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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孟孟

《湖湘历史名人家书》，是我们走进家书、品

读家书、感悟家书的上佳范本。这部书从周敦颐

开篇，下溯至沈从文、朱湘，可以说是一幅较为

完整的湖湘文化代表人物谱系。这些家书的内

容情真意切、包罗万象，堪称一部浓缩版的湖湘

文化精神读本。

这部书让我们看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人

性光辉。家书，有长有短，有早有晚，有的论理有

的抒情，有的说事有的论学，它们产生于不同时

代，出自不同人之手，书写的对象也各不相同，

但共同的是，都体现出可信、可爱与可敬的人性

光辉。

比如，欧阳玄在家书中说，自己从外面回到

浏阳后的情形是：“抵家以来，且人事蚕丛，文债

日生”，很多人请他写文章，反映出当时乡民对道

德文章名世者敬重和追捧的民风；谈及当时人才

稀少，左宗棠在给儿子的家书中指出了原因，“由

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

少。且人生精力有限，尽用科名之学，到一旦大事

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反不如乡里粗才，尚

能集事，尚有担当”。这些都是当时的实情，是信

史。

关于可爱，最典型的应该是杨嗣昌。他在写

给父亲的家书中说，自己闲时会将父亲的来信

一封封装裱起来，认为“千秋万世而后，则传世

之宝也。”杨嗣昌在家书中为博父亲一笑，还讲

起了幽默段子。他说，有一位年伯跟他说“孔子

一生不过是‘干净’二字。”他便问年伯：“怎的见

得？”年伯回答：“秋阳以暴之，你看干不干？江汉

以濯之，你看净不净？”

可敬，如李东阳在劝阻族人为他在茶陵老

家建屋的家书中说，“自念做官四十年，不能一

日庇乡里，乃复以土木筋力为之累，纵令出自宗

族，亦必借官府之声势财力，于心诚不安”。这份

磊落与坚贞令人敬服。蒋翊武在就义前写给父

母的家书，那种慷慨赴死、从容就义的风骨令人

敬仰。

这部书让我们感受到家风、家教、家训的精

神力量。《湖湘历史名人家书》里面关于为人处

世、读书求学、家庭建设、亲友关系等内容有很

多真知灼见，值得今人借鉴学习。

曾国藩在给儿子的家书中说，“吾教子弟，

不离八本、三致祥”。胡林翼在给弟弟的家书中

说，“吾家素尚节俭”。何凌汉在家书中说：“即境

况清苦，而举家克俭克勤，亦是人生乐事，其他

不足虑。”这些务实、勤俭、乐观的家风令人向

往。

家书中不仅对子辈进行家风熏陶，还从细

微处开展家庭教育。比如左宗棠和彭玉麟在家

书中都对其子女在读书方法方面进行了具体的

指导，王闿运在家书中帮儿子指出错别字等。

这些家书，出自湖湘历代名人之手，他们的

道德文章都有很高的造诣，因此家书中有很多

格言式的表达，是可以作为家训流传的。比如，

王夫之在给弟侄的家书中说：“光明正大，宽柔

慈厚，作一家风范。”贺金声在家书中说：“只求

合乎仁义，而事之济与不济无论也。”

这部书让我们领略到湖湘大地文源、文脉、

文气的深厚传统。不少家书都对湖湘文化和湖

湘精神有过评点与阐述。湖湘文化的源头可以

远溯至屈原，但其核心内容却直接导源于周敦

颐。周敦颐给叔伯兄弟的这封家书，虽然看不出

他在思想学术方面的观点和追求，但却将恪守孝

悌、温柔敦厚、重情重义的形象清晰地呈现了出

来，一句“知安乐，喜无尽”传达的真挚情感足以

跨越千年。

从这些家书中，也可以发现湖湘文化文脉

广博的特点。比如，左宗棠在家书中告诫儿子，

“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这些观点都

折射出湖湘文化中务实致用、不图虚名的精神。

谭嗣同在给妻子的家书中说：“朝廷毅然变法，

国事大有可为。”这些话语都反映出湘人浓烈的

忧患意识和深沉的爱国热情。

至于文气，在这些家书中更有鲜明的体现。

以周敦颐、李东阳、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学术领

袖和文章大家，他们的文化气质自不必说。曾左

彭胡这些湘军将领们的文化底蕴和文人气质，

在他们的家书中皆有具体体现。

读完《湖湘历史名人家书》，掩卷回想，首先

跳出来的竟然是“干净”两个字。杨嗣昌在给父

亲的家书中有这样一段令人印象深刻的话：“儿

尝言吾家家书是人可看，有两件干净处：一件是手

头干净，无有孔方；二件是心肠干净，无欲害人。”

