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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一生是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的过程，你的气质里
藏着你读过的书、走过的路。春三月，在这个特别的时节里，
编辑为大家准备了一份适合女性阅读的书单，愿你不负韶华，
气质如兰。

《息壤》
盛可以 著
2019年1月出版
【推介】 小说主要写

了三代女性的家庭和婚姻
生活。通过封建传统的婆
婆和被压抑了一辈子直至
寂灭的吴爱香，以及五个
性格不同的女儿各自的姻
缘，尤其是她们对婚姻、
爱情、生育的认识和再认
识，写出了传统观念对女
性的压迫、女性的自我认
识和抗争。如一份中国女
性的生育报告，一场子宫
自主权益的探讨。最温暖
的堡垒，也是最无声的眼
泪；最明亮的欢喜，也是
最深切的盼望。就在这
里，我们了解她们；也在
这里，她们拥有自己。

《聊将锦瑟记流年
——黄仲则诗传》

安意如 著
2018年9月出版
【推介】 黄仲则是

诗歌奇才，可惜无缘生
于唐宋，虽有才华，但
与时代格格不入。他英
年早逝，却留下两千余
首传世诗章。评家赞仲
则 诗 俊 逸 豪 放 神 接 李
白 ， 绮 丽 迷 离 似 李 商
隐，且将其与纳兰若容
的词，并称清代文坛双
璧。本书安意如以人物
传记为线，凭借细腻优
美的文笔，串联黄仲则
诗作，论诗评人，通过
对于黄仲则诗歌和人生经历的精辟评析，并将其与秦汉以来优
秀的诗人、经典的诗词对比，真实重现了诗歌圣子不世出的才
华、悲惋曲折的一生。

《北京1980》
于晓丹 著
2018年12月出版
【推介】《北京 1980》

是一部书写上世纪八十年
代初爱情和青春的长篇小
说。青年学生梁正文和毛
榛从认识到久别后重逢，
二十年的时间里，两人从
爱恨纠葛的情人变为彼此
生命中的匆匆过客。小说
以爱情为线索，塑造了很
多八十年代初的典型青年
形象，有光芒无限的正
武、风流多才的老柴、拥
抱生活的谭力力、执着追
求的扁豆等。小说留给读
者的是关于生存、理想、
情爱的追问，在物质尚且贫乏的岁月里，关于爱情的奢华和放
纵，都像一场梦境。本书改编的电影《恋曲1980》将在2019
年上映。由著名导演、戛纳电影节最佳编剧梅峰担任导演和编
剧，李现、春夏担任男女主角。

《拔蒲歌》
沈书枝 著
2019年1月出版
【推介】《拔蒲歌》是一

本“还顾望旧乡”之书，这
“还顾”的内容既包含过
去，也写及现今。开篇《儿
童的游戏》，讲述儿时乡下
常见的游戏。其后三辑：

“红药无人摘”“瓜茄次第
陈”“与君同拔蒲”，则分别
书写乡下花草、南方吃食、
少年心事及如今在城乡两地
的生活。在乡村日渐凋敝，
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时代
背景下，作者用真诚质朴的
文字，为读者记录下从过去
到现在乡下的生活。她笔下
的“南方”，也正是我们每
个人心中用来抵御外部庞杂
世界的精神乡土。

学生张萍送来她的游记文集《萍踪》
有一段时间了，我阅读也有一段时间了，
阅读过程中时有所思所想，整部文集读后
思想益多且强烈，就想着写一篇读后感。
巡览改革开放四十年，其中的两项成果
当为显著标志，其一为万民旅游，富而思
乐；其二是大众出书，“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于是，旅游然后写游
记，写游记然后出书已成常态。不过，阅
读林林总总的游记文章，竟觉张萍的游
记文章更显特色，她的游记不光描写湖
光山色行路的旖旎，不光由此及彼地叙
述着人文故事和多彩建筑，更多的是情
景与情怀并轨，行路和读书结合，把相得
益彰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演绎得顺理成
章，悦目赏心。

