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化繁为简，
将目光对准每个人成
长过程中都要接触的
七个关键角色———玩
伴、同学、同事、上司、
合作伙伴、 知己、爱
人， 这 7 种角色代表
人生不同阶段的 7 种
关键力量！ 作者以生
动的案例， 深入浅出
地分析了他们的重要

作用，以及识别、交往的各种技巧要点。无论是
学生、白领还是中高层管理者等，都可以从本
书中找到参考的答案。

定价：35.00 元
作者：李维文 著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 � 这是一部散文
随笔集， 作者用一
个个细小而特别
的故事， 串起人
生中无可逃避的
情 境 和 遭 遇 ， 照
出 自 我 的 底 色 ，
看 见 别 人 的 生
活。 没有大道理，
也不想教给读者什
么， 他只是处在卑

微和真实的位置上， 写下自己所见所闻的
平凡人生， 剖析那些不断成长和丰富的
灵魂。

定价：35.00 元
作者：刘汀 著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 � 故事是你们
的， 道理是大家
的 ， 并 早 已 存
在。 丁丁张负责
将 它 们 收 集 起
来，变成了这本
书。 书中所探讨
的 无 非 还 是 那
些“破事儿”，却
也 关 乎 如 何 在
爱里过得更好，

如何失去也不难看，如何在真相中慢慢长
大，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直面并解决人生的
难处。

定价：36.00 元
作者：丁丁张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别人的生活》 《世界与你无关》 《找对你人生中最重要的 7 个人》

在这样的时
代，我们的生命又
有什么可能？如何
才能越过现实和
理想的鸿沟，找到
和进入自己希望
的人生？如何修炼
自己在现实中活
得更好的能力？如
何在现实之中发
展自己的兴趣？如

何连接现实和理想？ 如何面对生命里的苦
难、贫穷、不完美或者不公正？ 如何获得心
灵的自由？在书中，古典谈到了人生四个永
恒的主题：影响力、爱、自由、智慧。

定价：35.00 元 作者：古典 著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你的生命有什么可能》

■新书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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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铁生的桃花源
冯娟

史铁生先生的《病隙碎笔》被我放
在包里，来来回回背了两个星期。从办
公室背回家，再从家背回办公室，我利
用任何可能的零碎时间读他， 品味他
的语言，感受其中的思想，惊叹于他对
于生命，对于命运，对于生活的智慧。

与经过哲学家苦思冥想得出的哲
学理论相比， 我更喜欢史铁生先生这
种从生活实践中求得的智慧。 它们通
俗，易懂，脉络浅显，骨骼清奇。没有绕
任何的弯子， 更没有凭哪位哲学家或
者思想家的理论著述做依托， 它们像
是从生活的尘埃里开出的花， 像是从
时光的沙漏里跌出的金蔷薇， 如同神
迹， 带着很多不可能的可能和细碎的
光辉。

史先生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热血青
年一样，刚刚完成初中的学业，在豆蔻
年华的十八岁， 就去延安地区插队做
知青，二十一岁那年双腿瘫痪，后又因
急性肾损伤，患上了尿毒症，靠不断地
做透析维持生命。 这实在是非常不堪
的命运，除了悲痛叹息抱怨哀号之外，
实在让人想不出更合适的态度来对待
它。 但他是顽强的，他可能也怀疑过，

也抱怨过，也咒骂过命运，但最终他放
下一切消极的情绪，积极地正视命运。
他不再盲目地期待奇迹， 不再幻想谁
的救赎，他决定自己对自己施以援手。
先是有这样勇敢的态度， 才会有后来
面对记者对他职业的询问时， 幽默达
观的回答，他对记者说，我的职业是生
病，业余时间写点东西。 下肢的瘫痪，
病弱的身体， 阻断了他向外部世界探
索的可能，那没关系，在丰富的阅读，
深沉的思索之后， 他把目光转向了自
己的内心，那是一个更加丰富，更加多
彩，更加深遂的所在，他对自己内心的
每一次追问， 每一次凝视， 每一次交
锋，都有智慧的蜜流淌出来，他毫不吝
啬地写下来，让愚痴如我辈者，得以通
过阅读打开慧眼。

史先生说， 我就是我， 这便是局
限。我深刻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我”在
这里的主体， 并不单指他自己。 这个
我，指的是世间的每一个人，芸芸的众
生，日光之下奔走的任何一个人。但如
何突破自身狭小的局限， 史先生用自
己的行动，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榜样。他
的身体是残疾的， 但他却利用自己健

