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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向东的散文集 《想念总是情不自
禁》是一本牵挂、怀念的书。往事已在昨
日，牵挂与怀念是面对时间的对抗之举。
房向东用娓娓道来的文字告诉读者：世间
所有的怀念，都不是没有理由的。

这些理由源于走过房向东生命的许多
人。不管文章作者是哪里的，不管文章质
量高或低，不管文章是否为他真正喜欢，
主编《武夷山》杂志的黄大铣但凡收到一
篇稿子，必写一封回信。在一封封回信
中，他“或表扬或批评，字字实在，句句
诚恳”。投稿的作者与他关系亲疏并不是回
信与否的标准，素昧平生的人也同样会收
到实诚的回信。写信是没有任何实际回报
的劳动付出，多数人不愿为。房向东既为
黎云秀感到惋惜，也敬服她的拼劲、闯
劲。“她是南平的‘涧底松’，身怀撕裂之
痛，硬生生地把自己连根拔起，怀着理
想，把自己种到了山顶上，种到了皇城根
下。”相比于她，自己是安逸的、守成的，
也是胆怯的。

沈用大对阅读如朝圣般的虔诚，也让
作者常常心生敬意。他读书时必定正襟危
坐，书上压着学生尺，在认为好的段落下
面用铅笔画线，线与他的坐姿一样笔直。
过了一段时间，他定要重读读过的书。“重
读书有新的感受，若原以为好，现在觉得
一般了，他便用橡皮把铅笔线擦掉；若还

以为好，便再顺上红笔，这就算是确定无
疑的好了，也算是‘二审定案’——定取
舍。”茫茫人世间，哪里去寻找这样的读
者？虽说想念总是情不自禁，房向东却常
有含蓄、节制的时候。“知春，你好好睡
吧。有那扎根树和你做伴，就是我们和你
做伴。那呼呼的风，是我们呼唤你的声
音；那沙沙的雨，是我们为你而哭泣；
哦，那埂溪的叮咚，就当作我们和你叨叨
絮语吧……”在这里，房向东没有悲伤，
只有怀念。把怀念寄托于树、风、雨，怀
念即进入永恒的境地，即便是想念友人的
人离了人间，这份怀念也不会消失。

当然，房向东笔下的友人只是在他的
文字里留下某些影像而已，有时候是侧
脸，有时候是背影，有时候或是尴尬、颓
丧或兴奋或麻木的瞬间。总之，这些文字
绝对不代表友人的全部，可是，这些印象
记或者说这些交集的确参与了房向东生命
的构建。这些人有何满子、叶永烈这样的
文艺界名人，亦有并无多少人认识的普通
人。有成就有影响力的人即为名人，反之
则是普通人。在房向东这里，他笔下的人
都是普通人。无需对名人高看几眼或慨叹
更多，从生命最初的源头与最终的走向来
看，哪个不是普通人？名人又能比普通人
高出多少？

世间所有的怀念，都不免让我们想到

自己。因为用心参与过，遥想故人就是遥
想自我从故人走过的往昔。这世间，没有
人是一座真正的孤岛，更何况是面对一道
悲喜歌哭过的亲友呢？生命与生命生死阻
隔的那一刹那，撕裂之痛非经历者无法体
会。借着对友人的怀念，房向东得以重新
抵达自己的过去。这过去不只是某一个
点，而是一条长长的生命线。在承认早年
有些文章的雕琢之后，房向东说道：“但
是，我要说的是，这本书中的绝大部分文
章都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它们就像写日
记一样，我有话要对自己说。当一个亲友
走了，这个人，一直在我眼前晃悠，回顾
往事，非写不可了，我就写下了。就是为
怀念而写作，为宣泄而写作。心里很痛，
就留下了这些文字。”因痛而写出的文字，
为了友人，归根到底为的是自己。故而这
本书颇有几分自传的意味。

它虽是一册悼亡的书，却并不森然、
苍白，反而涌动着许多人人可感的美好。
美好与什么有关？与陪伴有关。生，注定
了死；陪伴，意味着离别。但是不能因为
死的无法避免而否定生之美好，不能因为
离别的迟早到来而忘却陪伴的温馨与欢
乐。被借调到公社文化站时，与邹老伯侃
大山、钓鱼、喝酒，还一起看富屯溪流
水、红太阳落山。那段忘年交的投缘日
子，真如神仙般惬意。此外还有很多很

多。本雅明曾说：“讲故事者是一个让其生
命之灯芯同他的故事柔和烛光徐徐燃尽的
人。”生命依然在的时候，故事是永远讲不
完的。也许我们可以相信，故事的长度与
生命等同。