独乐游不如举家游

我想，张萍应该是一个心细如发的周
到女儿家，在家里尽心履行着老吾老幼吾
幼的责任，有她游记里众多陪伴父亲挈儿
携女游历名山秀川的文字为证，有文字中
随时可见血浓于水的亲情相依和亲昵为
证，有溢于言表的情愫为证。现代意义上
的旅游在国内兴起不足百年，早先古代对
旅游注疏分为两个概念，即旅和游。旅的
意义指人在他乡，行走不已。譬如军旅、
商旅。游则专指游戏、嬉戏。旅游合并一
体是唐代以后的事了。旅居他乡多寂寞，
所以，就有“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飘零，所
以，一朝他乡遇故知竟能成为人生幸事。
到了近现代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旅游成
为产业，投资者竭尽能事在旅游景区设置
嬉戏游乐项目，正是要让旅行之人没有寂
寞，乐而忘返。殊不知，最理想的乐而忘
返的旅游则莫过于举家出行，其乐融融，
君不见，酒店旅馆服务台上方的文化宣
言：宾至如归到店如家。举家旅游，走到
哪儿家也就在哪儿，爹娘子女山河共愉
悦，美景齐享受，何用“如归”“如家”作
比？难道还有比这更幸福的旅行吗？张
萍的旅游安排和享受也恰是如此，独乐游
不如举家游，结伴游不如亲情游，举目张
望美景人文喜收眼底，回眸交流至亲至爱
则是第一时间的知遇和知音，何等惬意。
再之，有亲人厮跟，行为多默契，言语不设
防，一个眼神，一个鬼脸，甚至一声嗔怨，
都胜过甜言蜜语，无不是旅途上的快意和
附加景致。这里，不妨将文集里的句子摘
录以飨读者：“2016年阴历的岁末，我跟女

儿儿子一起去福建旅行，有明确具体的分
工，儿女都各司其职……一路上的欢声笑
语，一路上的起居饮食，一路上的风景如
画……前呼后拥的娘仨，构成非常和谐的
画面。”还有：“这一路上，姐姐的狡黠，弟
弟的憨厚，制造了无数个笑点，而妈妈我
并不是居中裁决的角色，我只是那个快
乐的路人甲，有时候也添油加醋或落井
下石。”“妈妈，是天底下最容易、最幸福的
行当。”

天伦之乐，幸福之情，陶醉之感，生动
跃然纸上，这一番沁人心脾的爽快也是只
有举家旅游才能得到的享受。

旅游好更要心态好

民间俗语有云：在家千般好，出门万
事难；看景不如听景，听景不如安生。事
实亦如此，出行就会有未知和意料之外不
约而至，就要有不爽和挫折邂逅相遇。特
别是旅游商业化以后，出发前的憧憬和实
地游览常常产生很大的落差，如果在境外
和港澳台旅途发生意外，更是令人局促和
尴尬，心急如焚，欲走不能欲罢不忍。于
是，很多人会因此心情一落千丈，美好瞬
间恶化为恼怒，甚至都有为此和导游闹出
人命的事件。所以，旅游好更要心态好！
张萍人在旅途的心境是成熟的，能够身处
囧途随遇而安或者积极寻找对策，还能够
四两拨千斤，把突发的意外视若旅途中的
插曲。有人习惯说，现在出门只要带上身
份证和手机便万事俱备。我读过张萍的
游记后豁然有感：万事俱备尚欠东风！何
为东风？那就是张萍那份旅游好更要心
态好的超然襟怀。身份证和手机是硬件，
心态乃软件，硬件自然配备，软件需要修
行。张萍的好心态兴许是得益于她从事
律师职业的缜密思维。