整本《湖湘历史名人家书》在时间上跨越千年，在

内容上丰富广博，但却有着共同的精神气质，那

就是如杨嗣昌家在书中说的一样——干净。

（《湖湘历史名人家书》 湖南图书馆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袁姣素

赵燕飞是懂得用小说艺术表现

现实生活的作家，她善于在生活的罅

隙中捕捉素材，营造空间，打开女性

情感的法门。

她的小说集《等待阿尔法》，由七

个中短篇小说组成，与她之前的几部

小说集如《手心里的痣》《一声长啸》

等的叙事有着不同的经验提炼。她的

小说创作从讲述留守老人的精神世

界 、漂 泊 者 的 孤 独 状 态 等 的 现 实 场

景，转换定型为女性视角下的情感叙

事，完成了她“个人意识”的蝶变。

众所周知，小说创作离不开现实

生活，无论从哪个视角来选择创作主

体，都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息息相关。同

时，小说又是现实生活的再次创造和

回炉。在这个过程中，人物的情感升温

是小说机体的命脉，是小说创作中必

不可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 赵 燕 飞 的 小 说 集《等 待 阿 尔

法》的开篇《苏格拉没有底》中，赵燕

飞塑造的沙漏和林之这对母子亲情

有着逼仄的现实。在绵密的日常中，

在“高考”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历

练着无数家庭的悲喜交加。在这场人

生的较量中，谁不想金榜题名？可林

之在沙漏热切的期盼下，却想着全身

而退，选择去做游戏主播，做着提前

就业的准备。沙漏是反对还是做儿子

的发烧友？作者以女性特有的细腻笔

触拨云见日，将人物情感升温到了高

潮，小说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把悬

念抛给了读者，留给了时间，让人们

在庸常生活中，体验可能与不可能的

错综复杂。

在小说叙事中，小说家一直做着

“传统”和“先锋”的较量和努力，随着

时代进程的要求，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开始肩负着各自

的使命。《等待阿尔法》中的《犹如一

道闪电》更好地体现了这一要求，取

材巧妙，立意新颖，手法新奇，感情真

挚，富有寓言的意味。两条情感线并

列而行，贯穿这个主体的是人与动物

的情感对接与激活。

有意思的是，作者选定的第一人

称的“我”是只叫“黑风”的杜宾犬，通

过“黑风”对“妞妞”和“小黑”的感情

发展，逐步呈现它的主人和叶子的感

情状态。小说的情感铺垫运用了大量

的心理描摹，将狗与人、与它的同伴

的情感递进表现得淋漓尽致。小说细

节的处理也非常到位和感人——“我

突然发现坐在后面的那个男人从怀

里掏出了一根绳子。我打了个寒颤，

感到某种危险正向小黑靠近……此

时此刻，我还能犹豫什么？我狂吠着，

从天台往下一跳。”从它跳下的瞬间，

一条情感的链接就此延展。

在“黑风”找寻“小黑”的游离中，

犹如选择了一种颠沛流离的人生。可

“黑风”并没有后悔放弃那种舒适奢

华的生活，它对情感的执着战胜了一

只动物的本能。从女性思考的角度，

“黑风”所代表的是勇于挑战的男性，

“小黑”则是柔弱的需要庇佑的女性

形象。他们在这个社会沉沉浮浮，悲

欢离合，寻找着自己的角色和位置。

《等待阿尔法》的叙事平实，在云

淡风轻中进入人物内心，情感推进自

然。从父母亲同时住院，打乱了生活

节奏，叶子和安平在轮流照顾中表现

的日常琐碎、生活错位，引出社会人

口老龄化的问题。而母亲不经意的一

句“一个阿尔法就能顶替一个亲生女

儿”，从另一层面表现了人工智能时代

的不可阻挡。《组团去天堂》以诙谐有

趣的基调打开了一幅人在江湖的滑稽

画面，用几个荒诞怪异人物，展开他们

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思考。《她要听大海

唱歌》通过于小婉开的情趣店牵引出

母女两代人的心理沟壑，塑造了一种

隐秘之境，同时又给人身临其境的真

实和现实。

无疑，从赵燕飞小说集《等待阿

尔法》中，我们能感知这位女性作家

提炼生活的敏锐与新奇，她对生活的

另类领悟给人以欣喜、悲悯和从容。

她由观念转化到生活的日常，有着个

体经验的延展，她独特的情感法门，

散发着迷人的魅力。

（《等待阿尔法》赵燕飞著 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晓平

2021 年小寒之际，原《诗刊》常务副主编

商震先生，给我签名赠送了他刚刚出版的诗

集《脆响录》。我于春节前夕收到，整个春节期

间，他的《脆响录》一书，便成为我的精神食

粮。

看任何书，我有个习惯，喜欢先看序或评

