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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被誉为过去两百年来

人类历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
重新定义了神经病学和精神疗法领
域，极大地颠覆了人类看待自我思想
的方式，而他的成就是将生僻的概念
引入了主流文化。为前人所未曾为，
言前人所不敢言，将模棱两可的研究
变成一门真正的科学，弗洛伊德在此
过程中的动机和人生哲学值得我们
一探究竟。这本轻传记将让你读到
一个更加完整的弗洛伊德，既是天才
弗洛伊德，又是凡人弗洛伊德。

当年，鲁迅在写给北斗杂志社关于“创
作要怎样才会好”的一封信里，阐明了很重
要的一个写作原则——写不出来的时候不
硬写。有一次读一本外国文学作品，实在读
不下去了，我就在想，“写”与“读”原本就是
相通的，既然写不出来的时候不硬写，那么
读不下去的时候，也完全可以不硬读，张驰
有度才是真正契合实际的读书之道。

当然，强调不硬读，决不是在读书学习
上，为慵懒和懈怠找借口，而是要注重读书
的方法。逐字逐句层层推进，是精致的读；
浮光掠影、蜻蜓点水式的浏览，是宽泛的
读。专门抽出时间，闭门谢客只为先睹为
快，是畅意的读。乘车坐船，戴上耳麦，借助
现代化的视听设备，在轻柔的音乐声中，一
边品茗，一边聆听美文，是风雅的读。各有
各的用意，各有各的妙处，关键是要读出效

率，读出真理的味道，把知识转化成一种能
力储备。

如此说来，面对不同的书，读法上也就
应各有侧重。经典、专业、艰深、严肃的著
作，需要本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认真细
致的研习态度，正襟危坐，恭恭敬敬地去
读。遇到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还需要找
来纸笔，郑重地做好笔记，以备随时温故而
知新。对于书本中的新知识、新理论，尤其
需要开动脑筋，边读边思，深入领会其要
义。而对于书中精彩的语句、曼妙的哲思，
更是要翻来覆去细细品咂，用心揣摩，以把
握其思想精髓。总之，读这类的书，最好择
个安静的去处，把全赴的精力，所有的心气，
都倾注到这些原典、原著中，抱着时不我待
的紧迫感，以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著，勤学
肯钻，集腋成裘，坚持下来，必定会有一番收

获。
对于休闲、娱乐、轻松、清浅的读物，则

完全可以本着闲适的心情，安祥惬意地去
读。八卦新闻、碎片化的信息、健康养生、美
容理疗……凡此种种，不必强求面面俱到，
当然尽可能多地掌握一些生活技能上的知
识，总比孤陋寡闻要好。不过，略显尴尬的
是，身处自媒体时代，在带来迅捷的信息传
播的同时，也给人们辨别内容的真伪带来了
不小的难度。每日价各种消息和资讯，常常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如何厘清其中的边界？
正确的做法是，多用审视的眼光去读。既注
重身心的放松，又对一些涉及道德、伦理、法
律等正义话题，保持一份庄重，多一点警醒
意识。

在浩如烟海的书库里，总有一些心仪的
书，让我们怦然心动。与它相遇，本身就是

一种缘分。当我们深感自身尚有许多不足
时，那就多读一些能带给我们思想助力的
书，也就是正能量的书。彼时，适当的保持
一点紧张，反而能促使我们不敢懈怠，去认
认真真研读它的内在意蕴。而当我们在繁
忙的工作之余，想借着读书纾解一下内心的
焦虑时，则不妨拿出一些舒缓的、能调剂我
们心情的愉悦之书，洒脱不羁的去读。该紧
张时紧张，该松驰时松驰，不必刻意，也无须
矫情，秉持随缘，又讲究方法和策略，如此读
书，天长地久，终究能读出书中的真趣，读出
大千世界的普世真理。

当许多人还在为“书到用时方恨少”慨
叹不已时，还犹豫什么，那就读书吧。在人
生的四季，轻拈扉页心气爽，张驰有度好读
书，它能帮着我们查漏补缺，重塑心魂，在无
垠的书海中，找到一个日益完美的自己。

在中部某省某再生资源有限公司 3500
平方米的车间内，一座近两层楼高、如山丘
状的“教材山”异常醒目，几乎涵盖中小学所
有科目教材。然而，面对绝大部分被送到造
纸厂，造成巨大浪费的命运，二手教材还同
时面临“转绿”难。 (11月16日《瞭望》)