全的心智，不断地向内心深处探索，不
断地向亘古的宇宙的本源去寻求，于
是找到了一个更广大，更丰富，更奇妙
的无限世界，一个属于他自己，也属于
普罗大众的美丽无比的桃花源。他说，
上帝为人性写下的最本质的两条密码
是，残疾与爱情，残疾即残缺，限制，阻
碍，是属物的，是现实的，爱情则是属
灵的，是梦想，是对美满的期盼，是无
边无限的，是对残缺的补救。我常常被
他这样的句子惊醒，震动，恍如在浓雾
的海面上望见远处的灯塔， 心在一瞬
间被激动的狂喜填满。

《病隙碎笔》仿佛是他展现给世人
的，他精神桃花源的一个小小角落，那
里有迷人的风景，和熙的暖阳，让人留
连忘返，不知归路。 但我想，史先生的
本意应该远不止于呈现， 他最终的目
的，应该是在启发我们，鼓励我们，像
他一样，勇敢抛开俗世的缠绕，抛开那
属物的，有形的局限，不断地向内心去
寻找，向具有更多智慧，更多希望，更
多梦想， 更多灵性的地方去追寻，
从而建立一个属于每个人的， 精神桃
花源。

从诗里，捡起唐朝故事
———评《唐诗风物志》

苏缨
如果可以为盛唐绘一幅《清明上

河图》，以全部第一手的唐人笔记织成
绢帛， 将我们熟悉或不熟悉的美丽诗
句研为颜料，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
然等等人类群星点缀其中， 以细腻而
富于创见的考据安排构图， 工笔勾勒
出大唐帝国的一切光荣与梦想， 荒诞
与卑俗， 以优雅而聪慧的行文为之精
心装裱， 那么， 这就是毛晓雯的新著
《唐诗风物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了。

晓雯一直是我无可挑剔的合作伙
伴， 我们曾经共同写成《纳兰容若词
传》、《唐诗的唯美主义》、《诗的时光
书》等等书稿。 每完成一本新作，我对
她的钦佩之情便增加一分。 没有人比
我更清楚她的才华、 聪颖、 见地与学
养。她既是我的合作者，也成为我最渴
望超越的敌手。

我一直怂恿她独立创作， 因为我
笃信她独立完成的作品一定胜过我们
之前的任何一次合作。但遗憾的是，我
从未见过比她更加低调的人， 她竟然
从未意识到自己那令人又羡又妒的才
华， 而在她最为熟谙的古典文学世界
里， 她竟然也从未认为自己在闲谈中
随意道出的观点是多么的新奇而有
力， 足以被有心人窃去当作博士论文
的主题。 因此她从来不愿意独立动笔
写一点什么。

真不知费尽我多少的苦口婆心，

晓雯才终于开动了这部《唐诗风物
志》。 其实她早就胜任这个题目，因为
对于诗词， 她早已打好了扎实的童子
功，而在学生时代，她便沉迷于各种史
料笔记， 将五花八门的相关原始材料
几乎竭泽而渔———只有熟知当今学术
风气的人才会真正晓得这是何等难能
可贵的素养， 因为我们已经见惯了各
种学位论文与专著将二手、 三手材料
辗转传抄， 以致于一人引错便以讹传
讹， 更不要说那些外行人写就的古典
文学通俗读本， 仅以肆无忌惮的抒情
和更抒情来取悦读者， 毫不介意满纸
的知识硬伤是如何的惨不忍睹。

晓雯确实是一个罕见的例外，而
且，除了认真与扎实之外，她的视角选
取和逻辑思辨能力一并令人叹为观
止，这就使得《唐诗风物志》并不仅仅
是一幅常规意义上的风俗画卷： 它会
在大视野的坐标里凸显出大唐风物的
独特与其之所以独特， 会从唐人的诗
歌探及唐人的生活本质并深入其光怪
陆离的理想与梦幻， 会在优雅的文笔
中随处散落一些似乎无意为之的闪光
创见。

这部书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唐朝，
不同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
鉴》 为我们所展现的样子———那是官
方视野里的唐朝，而是，用晓雯自己的
话说：“诗没有官方立场， 它不必顾忌
所谓的国家形象。诗不用统一发声，它