论文字，看他的诗集我亦是如此。我首先看了

林莽和路也两位的读评文章。林莽和商震，是

同事亦是朋友，他俩是知根知底的人。林莽给

予《脆响录》的评价，我不妨摘一段话于此：商

震的诗我是熟悉的，我以为他的诗有两个特

点：一是好读，但内涵并不简单。他用口语的

方式写作，每首诗中都体现着心灵的机敏和

独有的体验发现。二是简洁语言背后的驳杂

与丰富。他将生活的体验和文化的经验，用灵

动而直接的语言呈现给读者。

评价是诚恳而有分量的，但他读评的题目

却是借用作者一首诗中的诗句：依水而居/用

火煮食/火离不开水/人就生活在水火之间。他

的标题就是《在水火之间》。他俩是同事加朋

友，更是诗友，林莽老师是诗界的高人，也是评

诗大家，我毫无疑问地相信他的妙用之意。

商震老师主持《诗刊》工作多年，他沉淀

的是思想，激活的是灵感，写出的作品总给人

以明澈和包容，在读者回味与品读时，从五味

杂陈中分享，随之而来有种会心一笑的审美

通感。

如：弃我而去的人我不会再原谅他/我割

舍掉的人已经被我忘却/从少年到老年是不

断滤去泥沙的水/最后只剩一汪清亮的孤独。

但这种审美通感是带着忧伤的，而我喜欢盲

目的高兴，我想在此与商震老师共勉：人生涅

槃，不会“只剩一汪清亮的孤独，更有夕阳下

的虹桥与多彩。”尼采说：“上帝死了”（《查拉

图斯特拉如是说》），但诗人活着，您是一位诗

人，您是经历过时代与现实的人，您是一位有

可能写出意味与思想的人。

林莽老师最后说明了他之所以用“在水

火之间”作为读评的题目，是因为他认为您是

经过了某种历练并认真面对现代艺术蜕变的

人，才写出本诗集中时代特色的体验与感受。

诗人是不甘做说谎者、献媚者、人云亦云者，

不甘做一个陀螺一样的被驱赶的无中生有

者。

路也是诗人亦是教授，但他《在这样的孤

绝时刻》一文中，他更多的是从诗歌理论、诗

歌本质、诗歌语境等方面，谈他的读后感。他

领会到诗人在写作《脆响录》的过程中，一方

面，诗人有着“为让真相裸露而把窗纸一层层

捅破的快感……体现了自由意志的强劲和直

面惨淡人生的勇敢”；另一方面，整个诗集的

写作过程，也是诗人自我救赎的过程，诗歌有

一条既严守秘密又泄露秘密的通道，进入人

的灵魂和意识的最深处，使痛苦升华并得以

放射出诗与思想的光辉。这一点无疑是他最

体悟到诗人心灵的地方。

但是，我这个人是感性的而非理性的，通

读全文，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看到标题，就想

起小时候玩过的摔炮，那是只需要那么随便

一扔一摔，就发出“劈啪”的爆炸声，脆响脆响

的。而我在通读了本诗集后，确实找到了脆响

的感觉，且萦绕于脑际。如：有人说纸里包不

住火/那一定是世俗的纸/我看到写满诗的纸

上/都藏着熊熊火焰。如：东海岸和西海岸见

不到面/可水底下的土地/是连在一起的/多

像一场隐秘的爱情。如：传说万圣节的夜晚/

鬼会回到人间/而我看的/都是人类戴着面具

装鬼。如：参加一个国际诗歌交流会/我听到

一半就离席了/不是早退而是听不懂/我不允

许自己不懂装懂。如：那么好的月亮圆着圆着

就缺了/那么白的荷花开着开着就枯了/那么

锋利的刀刃闲着闲着就锈了/那么豪迈的语

言说着说着就假了。

一句话：诗集中的诗句，如梵音缭绕，久

久不绝，是生活的也是哲理的！

（《脆响录》商震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出版）

易中天

中国人很早就西行了，比如周穆王。

周穆王确有其人，从文王算起是周的第

六任君主。在位时间也最长，五十五年。他的

西行应该也确有其事，只不过是否当真见到

豹尾虎齿猿啸、半人半神的西王母，恐怕只能

将信将疑，尽管那西王母也可能是当地人崇

拜的女神。

八百年后，张骞通西域，通往外部世界的

门打开了。

司马迁写《史记》时，就已经知道在今乌

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的大宛，在今哈萨克斯

坦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的康居，在今吉尔

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东南的乌孙……

连接罗马与大汉的，是丝绸之路。陆上的

丝绸之路后来断了，海航却早已开始。

汉代便已有使者到达斯里兰卡（当时叫

已程不国）的记录。唐的海船更是航行于波斯

湾和阿拉伯半岛。宋代走得更远，比如：勿斯

离国——今伊拉克摩苏尔；瓮蛮国——今阿

拉伯半岛阿曼……

这些，都是比郑和舰队行踪更远的地方。

航海业最为发达的时代是元。作为马背

上的民族，元的统治者更愿意征服世界。马跑

不到，那就换成船。忽必烈便曾远征日本、占

城和爪哇，动辄投入战舰数千艘。

对于物资和货币的流动，游牧民族比农

