巫术成为苦难日子
里的依靠和寄托。“小时候我被叫做

‘岩宝’，拜石头作干娘，父母觉得有
了石头的庇佑，孩子好养活。”刘鸿
伏回忆到。在他的笔下，这些来自于
梅山先民狩猎生活的神灵们身上充
满着烟火气息，“民间的神原本就源
自于民间，源自山民对自身和周围
世界的认识，神性其实也是人性的
一种映射”。

饥饿、天灾和人祸，在小山村
里，有太多不期而至的苦难。用蝗虫
充饥，化肥袋做裤子，“割不完的芦
苇，砍不断的苦日月”。刘鸿伏不仅
仅是单纯地写苦难，他更想表现的
是，在苦难的重压之下，仍然有无坚
不摧、百折不回的生命力量，苦难与
希望相伴而行。

刘务渴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
在那个温饱都难以满足的年代，他
从来没有放弃过读书。为了读书，冰
天雪地里他走了十里路去蚂蚁洞借
书。实在找不到书来读，就跑到老坟
山里读碑文。1979 年高考，15 岁的
刘鸿伏考上华中师范大学，成为附
近一镇四公社唯一一名大学生。刘
鸿伏在后来创作的散文名篇《父亲》
中，描述了这一改变其命运的时刻。
而《南荒记》的结尾，也定格在了少
年刘务即将参加高考的前夕。

“少年强则国强，改变自己就改
变了家庭、社会和国家。”刘鸿伏说。
从《父老乡亲哪里去了》到《南荒
记》，刘鸿伏从来没有停止过用手中
的笔捕捉他所经历的时代。他并不
愿沉溺在任何宏大的叙事中，而是
发现夹在历史急流中的个体滋味，
重新触摸历史在每个人身上打下的
烙印，在艺术的真实中还原生命的
痕迹。

关在木头笼子里的疯子叔叔、
从城里下放到大队的漂亮女老师、悬
崖陡壁上挖草药维生的单身汉、“未
卜先知”的少年刀生……这些卑微又
鲜活的人物串联在一起，跌宕的命运
与时代交错。每个人几乎一成不变地
遵循着这个熟人社会的所有规矩，守
着属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一缕温情与
温暖。刘鸿伏说：“我希望通过这部作
品，写出我们这代人成长的烙印以及
时代的巨变，要传达给读者的，是无
坚不摧、百折不回的生命力量，苦难
却温暖，并充满奇迹。”

《南荒记》充满隐喻和象征意
味，魔幻、现实与历史相互交织，随
处埋着伏笔和机窍。刘鸿伏说：“存
在就不存在了，不存在的就存在
了。”这是理解整部书的钥匙。它既
是一部生命成长史，也是一部时代
史。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一部奇异
的南方之书，一部玉汝于成的少年
之书，一部向生命和自然致敬之书。

刘鸿伏的作品，有一种浓浓的乡
情在文字里流淌。乡愁、乡情和乡人，
这些是他作品里经常出现的，也是萦
绕在他脑海里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
生在乡村、扎根土地的农民，都是他的
父老乡亲。他的目光没有离开过这片
乡土，也从未停止对当代中国农村的
裂变巨变大事件的思考。从《父老乡亲
哪里去了》到《南荒记》，刘鸿伏一直密
切关注着乡村变化、人物命运，以及传
统农耕文化的存续与发展。

《南荒记》是刘鸿伏计划要创作
的《南方四部曲》中的第一部，另外
三部有一部也已经基本写完了。四
部曲都将运用南方方言，叙写南方
往事，故事独立，主要人物之间也会
有所关联。

（《南荒记》 刘鸿伏著 花城
出版社出版）

《给一个青年诗人的信》
【奥】里尔克 著 冯至 译

华东师大出版社

这是一部篇幅不大但影响广泛的
名著。如何成为一个诗人，如何面对寂
寞，如何解决职业的苦恼？20岁的年轻
人致信著名诗人里尔克，倾吐对生活的
种种疑惑不安。同样年轻的诗人如何给
出答案？10封里尔克的信完整呈现。书
中特别收入里尔克诗作十八首，并附冯
至论里尔克 4 篇及里尔克作品节选两
篇。