有生命，必有死亡。如何好好活着是
所有人一生的必修课，如何面对死亡同样
是必修课的内容之一。因为除了死亡到来
的那一时刻，其余时间都在生之修行的漫
长旅途之内，即便是病入膏肓、奄奄一息
的时候。房向东说：“我读书，一般也只读
这类用生命铸就的文字，至于那些水写的
文字，肉体写的文字，我只能狂妄地说它
们是文字垃圾了——不论是多么有名的作
家写的。”我以为，《想念总是情不自禁》
正是作者用生命铸就的文字，并非可写可
不写。

如果非要在《想念总是情不自禁》中
寻找启迪的话，那就是提醒人们，过着匆
忙日子的时候，不妨适当回头看一看、想
一想。那些从身边溜走的点点滴滴，是多
么的美好，多么的值得回味。向前看固然
是对的，往后看同样是生活的方向或选
择，因为往后看带来的启迪有时候是向前
看的必需。此外，还可以借着阅读扪心自
问一回，我们有多久没有情不自禁了？麻
木是否日日时时刻刻缠身？冷漠是否悄无
声息地占据了心房的全部？

适当地回头看一看
□ 书 洋

怀着对乡情、亲情的
无比眷恋，本着对流年岁
月的抚今追昔，当代著名
作家刘庆邦的散文集《在
夜晚的麦田里独行》如一
缕淡淡的乡愁，飘荡在芳
香的书卷里，温馨而袭
怀。其对故园风情风俗的
描画，对家乡亲人饱含真
情的回忆，又恰似一曲温
暖质朴的故园之歌，响彻
在心头，时时牵引着我们
一次次向着故乡的方向深
情凝望。

这是一本对故园情怀
和家乡物事的真情书写，
也是一次穿越生活河流、
追溯故乡原色的精神探
求。刘庆邦以质朴的笔
调，细心勾勒着家乡的轮
廓，用心描画着家乡的风
貌。家乡的土地尽管贫
瘠，但一草一木都饱蘸着
深情，带着家乡人那浓得
化不开的情愫，时时给人
以温暖的力量。作家以不
漂白、拒粉饰的笔墨，将
那片土地上的历史与现
状，将生于斯长于斯的乡
人们的精神风貌，原汁原
味地呈现于笔端。那种对
家乡深沉而厚重的爱恋，
也一次次从他朴实而真挚
的文字中跳荡出来。如在

《告别泥涂》 里，作家就
别出心裁地从家乡的黄泥巴写起，先写它的黏人，进
而以回溯的眼光，简要叙述了建村以来无钱修路的尴
尬，接着，笔锋一转，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对改革
开放后家乡已修建起公路予以了热切的赞美。作家自
豪地写道“村支书特地领着我在修好的路上走了一圈
儿。路修得相当不错，路基厚墩墩的，平展的水泥路
面在冬日的阳光下闪着白光。”家乡彻底告别了黄泥
巴路，平展的水泥路从此将把乡亲们引向幸福的康庄
大道，为此，作家一语双关地抒发道“我的乡亲们再
也不用在阴雨天蹅泥巴了。不难想象，雨下得越大，
我们的路就越洁净，越宽广，越漂亮！”借着“路”
的延伸，作家用意蕴深远的文字，憧憬着家乡至美至
纯的发展前景，虽简短但铿锵有力，这样意味深长的
诠释和书写，读来怎不令人怦然心动？

刘庆邦虽然离开故土多年，但故乡的身影仍时时
辉映在他的眼前，那份乡情和亲情常常让他睹物思
人，油然想起自己亲爱的爹娘和兄妹。无论是在《母
亲的奖章》 一文里，还是在 《那双翻毛皮鞋》一章
中，作家都是以寻常的家什为题，围绕着发生在其间
的温暖和感动，将内心的触动与感怀，细腻传神地表
达出来。《母亲的奖章》 追忆了母亲勤劳坚韧的一
生，用极富哲理的语句热情讴歌了母亲甘于奉献的崇
高品质。“母亲的身材并不高，才一米五多一点。母
亲的体重也不重，也就是百斤左右。可是，母亲哪里
来的那么大的力量呢？以前我不能理解，后来才慢慢
理解了。母亲的力量源于她的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是
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心劲儿。”虽然母亲的奖章最终
被遗失，但母亲身上所迸发出的精神力量，却永远让
人难忘。而《那双翻毛皮鞋》则聚焦于作家与自己兄
弟间的人情往来，用真诚的文字既写下了对真情的向
往，又写下了对弟弟的内心愧疚，字里行间流淌着的
情深意浓，每每读来，总有一份温暖在涌动。