是不同的眼睛看到的不同的故事，是
许多人的私人日记， 它记录国家政策
也记录老婆孩子的脸色， 它关注洪水
也关注茶水。 而你一首诗、我一首诗，
你一点故事、我一点故事，你的生活加
上我的生活，才是一个时代最活色生
香的真相。 我想做的事，就是用一
部《全唐诗》，用那近五万篇不同唐
人写的日记， 做一次拼图游戏，拼
出一个有心跳有呼吸、 会痛会闹会蹦
会跳的唐朝。 我想从诗里，捡起唐朝
那些除了政策、战争、法令以外的
故事。 ”

所以对于唐诗， 这部书赋予之立
体的视角与鲜活的呼吸； 对于唐代的
历史与社会， 这部书赋予之真正字面
意义上的诗歌式的解读。 也许惟一会
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的就是作者的文
笔———我有幸成为这部书的第一个读
者， 故而幸或不幸地第一次体验到康
德在阅读卢梭《爱弥儿》时所发生的那
种懊恼： 初读时被文笔之美攫取了全
部的注意力， 以至于必须重读一遍来
理解书中的内容。

但是，也只有这样的文笔，才配得
上这样的内容。我笃信着，当某一天晓
雯的《宋词风物志》的出版为《唐诗风
物志》补成完璧的时候，所有的读者也
会和我一样， 对这位才气逼人的作者
生出更多的、 或许会是不切实际的期
待。

有种爱叫生死相依
王立刚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患难见真情”，而生死之
境便是患难之中的患难， 这其中的爱， 再没有杂
质，净如纯水，最是感人。 这种爱，便是生死相依。

人与人之间的生死相依已足够伟大， 人与动
物之间更是容易让人动情。超越种类的爱，本身便
已经足够纯净，而生死相依，更把这种爱升华到了
极致。

《我和狗狗一起活下来》便是这种生死相依的
极致之爱，它纯净、温暖、阳光，让本是悲伤故事淡
淡地蒙上一层层明亮的希望之光。 世间最伟大的
爱，不只是爱情；世间最伟大的爱，是超越爱情。主
人公特蕾莎·瑞恩和她的狗狗西莫的爱，超越了世
俗中一切形式的爱，将这种发自本心的感情，表达
得自然真挚，读来让人动容。

西莫是一只比格犬，活泼好动，爱吃爱玩，简
直就是个闯祸精，在家不让主人消停，主人出门之
后不让邻居消停。 但是， 对于这样一个麻烦制造
者，特蕾莎和她的男朋友并没有感到厌烦和嫌弃，
而是一直给予它最用心的关爱和呵护， 让它体会
到了来自人类的最真最好的爱。但是，当幸福来敲
门的时候，不幸有时候也会来敲门。西莫不幸地得
了癌症。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一旦得了癌症，就等
于要和大量的医药花费挂钩， 相关人肯定要承受
巨大的金钱压力。对于这种压力，如果是在亲朋好
友身上，大多数人都会主动去承受、承担，但是如
果是一只狗呢？ 也许很多人会像书中很多劝特蕾
莎放弃的人一样，放弃对狗狗的治疗，毕竟，在更
多人的观念中，狗狗毕竟不是人，再怎么有感情，
也不及人和人之间的感情来得深。但是，主人公特
蕾莎却选择了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治好西莫这一条
路。这是怎样的一种感情？这是比爱情更伟大的感
情，这是真正的纯粹的感情。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西莫的癌症还未痊愈，特
蕾莎又被检查出得了乳腺癌。 上帝无疑是对他们
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而特蕾莎面对残酷的人生
并没有消极沮丧，而是和她的狗狗西莫一起，积极
地、勇敢地、乐观地面对残酷的现实。 用彼此的相
依为命，用彼此的超越种群的本源之爱，一起活下
去。西莫和特蕾莎是不幸的，他们得了世界上最残
忍的病之一，这种病很容易造成死亡，没有比死亡
更残酷的事了。 但是，西莫和特蕾莎又是幸运的，
他们在茫茫人海和狗海中相遇，彼此珍爱，生死相
依，演绎了一出感人至深的人狗之情。

《我和狗狗一起活下来》 无疑是个励志的故
事，更是一个治愈的故事，它给人以温暖，给人以
力量，给人以爱，也给人以希望。 我们需要这样的
感情，我们需要这样的感动。如果人人都能这样彼
此相爱，爱他人，爱动物，爱自然，那么这个世界必
然比现在更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