《全球治理的中国担当》
靳诺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全书分为两大部分，前半部分重点
梳理了全球治理的相关理论，探讨全球
治理的逻辑起点，分析全球治理的中国
期待、中国基础、中国角色；后半部分集
中分析了全球治理的中国探索、中国情
怀、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尝试等。
从目前全球治理的发展现状和发展前
景的视野，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不能缺
席全球治理”这一问题。

走马观书

袁刚毅

谷林何许人也？他既非名作家，亦非名
学者，其本职为会计，原名劳祖德，不为大
众所知，作文以之行世的，是取自其女儿名
字的“谷林”，却素为书界看重。

我最初知晓谷林，缘自上世纪 80年代
他零星发表在《读书》上的补白文字，精致
典雅，文字干净老到，颇具六朝气象。但谷
林先生“无大志，不长进，安于小康，不求显
达”，文章结集甚少，也就《情趣·知识·襟
怀》《书边杂写》《淡墨痕》及《书简三叠》四
五册而已，身后辑有《谷林书简》《上水船甲
集》《上水船乙集》三种，计百万余言。多是
书话，安详地读书、写信和朋友谈论彼此关
心的话题。读者则更少，照谢其章先生说
法，“往乐观了估计，千把人。谷林风景，自
家阳台的风景”。

余生也晚，孤陋寡闻，却笃爱读作家访
问记，觉得确实比单纯从作品中了解作者
本人更容易、更准确一些。前阵翻阅止庵

《远书》，其致友人信称：“二十年来的中国
文章，我只对两个人非常佩服，一是杨绛，
一是谷林。”不止于惊异此语，10 多年前某
刊一次性刊发 15 位中国南北名家纵谈《答
客问》的评论文字，集体向谷林致敬，长沙
钟叔河、彭国梁亦在此列，端的是“文字缘
同骨肉深”。因了这些缘由，岁阑之际，我重
新走入了谷林的内心世界——答问体自传

《答客问》。
虽于10多年前读过，此番再览，仍觉清

新淡雅，温润如玉。张阿泉于《答客问》中设
计了 45 个提问，涉及经历、读书、性格、嗜
好、态度、养生等诸多细节，勾勒出一位文
化老人的浮世淡痕。钟叔河先生曾有赞语：

“谷林的文字是最好的。”诚非妄言。谷林所
答一如炉边絮语，随意、简净。谷林在答问
中认为周作人是他最注意的散文作家，对
一股脑儿否定其成就甚不以为然，并引二
文佐证：一为鲁迅答斯诺问新文学运动以
来中国出现的最优秀散文作家，依次为“周
作人、林语堂、周树人、陈独秀、梁启超”；二
为周建人回忆冯雪峰对周作人的评价：“是
中国第一流的文学家，鲁迅去世以后，他的
学说文章，没有人能相比。”

谷林先生乃“市隐”人物，阿泉所问也
大都涉及文学与人生的严肃话题，但阿泉
并不想把谷林打扮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
圣人，在问过谷林的婚姻状况后，突提婚姻
之外是否还有感情经历，这确乎吸引人好
奇的眼球。到底是大家，先做肯定回答，随
后娓娓道出童年一段让人遐想的“初恋”，
令人忍俊不禁。好就好在这种“奇袭”式问
题点到为止，烘托、调节了气氛；若多，则显
得矫情。

谷林先生用他那精华内敛、平淡冲和
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世事的感悟，即便是
回望“文革”沧桑十年，也平静如水，让读者
触摸到他那宽宏、明澈、淡定的精神世界。
书中附有他的作品手迹——“那么纤巧、那
么工整、那么秀丽，带着一种含蓄的美，一
种闺秀的美。字如其人，这人也是宁静的，
淡泊的，与世无争的，绝不苟且的，诚恳到
无法形容的。”这是原三联书店老总陈原的
赞语，可谓知人之论。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答客问》既有山
之美，也有水之秀，在喧嚣尘世中奔波而略
感疲惫的凡夫俗子如我者读之，无异乎给
精神洗涤一遭。这个有些特殊的暮春时节，
有被赞誉为“最具文体之美”的文字可读，
大可体会春日融融的感觉，甚而仿佛可闻
春水汩汩流动的声音。