乡愁，不只是带着地域特色的家乡风物，更是人
与人之间真诚交往、互帮互助的那些真挚乡情。这种
情感，寻常而细微，需要一双发现美、采撷美的慧
眼，从平凡的烟火生活中挖掘萃取出来。刘庆邦既能
以“入世”的眼光，与火热的生活共情共勉，又能以

“出世”的笔法，凭着一个作家的敏锐和睿智，精心
提炼着这一缕缕温暖悠长的乡愁，以其返璞归真的文
字，深切表达出对家乡物事、故乡亲人真诚的爱恋。
即便离家多年的游子，沉浸其间，品读着他情意绵绵
的书写，也会在同频共振中，生发出“美不美，家乡
水；亲不亲，故乡人”的感喟。那盘桓在心中的乡
愁，也会随着夏日里的习习凉风，渐渐飘散，余留下
长长的心灵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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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朋友，或许你想要零星地了
解一些关于家居改善的知识？抑或是你
从未关注过的关于凯瑟琳·德·美第奇
的故事？那《非必要阅读》绝对可以满足
你。本书收录了辛波斯卡从1953年起，
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为一份波兰报
纸写的专栏，96篇千字上下的文章，保
持“读感”的形式，饱含她对生活的真知
灼见。她什么都读，因此我们能看到五
花八门的内容，从各类畅销书到经典小
说，从科普书籍到名人到日记，从哲理
书籍到罗马神话……前一篇在聊陀思
妥耶夫斯基夫人的日记，后一篇就从

《熙德之歌》观照骑士的代价；前一篇在
读趣味科普如《角斗士》之类，后一篇
就一本正经地为你分析园艺类、饲鸟
类指南。她所提到的作品为读者提供
一种观照和思考，该读什么样的书，
又该针对作品有怎样的阐发？对于这
个问题，辛波斯卡的诗歌《种种可能》跨
过万水千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近乎完
美的解释——“我偏爱书桌的抽屉。我
偏爱许多此处未提及的事物胜过许多
我也没有说到的事物。我偏爱自由无拘
的零。”

当今时代，似乎很多人处在纷繁杂
乱的现实生活，或为很多棘手的事情而
烦心，他们当然幻想能惬意地品一杯
茶、听着唱片在一个安静的午后安心读
书的日子，但不得不说它很难实现。因
此形式更加温和的“非必要阅读”有了
存在的土壤——不需要特别了解某位
作家、特别知道某方面的背景，可以拿
出书，随时随地获取一点有用或无用的
小知识，收获一份心灵的满足。本书中
短小的随笔非常多，他们或许没有特定
的主题，但一定有一个共同的内在指
向，即“自由无拘的零”。“我们到底应该
倡导并接受怎样的阅读”也没有固定的
指向，只要你觉得能有所收获，那就是
值得接受的。

辛波斯卡所写的这些随笔是她阅
读过后觉得值得被记录的，正与我们看

完一本书后的第一反应类似，自由而无
拘，充斥着天马行空的联想和私人化的
感发。“速写”是一种被大多数人忽视的
书评形式，比起严谨的评论文章，这类

“速写”同样需要有供它生长的土壤，原
因主要有二——

其一，它与严肃评论文章的受众有
差别，能让普通读者在没有接触之前体
会到阅读的自由。纵观全书，辛波斯卡
评论的大多数书籍我们已经无法窥见，
而即使你没有阅读过这本书也能对其
产生兴趣就是她的目的。《残忍地》一篇
以令人一头雾水的题目开启思维，开头

“我为什么读这本书？”提出叩问，即兴
又深刻。她点明她自己无意在家中建置
一个陆栖小动物饲养箱，然后又顺着这
个话题随性地谈下去，她知道这本书对
她而言作用不大，但那又如何？积累知
识获得的乐趣是独有的，比较何为有
用，何为无用，没有谁能给出固定的答
案。不难发现，她的思路正契合了普通
读者的阅读思路，没有谁在初读过后就
能以系统深刻的思维看待作品，散发而
多元的思考才最为正常，不知不觉中，
距离没有人刻意拉近，隐秘的默契却早
已形成。

