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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谈

每周书单

品味世间的纯真与美好

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 最初学画，后

以“伤痕文学”享誉文坛，是新时期文学的

代表人物。

1990

年前后，冯先生投身于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而

奔波于大江南北，被誉为“民间文化的守

望者”。最新散文集《花巷》，书写了冯先生

的人生经历和智慧，是品尽世间冷暖后的

坚韧与豁达， 是历尽苦难后的乐观与坦

然。 读之，能从中品味到世间的纯真与美

好。

这本《花巷》，收录了冯先生的散文经

典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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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分“用心生活”“生命真趣”

“艺术人生”“远方诗意”四辑。这里有冯先

生对人生中的某些重大际遇或亲友交往

的感慨之作， 也有对世事的看法和感想；

还记录了冯先生工作之余的生活趣味，有

书画音乐，更有遛摊寻宝、香烟美食，幽默

风趣的文字，流露出他“物皆有情”的真情

感悟；不仅写了春秋冬夏、花鸟鱼虫，更有

世间之人、人间之情；还收录了冯先生游

历国内外的自然散文，国内多地的走访名

为旅游，实则文化守护之旅，冯先生的文

化担当和责任意识也在其间悄然显露。

冯先生的文风优雅，内涵广博，情感

深沉动人，既体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家的

学识修养、气度担当，也流露着他自信而

从容的人生智慧。读他的文章就像细品古

典诗词，韵味在字里行间流淌。 他或写自

己的独特体验； 或写自己的内心感受；或

写自己对于文化现状的思索；或写对于异

域风情的精神追索。如《时光》中他写：“植

物死了，把它的生命留存在种子里；诗人

离去，把他的生命留存在诗句里。 ”又如他

说的，“岁月只能衡量生命的长，谁来衡量

生命的宽，还有重量？ ”这些文字都是发自

肺腑的箴言，缠绵轻盈，于无形中编织成

一个美丽的梦，让人心旷神怡。

冯先生的文字充满了智慧的观察与

醒悟。 他不仅提供了细腻的生活枝节，而

且直接指向精神的内核，当然，还有观察

世界的角度。 例如书中的《苦夏》《冬日絮

语》等篇章，都用一种平凡的意象传达出

深刻的哲思。夏天是闷热的，痛苦的，就像

人生的耕耘期。 你必须耐得住寂寞，忍得

住痛苦，在不断地磨砺中走向成熟。 人生

如四季，在起承转合中呈现出生命每一个

阶段的不同特征。 正如冯先生概括的那

样，生命“起始如春，承续似夏，转变若秋，

合拢为冬”。 此刻，作家发自内心、贴近心

灵的文字，虽然质朴，但是纯净天然，引人

深思。

生活并不仅仅是诗与远方，更多的是

责任与担当。 冯先生在《挑山工》中，写他

在游泰山时发现，在游览过程中，虽数次

超越一名挑山工，但在休息时他也总在与

他们同地方休息。 不禁敬烟攀谈，工人想

了一会道：“俺们哪里有近道？还不和你们

是同一条道。 你们是走的快，可你们在路

上东看西看，玩玩闹闹，总停下来呗！俺们

跟你们不一样，不能像你们在路上那么随

便，高兴怎么就怎么。一脚踩不实不行，停

停住住更不行， 那样两天也到不了山顶。

就得一个劲儿的往前走，别看着慢，走长

了就跑到你们前面去了。 瞧，是不是这个

理儿？ ”这种不畏艰难的精神，让人敬佩。

写文即是写自己的人生，从冯先生的

文字中便可窥见他的为人处世及细腻的

情感。 无论是对一年四季如诗如歌地描

绘， 还是对身边事物细致入微地刻画，无

论是在异国的艺术殿堂里流连忘返，还是

对故乡的眷恋、对师长的追思、对小人物

的同情，无不渗透着他悲天悯人的博大情

怀， 处处留下了他对历史精神的探究，对

生命对人生的深深思索。冯先生常说：“任

何一种生活，都是对你的馈赠，不要抱怨

生活。 生命的快乐，是能量淋漓尽致地发

挥。 ”我想冯先生定是一个大爱之人，爱亲

人，爱友人，爱对艺术孜孜以求的民间艺

人，爱所有为艺术献身的人们，爱人间一

切的美。

“用心生活是累人的 ， 但唯此才幸

福。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冯先生对

人生、对世间的深沉感悟。 冯先生在《日

历》中说：“生活的真正意义，是创造每一

天，在繁华之外、浮躁之下，拥有一部分心

灵生活，把美好的东西融入生命里。 ”阅尽

世间生活的风雨后，愿世人从冯先生的智

慧和感悟中获得启迪，收获自己生活的恬

淡幸福。

领略钱钟书的精神世界

刘小兵

《钱钟书交游考》是厦门大学人

文学院教授谢泳所著的有关钱钟书的最

新史学专著。 书中，谢泳站在一个“钱学”