很显然，这是不可忽视的。我国教科书
用量巨大，教材印制越来越高档，若不能循
环利用，浪费十分惊人。

究其“转绿”难之症结所在，是义务教育
阶段的大部分教材、高中以及高等教育阶段

的教材循环仍依赖市场交易，存在产业链梗
阻、供需匹配成本高、二手教材卖家或遭遇
法律风险等堵点。比如，二手教材市场缺乏
完善的平台和服务体系支撑，供需两端匹配
低效，势必会因为产业链梗阻加大供需匹配
成本;再如，政策法规不完善，二手书销售平
台及卖家或遭遇法律风险，势必会因为实际
中的操作困难，最终不利于二手书交易。

至此，促进二手教材“转绿”，就需要企
业、教育部门、个人多方努力，在共享时代建
立全面系统且操作性强的覆盖中小学甚至高

校的共享平台。目前，有学校已经专门制定
循环教材管理制度，上课前由备课组长按编
号发给学生。课后由任课老师回收，而且每
周定期对循环教材消毒。这些不但开了个好
头，而且也为其他学校提供了方法路径。

同时，有专业人士建议，除了义务教育
免费教材，幼儿园绘本教材，高中阶段的体
育、音乐、美术和部分选修科目教材，也应纳
入循环使用范围。针对非免费教材，学校可
建立教材回收机制，对符合循环使用条件的
教材折价回收，探索相应激励机制，鼓励学

生捐赠二手教材。
此外，闲置物品交易平台闲鱼的数据显

示，最近一个月成交156万册教材。既然年
轻人不排斥使用二手产品，二手教材利用空
间广阔，一旦打造起简单高效的二手教材回
收平台，相关部门再进一步修订完善出版物
市场管理规定，依法规范出版物发行活动的
同时，区分商户和个人卖家、新书和旧书，因
类施策，鼓励二手教材流通，就可以让二手
教材“转绿”由难变易，杜绝长期以来存在的
浪费现象。

扪心而言，倘是在书店，这本《旅行中的
文学课》高置于架，静候知音，我怕是会擦肩
而过，错失一份书缘了。因自媒时代，人人

“号外”，在碎片化阅读占主流的背景下，这
样朴实且近乎古板的书名，很难让人“眼前
一亮”。再说了，这年头，旅行貌似人人向
往，文学却早已小众化，而出行游玩唯图爽

惬，谁又乐意正襟危坐地听你“扯闲篇”呢？
然而，网络强大，或是我原本书虫，文学梦亦
悄然蛰伏心底之故，待我浏览目录，细读《后
记》，这才了悟，作者虽是南开大学文学院的
年轻副教授，但其并无意给读者上课，在他
看来，“文学旅行就是从文学本位出发，以文
学朝圣为动机，围绕作家生活地或文学发生
地开展的游览活动”，而“抵达现场就是旅行
的全部意义，只有抵达，才能在亲手抚摸文
人墓碑的‘再没有更近的接近’中，听到内心
深藏的声音，享受灵魂与先贤的对话；只有
抵达，方可满足文学青年的朝圣之心。”

纵观全书，在“文学旅行”的主题下，全
部作品分作“欧陆光影”“亚非土地”“南美天
空”三辑，作者以虔敬而执著的本心，以丰沛
而细腻的情感，以诗意而灵动的文笔，记录
并再现了自己在世界各国探访文人故里、拜
谒作家墓地、追慕文学传说、游览文学博物
馆、名家纪念馆，以及亲身体验一些国家特
色“文学之旅”的过程、场景、情境、感悟与思
考等。换言之，作者希冀并践行的是“始于
风景，止于诗心”的抵达，是探寻，是感受，是
聆听，是怀想，是在雨果、略萨、王尔德、普希
金等几十位大文豪、大诗人的故居、家乡、墓
地及纪念馆、博物馆等处，做一回他们的学
生——那一堂堂文学课，无声胜有声，因为
越洋过海，远赴亲临，甚而一波三折，历尽艰
辛，所以才更加震撼感慨，刻骨铭心。这一
点，恰与那些亦步亦趋地紧跟着导游，“上车
睡觉，下车撒尿，景点拍照，回来一问啥都不
知道”的所谓旅行有着天壤之别。捧读此
书，你我的眼前那一朵朵文学与旅行相融相
合碰撞出的思想之花会次第绽放，馨香暗
溢，明丽幽婉，伴随着一颗颗怦然跳动的朝
圣之心，重回文学发生现场，去发掘并感受