业民族更有兴趣。允许海外各国商人自由来

华贸易，始终是大元帝国的基本国策。何况他

们也有条件——波斯湾地区基本上归属了同

为蒙古人的伊利汗国，作为二等臣民的色目

人又大多精通生意经。帝国的财务和外交，其

实多半交给了他们。既然如此，那又为什么不

将触角伸向海外？

可惜对于明帝国而言，元帝国留下的巨

大遗产弄不好就是沉重的包袱。朱元璋父子

也无法确定，那些跟蒙古人进行海外贸易的

是不是敌对势力。可以肯定的是，明太祖登基

才三年，一个突厥化的蒙古贵族帖木儿，就在

撒马尔罕建立了自己的汗国。

当年逐鹿中原失败者的余党，可是确确

实实逃到了海上。一衣带水的日本，也并不安

分。被驱逐回漠北草原的元帝国残余势力，更

是人还在，心不死。也就是说，明帝国面临着塞

外和海上的双重威胁。这可是历朝历代没有的

特殊困境，禁海也就不能完全理解为朱元璋的

小农经济观念。只不过，他儿子的策略不同。也

许，在朱棣看来，与其被动防御，不如在严禁民

间与海外私相往来的同时，派出皇家舰队远

航。目的，当然是要安抚笼络那些外邦和侨民。

郑和七下西洋都是老马识途般地走着熟

知的航线，没有新的开拓。尽管他的船在当时

的世界上，性能最优，吨位最大。道理很简单，

他的使命不是探险。郑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海外各邦纷纷来朝，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则

不过顺理成章。

大明帝国却在毋庸置疑地显示了海上力

量之后，悄然地退出了南海和印度洋，而且不

带走一片云彩。这是让后世许多人扼腕叹息

的。尽管说起大航海，人们都不会忘记郑和，

甚至承认他是第一人。但，由此实现地理大发

现，将文明的互动中心从欧亚大陆迁移到海

上，使人类汇合在一个整体世界中，却与他没

有直接的联系。

那么，明帝国为什么不延续郑和的事业

呢？因为缺少动力。动力有经济的，有政治的，

前者根本免谈。朱元璋父子都认为，中国地大

物博，天朝无所不有，用不着与外邦进行什么

贸易。朱棣也无心成为海上的汉族成吉思汗，

何况技术上也无法支持。朱元璋要建立的是

统一而稳定的农业大帝国。

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西域有着不同结

果，也不奇怪。大明帝国自动弃权，便会有人后

来居上。伟大航海家郑和逝世于古历六十五年

后，另一支船队到了那里。虽然只有四艘帆船，

却是从欧亚大陆最西面、中国人闻所未闻的国

家出发，还绕过了非洲，航程之长超过郑和。

一个巨浪滔天的时代当真到来了。

（本文摘选自易中天所著《易中天中华史：

大航海时代》，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萨巴斯剧院》
[美]菲利普·罗斯著，

张听泉、张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萨巴斯剧院》是菲利普·罗斯的早期

代表作，获 1995 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本书的主人公米奇·萨巴斯曾是小有

名气的木偶师，在曼哈顿拥有一家剧院，

但如今 64 岁的他因病放弃事业，性丑闻缠

身。他离经叛道，生活中重视的只有性，以

此来反抗平庸日常。情人德伦卡去世后，

他在回望故人与故里的过程中，又引发了

一系列的闹剧，现实生活成了他的舞台，

萨巴斯的下流剧院再度开演。

三岛由纪夫经典系列
[日]三岛由纪夫著，

郑民钦、竺祖慈译，漓江出版社

三岛由纪夫经典系列包括了描写世

外桃源里田园牧歌般爱恋的《潮骚》、三岛

由纪夫“毁灭美学”发端之作《假面的自

白》、关于“美与毁灭”的杰作《金阁寺》。

此系列采用了资深日本文学学者竺

祖慈、郑民钦老师的译本，装帧采用硫黑

底印专色银的精装本形式，书脊拼贴“硬

朗灰”色的凝石纸，整体风格精致硬朗，在

文气之上，多了武气和“暴烈”的力量感，

呈现不一样的“硬汉”三岛。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丰富且干净
——读《湖湘历史名人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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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人生不会“只剩一汪清亮的孤独”
——读诗集《脆响录》有感

书里书外

从西域到西洋
好书摘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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