爱好者的角度，将自己近年来对钱钟书的

传记及学术研究汇集成篇， 从不同的维

度， 生动还原了文学大师不为人知的一

面。

钱钟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关

键人物，他对中国传统学术、中国现代学

术和西方现代学术都有深入理解，在中国

现代学术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贡献是

世所公认的。 他的《谈艺录》《管锥编》《围

城》等作品已成为公认的现代学术和现代

小说的经典之作。 他的学术成就代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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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后半叶中国人文学术的最高水

平。 谢泳在本书中谈钱锺书的学术态度，

谈他作品中为人津津乐道的索隐，谈他与

其他学者之间的交往和思想比较，谈新旧

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许多钱钟书的

观点、言论在书中属首次披露。

响誉海内外的钱钟书， 学贯中西，知

识渊博，思想深邃。谢泳在《钱锺书的一个

妙喻》一章中，将钱钟书不愿苟同、淡泊名

利的独特一面，兴致盎然地展现出来。 上

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许多重要文人都相

继卷入到有关“京派”和“海派”的文艺之

争， 钱钟书对这场纷争是持保留意见的。

他在写给老师叶公超的信中，就用“海京

伯”的比喻，表达了对这件事的观感。 “海

京伯”是当时德国来上海演出的一家马戏

团名字，钱钟书借此暗指“海派”“京派”之

争，类似马戏班表演，如同一场闹剧，不可

当真。由此可见钱钟书的品格和对文学的

态度，那就是个性鲜明、决不随声附和。

本书中， 谢泳在博研史料的基础上，

不但讲述了钱钟书在治学、著述、为人、处

事上的一些轶事，而且，更重要的是，还通

过这些史料的披露，进一步展示了钱钟书

的精神风骨。 他笔下的钱钟书，与公众想

象中的那个玉树临风、潇洒风流的文学大

师略有不同，博学多才，心思慎密而又见

解独到。钱钟书评价鲁迅，“短篇小说写得

非常好， 但是他只适宜写

Short

—

winded

‘短气 ’的篇章 ，不适宜写 ‘长气 ’

Long

—

winded

的，像是阿

Q

便显得太长了，应当

加以修剪

Curtailed

才好。 ”其评价周作人

更是笔不藏锋，借助小说《猫》中陆伯麟这

个人物，暗讽周作人“就是那个留一小撮

日本胡子的老头……除掉向日葵以外，天

下怕没有象他那样亲日的人或东西。 ”