其二，文本自身的锋芒与趣味，增
加作品理解和阐发的角度。她的“速写”
有些是对想象力的召唤，也有不少对文
学作品的解读辛辣而有锋芒，给我们的
阅读增加了丝丝趣味。通过阅读圣西门
公爵《回忆录》而写成的《侍臣的地狱》，
对路易所统治的凡尔赛宫殿的景致做
了描绘，这些景致由人构成，我们可以
站在时代背景或更高视角观察他们的
所作所为，也可以将他们共同放置在圣
西门描绘的不同的地狱种类中，读者也
是置身于其中的“志愿者”。

读每一本书都需要付出时间成本，
而在这些小文章里，我们看不到有哪一
篇流露出勉强而写的情绪，没有哪一本
书被她吐槽是“漏洞百出、不值一读”。
这是一种评价的范式，当你在初读后直
接作出“不值一读”的评价时，我们该
反思这种价值评判的来源在何处，是
不是以固有的现代社会的观念去评价
一部作品呢？当这种固有观念成为范
式，那毫无疑问会抹杀一部作品的真
正魅力——人人只顾批评它显而易见
的缺点，背后的闪光之处则无人问津。
辛波斯卡选择性回避了被固有观念所
规束的写作，还将所有的书都被拉到一
个平等的关系里，给更多人注意到它们
的机会，与书籍对话，与辛波斯卡对话。

阅读是一种内心的路程，不经意间
会迸发出了不起的能量，它让我们通过
文字探索世界的无限可能。阅读是清晨
收到的一捧栀子花，平淡、持久、脱俗的
外表下蕴含的是对醇厚的本质的探索。
辛波斯卡的文字与快时代快节奏背景
下的人契合，但不能忘记，真正静下心
的慢阅读的意义不能被消解。波兰诗人
米沃什形容辛波斯卡“她在自己的诗里
面静默”，我想，她同时也在自己的速写
中栩栩如生，从书籍中发现生活，从书
籍中发现乐趣。即使书页被撕扯，它仍
比我们持久，它会竖立在书架，它们将
永存。

关于阅读的“速写”
□ 白羽洁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
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
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
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

凡花大都是五瓣，栀子花却是
六瓣。山歌云：“栀子花开六瓣
头。”栀子花粗粗大大，色白，近
蒂处微绿，极香，香气简直有点叫
人受不了，我的家乡人说是：“碰
鼻子香。”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
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不

取，以为品格不高。
人们往往把栀子花和白兰花相

比。苏州姑娘串街卖花，娇声叫
卖：“栀子花！白兰花！”白兰花花
朵半开，娇娇嫩嫩，如象牙白色，
香气文静，但有点甜俗。

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
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
消。看月华。月华五色晶莹，变幻
不定，非常好看。月亮周围有一个
模模糊糊的大圆圈，谓之“风

圈”，近几天会刮风。“乌猪子过江
了”——黑云漫过天河，要下大
雨。

一直到露水下来，竹床子的栏
杆都湿了，才回去，这时已经很困
了，才沾藤枕（我们那里夏天都枕
藤枕或漆枕），已入梦乡。

鸡头米老了，新核桃下来了，
夏天就快过去了。

——节选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夏天夏天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日有所诵》
（第六版），是亲近母语团队历经十多年研究和
实验，五年编写，五次修订的倾心之作。编选了
符合儿童心性的，有节奏、有意韵、具有文学之
美和自然之美的诗性文本，让儿童通过多种形
式的诵读，爱上诵读，积累语言，形成语感，提高
语文素养；培养诗性和定力，实现精神成长。

童谣童诗、古诗词、晨读对韵，中外散文诗、
散文名篇选段……该书将960篇精选文本根据
儿童的发展规律科学编写，由浅入深，缓坡而
上。带领孩子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边界，徜徉于古
今中外的“诗文花园”，在兴发感动中汲取成长
的力量。 （本报综合整理）

徜徉于“诗文花园”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的《迈向橄榄型社会》，
全面解读橄榄型社会的目标与内涵、收入分配
现状、市场机制、公共政策、投资含义，探讨中国
经济未来发展路径。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们重新审
视人类社会面临的挑战。疫情暴露了经济体系
存在的缺陷，比如产业链的脆弱性，也引发了对
人和自然关系的反思，加大了绿色转型的动力。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得益于科技进步，凸显
了知识和创新的重要性。

中国处在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的五个
关键词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意
味着经济政策不仅追求效率，也重视公平，以促
进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本书对公共政策部
门、实体企业、金融机构、经济学者等正确认识、
准确把握、有效解决中国经济的关键问题，有一
定的参考价值。 （本报综合整理）

探讨中国经济
未来发展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