大师们的别样情怀、百味人生……
而与书名的“一本正经”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一节节“文学课”之名的别具匠心，诸
如“尤利西斯在脚下生根发芽”“疯子才懂夜
的黑”“查令十字路 84 号的‘不二情书’”等
等。但作者却非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与那
种只为“吸睛赚粉”的“标题党”做法更是判
若云泥，往往是潜心读完全篇，回头细一思
量，那标题的前卫精妙与深中肯綮才豁然显
现，令人叹服。的确，作者崇尚的是，文学旅
行中个人创造力的发挥，是独特的细节经
验，是精神地理的越来越丰富，从而愈加接
近文学作品的真实，以“激发我们重新在现
实中审视经典文学，甚至产生一种亲历经典
诞生过程的鲜活感受”。譬如，他认为“读雪
莱的诗最好结合雪莱的传记一起来看，就此
你便能理解此岸的诗人徐志摩为什么将雪
莱的诗视为圭臬”，在对比中，赞誉两位诗人
是隔空对唱的“此岸之黄鹂与彼岸之云雀”，
那向日而生的炽烈生命，则如伊卡洛斯的翅
膀。而在英国勃朗特姊妹的故居，他则想象
如诗，温情如画。

正如作者坦言的，“抵达是一种仪式，抵
达的目的是召唤既往的阅读体验，鞭策我们
在精神腾跃之后探秘新的王国”，无论是雨
果先生的中国梦，还是那家名叫浮士德的餐
厅；无论是切尔诺贝利的提纯木偶，还是哈
菲兹的夜莺……每一次抵达，每一次瞻仰，
每一次思索，都是从文学角度来解读文学、
解读作家，也都是从地理、历史层面解读文
学、解读作家。我们不得不承认，不得不感
慨，那些跨越时空而来的，远远超过先知先
觉的文豪们笔下所描绘的，但矢志前行、智
慧传世的文豪们，恰恰又是目光穿透岁月、
讽喻世情人性、预言社会发展的最敬业、最

优秀，也是最富于联想和想象的“精神导
游”。这又让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一边
旅行、一边写作的作家陈丹燕。她曾感慨
道：“我读过的书通常极大地影响了我对旅
行目的地的选择。在计划去哪里旅行的时
候，往昔阅读带来的感受和方位感使我常常
在好奇心中带着明显的熟悉，我似乎总是前
往一个梦中熟悉之地，它对我来说永远不会
全然陌生。”没错，与陈丹燕的“地理阅读三
部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旅行中的文
学课》原本记述的就是一场场“圆梦之旅”，
而非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般的“到此一游”。
如作者骑了一辆自行车在老挝琅勃拉邦的
山林寻访穆奥之墓的经过，真是一波三折，
艰险丛生，让人钦敬有加；而在黎巴嫩探访
纪伯伦的故居和墓地时，更是正值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肆虐中东、黎叙边境频发战火之
时，作者的决心真是坚如磐石，照见了我等
文学旅行者“叶公好龙”的一面……

之于文学旅行，台湾作家龙应台尝言：
“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
注，眼的旁白。”诚哉！同许多文朋诗友一
样，对那种“文不够，图来凑”的书籍版本，我
向来不屑一顾。然而，此书中的摄影插图，
却截然不同，且不可或缺，即便是一块铭牌，
一尊雕像，一根手杖……都是作者在朝圣之
心的驱使下，复以一个文学院教授的眼光亲
摄的。尤其是部分照片的获得殊为不易，我
等暂无缘得见原物的读者更是眼界大开，遐
思联翩，因一些馆舍、故居、手稿等，是禁止
拍摄的，作者却以一腔赤诚打动了管理人
员，经特别许可才有了机会。而照片与文
字，每每相得益彰，会引领我们穿越万重山
水，轻拂时光尘埃，来到文豪们的身边，亲聆
先贤大师们的教诲。

加缪的小说《局外人》篇幅不长，通读一
遍花不了多少时间。如果只为慕名而看，采
取囫囵吞枣般的阅读方式，将无助于领悟书
中博大精深之处，这是我看过这本小说一段
时间后才悟到的。

现在，我把思绪再次拉回到《局外人》
里，与热心于它的读者谈谈我的读后感。《局
外人》是存在主义文学关于荒诞的代表作，
梗概是：主人公默尔索的母亲死了，但没有
让他过度伤心，将母亲埋葬后他便和女友玛
丽一起寻欢作乐，面对女友的求婚时，他的
态度是满不在乎，邻居雷蒙请让他帮助自己
对付情人，他欣然答应，但在不自觉中卷入
一场斗殴，然后开枪打死了一个阿拉伯人。
接着，他被判了死刑，但他似乎对这一切毫
不在乎，并拒绝向神父做最后的忏悔。

加缪在《局外人》中塑造了一个典型性
的对一切社会规范都显得无动于衷、置身事

外，同时又以一种冷峻目光静观世人的沉浸
于其生活当下性之中的现代人形象，以我的
观感，我认为“荒诞人生”和“精神存在”两个
方面是加缪写作这本小说的主题思想。

加缪是存在主义大师，谈《局外人》，就
不得不先说说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存在
主义哲学的基本思想是“存在先于本质、世
界和人的处境的荒诞性、自由选择”等等。