譬如张萍游记里记述的港澳台之行，
游记里的表述是“紫色之旅、虚惊之旅、混
乱而嗨皮之旅。这是一场除了没有偶遇
发生之外其它什么都发生了的旅行”。飞
机一落香港她便满心喜悦步入飞往台湾
的候机大厅，结果兜头一盆凉水：“对不
起，你的签证已经过期。”游记里她还写
道：“临出发前，我再次与中介人员‘图图’
联系，核对各种信息，‘图图’又发给我一
个清单……”，另外，游记里她还专门拿出
一个章节写“旅行前的准备”，写她和女儿
精心策划的台湾“自由行”，写她对台湾风
土人情所作的功课，写她对自己携带衣服

如何与祖国宝岛风光的浑然搭配……不
一而足。很显然，这次的台湾之行满载着
她和女儿的倾心和向往，满载着踌躇，满
满的期待，岂料，旅途的第一脚就踩进了
沼泽地，何况是旅游中介的工作失误。
加之弱女子孤身在香港，用传统语言文
学的表达活脱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
灵”。这般遭遇于他人该是何等愤懑，何
等焦灼。我曾经有过卧睡香港街头花园
的困窘，个中滋味烙印深深。对于张萍，
弱女子形弱人不弱。游记里她这样分
析：“人真是很奇怪的动物，总是不愿面
对种种不如意的境遇，总是对不切实际
的事情抱有非常大的幻想。”这不是幻想
是心智，是人生旅途的超凡境界。张萍
和她的机灵又充满智慧的女儿，硬是凭着
弱女子的超凡境界，凭借智慧和执着，不
仅如愿走出意想不到的旅途泥淖，反而将
原本的台湾一地游拓展成了丰富跌宕的
港澳台之游。于是，她柳暗花明地感慨：

“感谢中介公司的这个小错误，它让我此
行斩获颇丰。”

书中还有多处写到此类窘况，她都是
积极地以好心态换来好心情，好心情撩发
好兴致。

不仅仅是到此一游

怀揣思想上路、带着发现旅游是张萍
游记的又一看点。山水之乐之雅趣、触景
而有感，发端于古代的文人骚客和官宦，
他们的旅游往往有求知驱动，有怡情相
融，旅游之余不吝留下感怀的文墨。后
来，有人将这种有滋有味儿的旅游过程作
比人生成才的重要历程：“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今天，人们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旅
游生活化、商业化，把古代单一旅游群体
一分为三：其一，仍沿袭“读书走路一体
化”的文人墨客；其二，行路加探险的所谓

“驴友”；其三，行万里路，倾囊购物的买
家。张萍显然属于旅游群体的第一类，捎
带其二其三。今天的旅游是大众旅游，是
生活的一部分，游山玩水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无雅俗之分，无高下之分。然而，在
人们的文化知识和欣赏能力普遍提高以
后，能够有意识地把求知和欣赏糅合到旅
游途中，多一份凝望，多一份思辨，再多一
份勤奋，然后把所见所闻所思所想用文字
或相机记录下来，无论是将来自己重新拾
起加以领略和“把玩”，或者以书籍文章图
片介绍他人，都很是有意义的事情。想必

古人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阐述总结的也
是这个道理吧。且看张萍著作的开篇引
言：“周末时光是我一个人可以自由支配
的时光，我把我的办公室想象成莫干山的
民宿……鲜花簇拥，绿叶环绕……透过洞
开的窗户，看得到远处瓦顶错落，炊烟袅
出……”“绿茶特有的香气升腾起来，曼妙
的音乐升腾起来。接下来，我该做点什
么，才能配得上这样宽松而美好的时
光。”于是，她说：“再不整理那些港澳台的
记忆，它们可能就要荒废在大脑的一隅，
最后连痕迹都模糊了。”这番鹅羽撩拨样
的独白，这片不忍曾经的美好向往与实地
体验灰飞烟灭的认真，也带给她又一次的
心旌摇荡，升华出修身养性的彻悟。她在
记述游丽江的同时心扉顿开：“丽江所表
现出的文化，让人安静，让人着迷，可以催
化人们换一个维度思考人生的终极命题
……丽江是一个有信仰的城市”。其快
意，其收获感，怎一个“xxx到此一游”可
比？怎一个与人聊天时插一句“xx地方我
去过”的应声附和可比？