钱钟书治学从不人云亦云。中国文人

向来会对文学前辈和同道中人给予直面

的评价，但钱钟书却极少会为这种人情所

动，常有意无意通过文学创作，间接地表

达自己的文艺史观。在其经典作品《围城》

中，他以诗人董斜川的口吻评议说“徐志

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

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包括对曹禺、

郭沫若的评价，也都是通过他人之口或暗

指的方式，阐释着一己之见，虽然一些观

点与当时的主流意见相悖，但从中不难窥

见钱钟书在学术研究上的独立之精神。书

中，除了汇集了一些评价钱钟书的文章之

外，还把钱钟书与另一国学大师陈寅恪作

了相互比较，指出了他们共通的一面。 比

如，都喜爱留意古人小名，都不忌谈秽亵

事等等。 这种珠联璧合似的比对，不仅没

有降低钱钟书在广大读者中的形象 ，相

反，还以更为饱满而立体的陈述，让公众

看到了一个既博闻强记而又严谨求实的

大家风范。

值得称道的是，钱钟书对中国人文学

术的研究，在评议褒贬中，决不只是埋首

于故纸堆，不加辨析地一味吸纳，而是常

融入着自己的思考。如对盛行了一千多年

的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他就认为荒唐处甚

多，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这个制度在不

同时期、不同阶段里的好处，而是他更多

看到了这个制度的坏处……总之，通过谢

泳深度开掘钱钟书的人文世界，以其新颖

的论述角度和翔实的史学观点，为我们学

习和认识钱钟书其人其文，提供了很好的

思路和借鉴。

《钱钟书交游考》以丰富的史料和大

胆佐证，展现了钱锺书在治学、为人方面

的风采， 彰显出一代大师的精神品格，也

为深入研究钱钟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重

要价值，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绿荫静处好读书

张军霞

我家门口就是公园，公园旁边有一片

树林，夏天是个乘凉的好地方。 有一天下

午，我路过树林，看到有一个中学生模样

的女孩儿，斜靠在一张石椅上，埋头看一

本厚厚的书。 我不知道她看的什么书，但

她认真陶醉的样子， 让我不由提醒自己，

把脚步放轻一些。

曾几何时，我也如同这个女孩，喜欢在

树荫下读书。 童年时，在老家上小学，学校

后面有一片树林。 夏天的下午，五点多钟放

了学，太阳还晃的人睁不开眼睛。 我不急着

回家，背着书包走到树林里，找一片树荫坐

下，从书包里翻出作业本，再把书包放在膝

盖上当桌子，埋头开始写作业。 我很喜欢这

种安静的氛围，常常会写的又快又好。 写完

作业，翻出藏在书包夹层里的童话故事，聚

精会神读起来，直到太阳落山，视线逐渐变

得模糊，我才合上书，恋恋不舍往家里走。

回到家里， 母亲往往会问我：“怎么回来这

么晚？ ”我答：“去同学家写作业了。 ”那时

候，我把在树荫下读书当成秘密，也是害怕

一旦被母亲识破了，就会催促我早点回家，

照顾我那不会走路的小妹妹，我喜欢看书，

不情愿照顾小不点儿。

十几年后，我开始工作了，单位在一

个有着青砖大瓦房的院子里，每一排房子

之间的间距很大，我的宿舍门前就有一棵

粗壮的梧桐树， 树下还有一个大花池，里

面种满了各种颜色的月季。 夏天的时候，

我最喜欢在树荫下读书，临近傍晚，同事

们下班走了， 厨房的师傅还没有做好饭，

我就利用这段空闲看书，看花，也看树。我

的目光常常从书页上移开， 一只鸟飞过，

一阵风吹过，都能引起我无限遐想。有时，

干脆就放下书， 去摘一朵新鲜的月季，把

它的花瓣放到书页里。 这样，等过了许久

之后再翻这本书， 花的颜色依然鲜艳，字

里行间都有隐隐的芬芳，我不由就有着小

小的得意，仿佛留住了这朵花，就能留住

那无数个在绿荫下读书的夏天……

前几年打算买房子时，我转了不少地

方看房，最后还是相中了这套带露台的顶

层，搬进来的时候正值春天，我从花市买

了一颗葡萄树， 种在露台的一个大花盆

里， 当时心里就编织了一个关于绿荫的

梦：等到葡萄藤爬满了露台的天空，会给

这个小小的空间搭起一片绿荫，买一把老

式的摇椅，在葡萄藤下看书，喝茶，该是何

等惬意的一件事儿。 可惜，那颗葡萄树最

终没有成活，我锲而不舍，第二年春天重

新买了一棵葡萄树，这次它很快就长出了

嫩绿的新叶子。

如今，五年过去，葡萄藤如我所愿，在

露台上为我留下了一片绿荫， 我在这片阴

凉下读书时，常有一种恍然如梦的感觉，仿

佛又回到了从前那美好而单纯的岁月……

就该为优秀出版项目兜底

贺 成

截至目前，中央财政共安排国家出版

基金

54.24

亿元，资助了全国

580

家出版

单位

5600

多个优秀出版项目。其中，主题

出版项目

800

多个，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

规划项目

1200

多个；推出

3000

多项出版

成果，有

500

多项成果获得中国出版政府

奖等国家级奖项，有力促进了精品出版和

文化繁荣 ，成为出版行业 “树标杆 、推精

品、促管理、出人才、高效益”的重要推动

力量。

（据

7

月

29

日中国新闻网）

近年来，我国出版行业呈现出前所未

有的繁荣景象，但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一

方面，出版物越来越丰富，质量也越来越

高；另一方面，受芜杂信息干扰，以及多元

阅读倾向影响， 即使是优秀出版项目，也