掩卷之余思忖，谷林先生这样熔铸学
问才情于一炉，文字有滋味、耐咀嚼的人，
世间还有么？

（《答客问》东方出版社出版）

高丽君

和申瑞瑾相识，应该感谢散文。在工作
之余，品茶之际，她恪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记录生活，记载日子，记下属于自己的独
特感悟，呈现出“外在”下的内秀。

《到哪里寻找心中的海》《花事于人渐有
涯》，两本散文集摆在案头，沉甸甸，如秋天
的谷穗。这是她和文字之间的一种际遇，更
是个人心性的造化，与沉潜的力量有关，与
灵魂有关，与修为有关，与人格境界有关。

对写作，申瑞瑾是满怀敬意的，更是求
真务实的。她擅长以细腻笔触、敏锐情感、独
特视角、具有诗性的表达及强烈的语言自觉
来写作，无论是写乡情、友情，还是亲情、爱
情，都浸润着饱满的挚情，呈现着真实带来
的美好。

《碣滩一号》里猝死的扶贫队长，“人家
扶贫扶一年，他扎根基层三年”；《水蓝印》中
意气风发的毛院同学，突发脑梗，“保住一条
命，成了植物人”……都是至亲好友，平常人
等，她剪裁下寻常日子中的真相，以平凡甚

至平庸的生活为引，以普通的茶为媒介，白
描勾画，细节动人，寄托幽思，传递缅怀。在
真实记载的同时，也将人们带进深沉的思
考；在悲天悯人的同时，更从内心发出深深
感叹，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启迪人们珍惜时
光，热爱生活。

多年游历，除了尽览沿途无尽风景外，
这个像莲一样生长的女人，把自己当作一片
浸润温暖的茶叶，以温厚善意、阳光积极、明
朗明亮的心态，从懵懂到顿悟，从成长到成
熟，从隔膜到喜爱，从误解到释怀，从苍白
到灿烂，努力执着，坚守不懈。其中，有对童
年生活的追忆，对五湖四海的向往，对山水
人情的赞颂，对名胜古迹的遐思，以及对来
往人们的印象。《荷为贵》里，那个大眼、高
鼻、瓜子脸的娃娃，灵动俊俏，精明活泼；鲁
院里叫做海嫫的同窗好友，古典雅致、才识
过人；家乡溆浦的青山绿水以及屈原留下
的故事传说，茶马古道、龙潭花瑶梯田，均
在铺陈叙述的背后，饱含丰富的意蕴。细品
其文，一种人与自然、与天地万物的和谐之
美扑面而来。

《父亲的故乡》等篇章就是一部极具时
代特色的家族史，一本长长的家谱动态图
表。为了让冷峻的历史活泛起来，有趣有情
又有穿越感，她从邵东申氏的移居始末开
始追溯，考证姓氏源流、世系谱表。“家谱”
既是主线串联，也是主旨所在；既是追溯姓
氏、家族史的因由，也是寻根问祖、追本溯
源的过程。在《千年屋》系列篇章，她把对先
人的回忆穿插其中，摹写了一个个旧闻旧
事，勾勒了一个个普通人物的轮廓，内容庞
杂，寓意深邃，时间跨度长，空间转换多。语
调时而豁达，时而悲悯，时而无奈，时而求
索。有对生命无常的感悟，对亲人刻骨铭心
的怀念，对世事沧桑的感喟，对生命生生不
息的歌颂，通过彼此矛盾又互为补充的生
命观碰撞，吟诵了一首唱给祖辈的挽歌赞
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和复杂的社会
生活。

以私人独语方式对日常生活逼真的展
示，以顿悟、直觉、联想的表达手法，给人以
思索的天地，申瑞瑾散文达到了“言有尽而
意无穷”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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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灯设茗泛春华

书里书外 暮春怀旧说谷林

石头人

阅读《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多封信
中关于“讨论”的态度让我印象颇深，于是决
定整理出来以好好学习之。

是否应该“讨论”