东晋文学家孙绰的《游天台山赋》是
古代游记中的名篇，文中既有生动细致
的景物描写，又有将山水和仙佛思想的
紧密融合，其结尾段落更是出奇：“于是
游览既周，体静心闲。害马已去，世事都
捐。投刃皆虚，目无全牛……”。他把天
台山之游比做清爽无尘的一场沐浴，一
切烦恼杂念随游俱散，浑身释然；他把天
台山之游的收获视如“庖丁解牛”的得
意，一如后来诗圣杜甫的咏叹：“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王安石的《游褒禅
山记》也有感言：“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
草木、鱼虫，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无不
在也。”由此可见，假如自己有所素质，就
让旅游知识化、让旅游思想化，实在是身
心双赢的利好事情。

□书人书事

行路读书两相宜
——张萍文集《萍踪》读后

郝春玉

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当下却是以
写文为生。没有学问还要去写文，原因有
二：一是喜文，二是生存。当爱好与利益
可以并存，便凑成一件很幸运的事。

读书，是为了更好地写文，这是其一；
其二，读书能使我静心，这比其一更为重
要。一句道家哲学术语：心静自然凉，本义
是说心里平静，人心自然凉快，后用来指在
遇到问题、困难、挫折时，放平心态，以一颗
平常心去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人活着，挺
不容易，往往遇到的就是问题、困难与挫
折，不静心，就会杂念丛生，众魔缠身。

当下的诸多先搁下不提，说说我的读
书之初。

我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初
开始上学，对读书完全没有过多的概念。
读书，那就是好好念书，念好书包里的
书。那时书包里的书极少，一二年级只有
数学和语文，三年级多了本自然，四五年
级再多本历史，只要把这几本书念好就算
很优秀了。家乡穷乡僻壤，念不起书的孩
子有很多。

知道“课外书”这一词是上了中学以
后。上初一时，最前排的小女生经常在课
间俯头看一本书，很入迷的样子，我好奇

地问她看什么书？她头也不抬，语速很
快，我听的是“花花少年”。后来，县城通
往我家的十字路口有了一个书亭，我第一
次看到了那本杂志，它不叫“花花少年”，
而叫《华夏少年》。书亭的玻璃窗上摆挂
着很多杂志，印象最深的是《辽宁青年》
《短篇小说》《六月》和《青少年文学》。那
时我读课外书的欲望并不高，考学是靠书
包里的这些书，玻璃窗里的书对我的学习
没用，最重要的是，口袋里没有钱可供我
买这样的奢侈品。

我最终没有成为大学生。母亲说我
是不争气的孩子，母亲想再苦再累也要把
我供出来，哪怕考个中专也算有了饭碗。

我的心却反反复复总那么煎熬，哥哥在念
大学，尽管那时大学发伙食费，可每个月
还是要寄一些钱给他的。母亲没日没夜
地劳作，做豆腐卖豆腐，种地养兔子养猪
管我们，到头来我们还是家徒四壁，假如
我再考上大学，那她得累成什么样子。我
心疼母亲，又不甘心做一个农妇，这种矛
盾心理特别影响我的情绪，我念一阵书就
又厌恶了念书，厌恶一阵就又特别想去念
书，来来回回，中学就没把书念好，时光就
荒废了。

我读的第一本除课本之外的书是《欧
阳海之歌》，我不知道父亲从哪儿拿回来
的，当我看完这本书后，突然觉得文字真

是太吸引人了，于是我心中产生了一个梦
想，当一名作家。当然，也仅仅是梦想而
已。后来，父亲从大队上拿回来一些旧的
《保定日报》，当我看到副刊上发表的小文
章时，我认为我也能写，于是便偷偷摸摸
写开了文章。女孩爱美是天性，可由于贫
穷，我十四岁还穿打补丁的衣裳，自卑已
经根深蒂固，所以写文章可不敢让人知
道，怕受人耻笑。当时我是用烟盒的背面
写的草稿，写完了抄写在上学没用完的作
业本上，小心地撕下来叠好。那时信封一
分，邮票八分，但九分钱我都拿不出，又不
敢向母亲要，只好从家里偷了一毛钱，买
了信封和邮票，按报纸上的地址写好，这
才骑着家里的破自行车偷偷地到县城把
信送到了邮局。