未必轻而易举获得美好前景。

也是因为以上这些因素，一些忠于时

代、忠于人民的作品，最终因为缺乏优秀

出版项目支撑，不但很难及时获得出版机

会，就算出版了，却是付出了心血之后，还

得付出昂贵的出版费。

优秀作品出版难， 以及传播销售难。

这不仅打击了作者的积极性，还很容易导

致“劣币驱逐良币”。 从出版社的角度说，

表面上看起来有些功利，但在多种因素影

响之下，实际上也饱受着难言之无奈。 毕

竟，处于转型融合时期，生存下去才是硬

道理。

只是无论如何转型如何融合，一个时

代一旦缺乏优秀文化的植入， 都不是好

事。 文化产品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没有其

他物质影响那么直接， 或者那么快速，但

影响显现之后，往往就很难收拾———因为

那是潜移默化式的，一些坏的“种子”植入

脑子里了，形成某种偏见和观念了，就根

深蒂固了。

财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先后制定完善

了《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管理办法》《国

家出版基金财务管理办法》《国家出版基

金管理委员会工作制度》等一系列规章制

度， 竭力规范国家出版基金使用管理，这

无疑是具有深远意义的战略举措。

也只有着力推进国家出版基金管理

的科学化、精细化，逐步建立起一套科学

规范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有力保障国

家出版基金的安全高效运行，伟大的时代

才能呼唤出伟大的作品，并相得益彰。

《斯坦福高效睡眠法》

出版社：文化发展出版社

作者：西野精治

推荐书店： 兴义市辞林书

店

人生的

1/3

时间是在睡眠

中度过的， 但是它却直接决定

着余下的

2/3

。 因此只有确保

的睡眠， 才能保证白天效率的

最大化。 睡眠科学家西野精治

以斯坦福睡眠研究所近

30

年

的研究成果为中心， 将打造个

人史上最佳睡眠的方法凝聚在

《斯坦福高效睡眠法》中。

《简读中国史》

出版社：岳麓书社

作者：张宏杰

推荐书店： 兴义市辞林书

店

中国文明从来不是孤立发

展的，自它产生的那一刻起，就

受到世界其他文明因素的影

响。 但这些外来因素并未改变

中华文明的本质， 反而更彰显

出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本书

将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大背景

之下， 理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脉

络， 以帮助读者在短时间内建

立起对中国史的整体概念。 同

时，本书用“长时间，远距离，宽

视野”的解读方式，力图全方位

呈现中国历史治乱循环背后的

内在逻辑与外在动因。

《知行合一王阳明 2》

出版社： 江苏凤凰文艺出

版社

作者：度阴山

推荐书店： 兴义市辞林书

店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

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

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话既是

阳明心学的核心， 也是非常适

合初学者的门径， 本书由此入

手，为普通人入门、理解和掌握

阳明心学， 梳理出了清晰易懂

的完整体系。 本书抓住心学要

领， 并以王阳明亲口所述的事

例、 譬喻乃至其本人的故事说

理， 娓娓道来地直抵心学思想

根本。

《曾国藩的经济课》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张宏杰

推荐书店： 兴义市辞林书

店

知名学者张宏杰继畅销书

《曾国藩传》后重磅力作，经济

版《曾国藩传》。曾国藩的一生，

起点极低而抵达的高度极高。

他从笨人到圣人， 经历五次耻

辱，在步步升级、脱胎换骨的持

续奋斗过程中， 有着怎样独特

的经济生活？ 本书首次解读曾

国藩的私人账簿和湘军创业的

财政密码， 详解 “最后一个圣

人”的收入与支出，既是一部曾

国藩的个人生活史， 也是一部

晚清政治、社会史。

《尘埃落定》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阿来

推荐书店： 兴义市辞林书

店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

土司， 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

一个傻瓜儿子。 这个人人都认

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

入， 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

止， 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

人。小说故事精彩曲折动人，以

饱含激情的笔墨， 超然物外的

审视目光， 展现了浓郁的民族

风情和土司制度的浪漫神秘。

书名：《花巷》

作者：冯骥才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推荐：高中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