“世界是荒谬的”和“人生是荒诞的”是存在
主义哲学的观点。传统小说故事结构都受
到因果关系的支配，但存在主义小说却强调
偶然和荒诞是小说情节结构的基础。在存
在主义文学中，人物只是作家表达他们哲学
概念的符号或工具，作家并不关心人物本身
是否合情合理。

默尔索的种种行为被称之为荒诞，那
么，什么是荒诞呢？所谓荒诞，有不可名状、
不可理喻及难以用逻辑推理来说明等等含

义。加缪认为，荒诞既取决于人，也取决于
世界。加缪对荒诞的理解和认知是小说的
创作之源。他意识到“荒诞人生”这一点，将
默尔索的荒诞一生构思在小说中，即是创作
的前提，也是加缪阐释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深
远意义的表现，为寻求“精神存在”的主题思
想打下伏笔。

默尔索常把“我怎么都行”挂在嘴边，他
对一切都不在意的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
在此我又要简单谈一下另一位存在主义大
师萨特的思想学说。萨特思想学说一贯的
核心是存在主义“人学”和由此产生的存在
主义价值观。在萨特的存在主义哲学体系
中，既无上帝的位置，也没有人性论和其他
各种形式的决定论的位置，简而言之，人就
是自由。

默尔索反对宿命，拒绝妥协与融入自
然，主动脱离社会意义上的群体，在冷眼旁

观中全面解构了日常生活的惯性，反对强加
于自己的荒诞，去抵达生活的本真，洋溢着
对荒诞的蔑视、挑战和反抗，体现出一种精
神的存在，也即人的自由精神的存在。

《局外人》反映出的是默尔索个人的悲
剧，也是世俗社会的悲剧，更重要的是人类
自由精神缺失的悲剧。但是，透过悲剧性的
一面，我们还应当看到它反世俗荒诞，寻求
自由精神存在以及敦促人类积极向上进取
的一面。

捧读《局外人》这本充分体现出加缪深
邃的目光与丰润的笔力的经典文学作品，你
会体悟到这不仅是一本文学作品，还是哲
学、哲思之书，一本召唤之书，它昭示出人类

“荒诞人生”的真相及追求“精神存在”的重
要性和价值意义，从而让我们感受到它在向
我们召唤反思世俗荒诞及追求自由精神存
在的强大力量。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

作者：木心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文学是可爱的。生活是好

玩的。艺术是要有所牺牲的。
这是木心留给世界的礼物，文学
的福音书。本书首次披露的木
心先生及其亲属的珍贵照片，由
陈丹青先生和木心的外甥王韦
先生提供。附印民国版本的世
界文学书影，是一部民国出版史
的私人旁证。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阎连科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我与父辈》是一部长篇散文
作品，是阎连科对父辈的一次写作
祭奠，是一个儿子跪在祖坟前的默
念、回想和懊忆。阎连科，1958年
出生于河南嵩县田湖，1978年应征
入伍，1979年开始写作，1991年毕
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科
技大学冼为坚中国文化客座教
授。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

克斯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百年孤独》是魔幻现实主义文
学的代表作，描写了布恩迪亚家族七
代人的传奇故事，以及加勒比海沿岸
小镇马孔多的百年兴衰，反映了拉丁
美洲一个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
史。作品融入神话传说、民间故事、
宗教典故等因素，巧妙地糅合了现实
与虚幻，展现出一个瑰丽的想象世
界，成为 20 世纪重要的经典文学巨
著。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
贝尔文学奖，奠定最佳文学大师的地
位，很大程度上便是凭借《百年孤独》
的巨大影响。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英）王尔德
推荐书店：兴义市辞林书店
本书为王尔德的经典童话作品

集，包括《夜莺与玫瑰》《快乐王子》
《好朋友》《了不起的高筒炮》《少年
国王》《西班牙公主的生日》《渔夫和
灵魂》《星童》《自私的巨人》九部脍
炙人口的作品。王尔德首创的成人
童话，风格独树一帜，构思巧妙，想
象丰富，语言轻松机警，不乏讽刺，
每一个故事的讲述都饱含对社会的
同情，在童话中蕴含着比寓言更丰
富的社会内容。

《文学回忆录》

《我与父辈》

《百年孤独》

《夜莺与玫瑰》

《天才的另一面：弗洛伊德》

思想之花在文学旅行中灿然开放

荒诞人生与精神存在
夏国强

张驰有度好读书
刘小兵

合力促进二手教材“转绿”
贺 成

书名：《旅行中的文学课》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卢桢
推荐：刘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