萧子升曾在信中写道：“与人辩论，搅神
废日。”毛泽东回信：“吾尝闻用之而弥盛矣，
锻工不藐其腕而硕其腕，簸夫不纤其胫而肥
其胫。苏张纵横，其舌未敝也，离朱巧察，其
目不眯也。凡此用而弥盛者，所在多有，搅神
之说，不足信矣。”

萧子升又写道：“对人哓哓，退惟多失，
惩前毖后，其慎言哉!”毛泽东回信道：“不先
有言，何以知失? 知失则得，非言之功乎……
是故互质参观，所以张知，强聒不舍，可以振
国，排搅神废日之说，所以益神而修业，言之
为贵，不愈可见也。”“夫所谓言以招愆者，此
其似矣!虽然，言不能因愆而废，犹食不能因
噎而废也。况所言者未必愆也，即愆矣，亦哲
人之细事。”

由此看出，毛泽东是非常赞成讨论的。
毛泽东将讨论看作是学习的一种手段，一种避

免自己闭门造车而又能快速进步的学习手段。
通过讨论，增长见闻，使自己走出一隅之世界。

应该怎样“讨论”

讨论的方法决定了讨论的走向和最终
的结果，因此对于讨论方法的研究和学习尤
为重要。那么应该怎样讨论呢？这个问题应
分为“讨论的内容及发言权的问题”“讨论的
形式”两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方面，讨论的内容决定了讨论的意
义下限。针对生活中鸡毛蒜皮的小事的讨
论，必将产生较小的意义；针对国计民生的
讨论，必将产生较大的意义。毛泽东在给同
学的信中写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
养、学问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

即使是讨论国计民生的大事，与没有进
行过社会调查研究和理论学习的人讨论，难
免得到片面的结论。这便是讨论中发言权的
问题，是人人都有发言权？还是有调查才有
发言权？有调查才有证据，也才能有正确的
推理和结论。只有基于实践和研究的讨论，
才能达到毛泽东提倡的“吾人立言，不贵文
而贵质，言必有物”。

第二方面，讨论的形式决定了讨论的意

义上限。良好的讨论形式，可以激发人的智慧
与想法。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将有志于修身向
上、改造社会的同学组织起来，成立新民学
会，以定期开会和书信交流的形式进行讨论，
不断修正新民学会的实践任务和最终目的。

在毛泽东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在党内
依然提倡积极讨论，所谓“笔墨官司，有比无
好”，相信真理越辩越明。

“讨论”的目的

辩论一定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绝不在
于把对方说服，而在于使得双方的想法和考
虑都臻于完美。横看成岭侧成峰，每个人立
场不同，角度不同，最终的结论就可能不同，
但这个结论可能是片面的，不适用于现实实
践的。毛泽东在信中亦言：“是故互质参观，
所以张知。然非欲取同于君，求君更正其谬。
唯豪杰之人知殊趋而同至，不型人以合吾之
轨，亦不迁己之轨以合人之型。”

由此观之，讨论的意义更在于求诸己
身，共同进步，而不是囿于一己之言中故步
自封。只有汇集各方面的视角、各角度的考
虑，才能清晰地抓住事物的本质，使得自己
的观点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要做到这一

点，唯有讨论可行。

毛泽东基于其“讨论观”的实践

在革命早期，受教条主义的影响，毛泽东
在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被解除。尽管
毛泽东不同意当时中央局的观点，但他仍然
服从组织安排，相信通过不断的讨论和实
践，正确的观点终会见天日，而没有因为意
见不同脱离组织。这一点保证了党的力量仍
凝聚在党中央之下。遵义会议重新确立了
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我们党走在了正确的
道路上。而后来张国焘却因意见不同而另立
中央，造成了党的力量严重削弱。

职务被解除期间的毛泽东，在根据地进
行了大量社会调查，研究中国国情，深入思
考革命工作应该怎样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研
究，使得毛泽东能从更多角度思考，得到的
结论也更为正确和全面，使得他在后来的讨
论中具有了更大的发言权。

纵观毛泽东一生，他的正确的“讨论观”
带给他自己和我们党很多宝贵的财富，是值
得我们学习的珍贵知识。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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