后来，我写的文章居然真发表了，我
总共写了四篇，《保定日报》一个月发了我
三篇。那天父亲把一个鼓鼓的带有《保定
日报》字样的大信封从大队带回了家，他
递给我时我特别害怕，不知道这是干什么
的，打开一看，原来是三份样报，心本来是
狂喜的，眼里却淌下了一连串的泪水。

从此，开始在文字中锲而不舍地
追梦。

追 梦
孙犁文学奖获得者

□百泉书架

《李清照集》是我1962年8月，大学
毕业后买下的第一本书，是当年中华书
局第一次出版，印数可观。该书由中华书
局上海编辑所整理编纂，在它之前，还没
有这样比较齐备、可供研读的李清照的
文集（包括宋、明清人的刊刻本，多已找
不到了）。对我而言，喜不自胜，惬意极
了。书中不仅有李清照所有的词 78 首
（有35首历来被怀疑是他人之作）、诗15
首，散文3篇和杂著《打马经》等。此外，还
有一些极为难得的有关李清照的家庭历
史的资料，以及前人研究它的文章、书
录、题跋、题咏等。尤为可喜的，一份《赵
明诚李清照夫妇年谱》和《李清照事迹考
略》，都为读者和研究者提供了全面认识
李清照的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可以信
赖的第一手资料。

我虽不是李清照研究者，但我相信，
因为有了它，对现今的已知的研究成果，
也可以讲一点自己的感受，不怕是“胡言
乱语”，也算有一点小小凭借和本钱了。

这里，我不想对她那影响几代人的
词和诗作发言，由于这种研究专著和文
章已经汗牛充栋，只谈一篇她那少的难
得的散文。

首先，是《金石录后叙》。这原是一篇
序文，为其丈夫赵明诚《金石录》而作，写
着，写着，变成凄怆难抑的抒情散文。满
篇的回忆，秀足了当年的恩爱，伉俪如何
的“治业”，她为保存文物，舍身守玉，颠
沛流离，历经苦难。编织出一篇人间天上
难得的奇文。

特别在文物“得而复失”，损失殆亡
之时，她对于文物的真情实感，对亡人的

热切思念，交织在混合着血泪的文字里：
今手泽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

萧绎江陵陷没，不惜亡国，而毁裂书画；
杨广江都倾覆，不悲身死，而复取图书。
岂人性之所著，死生不能忘之欤？或者天
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
者有知，犹斤斤爱惜，不肯留在人间邪？
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呜呼，余自少陆机
作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
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
有无，有聚必有散，乃人之常。人亡弓，人
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区区记其终始者，
亦欲为后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

这是何等的摧肝断肠，伤心泪流呀。
清人王士录说：诵《金石录后叙》，令人心
花怒放，肺肠如涤。陆游《老学庵笔记》
云：“迄今学士每读《金石录后叙》，顿令
人心神闲爽，何物老姆，生此宁馨，大奇，
大奇”。

其次，《金石录》是赵明诚生前已完
成的书稿，好友刘歧已作序。因时局动
荡，物是人非，四年后，赵因疟疾暴亡，

“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旧序”，极道遭罹
变故之本末。由于是在刘序之后，故曰
《金石录后叙》。

李清照写《后叙》，很可能是在她经
历了失败的再婚后，为重新获得皇家遗
眷（赵明诚为皇家后裔）身份而进行的
一次努力。以她的多年积累的文字修
为，不仅实现了功利目的（得到宋高宗
赵构），还顺手创造了中国散文史上一
种独特的感人至深的写作风格——题
跋式的散文。

此是我读后的一点心得。

□寒舍翻书

读《李清照集》
杨振喜

□悦读阅好

刊头题字 白寿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