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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姥姥

养在心里

【温馨读本】

□陈馨(自由职业者)

把姥姥的话当成语录
的，倪萍，是我看到的第一
个；把姥姥语录写成书的，倪
萍，也是我看到的第一个。

最初，在报纸上读到《姥
姥语录》的连载。看到姥姥说
院子里的花“那是你昨晚睡
觉放了一个屁迸开的吧？”忍
不住笑，觉得姥姥怎么那么
了解孩子呢，说出来的话都
跟孩子那么贴心！

读来读去，越读越觉得
亲。原来倪萍的姥姥和我的
姥姥一样，也会做焖一夜的
大香粽子；原来倪萍的姥姥
也说“吃不穷，喝不穷，打算
不到就受穷”；原来倪萍的
姥姥在困难时期也是吃饭
吃一小点，总说不饿；原来
倪萍的姥姥也偏爱小姨，却
又把每个儿女牵挂……倪
萍的姥姥身上，怎么有那么
多我的姥姥的影子，莫非是
在讲“我”姥姥的故事？

倪萍是个有本事的外甥
女，1987 年就给姥姥带来八
千元的惊喜，让姥姥在炕头
上看到了自己一手带大的
外甥女主演的电影，请姥姥
吃法国蜗牛，让姥姥有机会
去了直播现场坐在人民大
会堂里，给姥姥棉花被、蚕
丝被来回地换，把姥姥做的
暖暖的棉衣送给她“唯一的
同学”季羡林……这些读来
让人羡慕却又都是我望尘莫
及的。

我只有点点细微的孝心
照顾着家里的老人。给姥姥
买包冰糖，让她嚼得开心；陪
姥爷去台东，辨认他青年时
在那里做工的痕迹，给他寻
梦的安慰；用高压锅炖出烂
乎乎的排骨，让老得一颗牙
都没有的爷爷吃得高兴；给
奶奶修剪手指甲，她乐呵呵
地摸了又摸，赶紧去把手洗
干净。点点滴滴，虽不能比，
老人的满足与快乐仍让我心
里暖暖的。

能力所及，用心为之，同
样快乐。倪萍的姥姥不是说

“乐就是福”吗？在这些老人
的“乐”里，我们也从中获得

“福”！如此一品，倍感“姥
姥”的真知。这个普通的农
村老人，一点也不普通。留
心一看，用心一想，她就在
我们身边。如倪萍在结束语

“天籁之声”里所讲，“姥姥
其实是家家都有的那个老
太太，‘姥姥语录’也是家家
的老太太都常说的那些理
儿”。“姥姥”说出了天下姥姥
的心里话，亲切、自然，这也
许是《姥姥语录》受到热读的
最大原因吧。

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
或几个“姥姥”，呵护着自己
走过孩提时代，每个人心里
的“姥姥”都会很沉、很重、很
暖。

“姥姥”把我们裹在爱里
养大，我们当把“姥姥”养在
心里永生！

【闲读随笔】

读书与写书
□刘玉堂（作家）

写下题目，想起两句话：一是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二是读书破
万卷，下笔如有神。用这两句话来
形容李坤道及他写的《浮光掠影
看丹麦》，是贴切的！

我认识李坤道就是从读书开
始的。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有关
坤道的文字，至今印象不变：憨
厚朴实，博闻强记，每次见面总
是大段大段地背诵他所喜欢的
某个作家的作品片断。所谓久病
成良医，一个读过万卷书的人，
再走上万里路，结果会如何？答
案是肯定的：一定会写书，且下
笔如有神。面前的这本《浮光掠
影看丹麦》，便是行万里路之作，
有神之作。

《浮光掠影看丹麦》是本什么
书？我感觉叫漫记或旅行笔记较

为贴切。漫记的写作，可以靠近散
文、游记，也可以靠近札记、笔记，
是边走边记，或随想随记。在内容
上可以比游记更宽泛，写法上更
自由，语言上更随意，总之是怎么
舒服怎么来。比方，作者异国遇老
乡，去她家做客，他这样写：“席
间一片附和声，团长看表已三
更。起身话别要辞行，秀清忙说
再等等：冰箱里面有水饺，煮好
只需几分钟。出门饺子返家面，
山东待客有传统。大蒜酱油和米
醋，厨房里面都现成。秀清干活
很利落，包子很快就出锅。一人
一个小碗碟，就在厨房来解决，
速战速决一扫光，再来一碗水饺
汤……”你说好玩儿吧？温馨吧？
游记或旅行笔记的写作，就是讲
究情景交融的。旅行通常有三种

境界，第一种是纯粹地看风景，第
二种是留心不同地区的民俗，第
三种是情景交融。无疑，第三种是
最佳境界。面对陌生的环境，陌生
的人群，心态首先是要主动，努力
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不是要
和自己所处的环境进行比较，从
而影响自己旅行的心情。路上，每
一处风景都是美妙绝伦的，因为
它永远不可复制。就像你的足迹，
历经四季，春晓之月皓、夏夜之蛙
鸣、秋霜之叶落、冬暮之雪轻，都
是永远的风景线。

说到漫记或游记的写作，我
想起两位著名作家的两段话。一
是孙犁先生的，他说，游记之作，
固不在其游，而在其思。有所思，
文章能为山河增色，无所思，山
河不能救助文字。作者之修养抱

负，于山河文字，皆为第一义，既
重且要。二是汪曾祺先生的，他
说，写山水，无非是写人与自然的
关系，人和山水的默契、融合，一
番邂逅，一度目成，一回莫逆。又
说，毕竟人和自然的关系，人是主
体。两段话，告诉我们两个意思，
一是要有所思；二是强调人是主
体，人是第一位的。山水文字尚且
如此要求，漫记就更需突出“人”，
凸现“思”。

坤道的丹麦之行，就不是纯
粹的观光旅游、游山玩水，而是
带有观摩或考察的性质，故而其
有所思、有所悟，乃至有所学，是
自然而然的。但又不是板着面孔
在写考察或调查报告，而是让你
在愉快的阅读中感受着他的感
受，思考着他的思考。

一本书能影响一个人的
一生，一本书能改变一个人
的命运。沉静的阅读在今天
已经越来越难得，然而只有
阅读才能滋养我们的心灵。

喜欢一本书，或者喜欢
许多本书，只要发自内心，只
要曾经有所感有所悟，不论
当下的新书还是过去的经
典，都可以写出来与大家分
享。篇幅无需太长，言简意赅
千字文足矣。

投稿信箱：
qlbook@163 .com

【好看小说】

爱情是场
抗拒死亡恐惧的游戏
□张玲芳（图书编辑）

“加勒比海区最漂亮的女人”，马
尔克斯如此形容《霍乱时期的爱情》中
的费尔米纳。在满是贵族没落后裔的
小镇人们眼里，费尔米纳没有出身和
财产，然而无论在拥有地位的世家之
子乌尔比诺医生的眼里，还是一生都
在迷恋她的阿里萨眼里，没有谁比她
更富有贵族精神，更有闺秀的体统。

从十七岁到七十六岁，阿里萨辗
转在各种鲜活不鲜活的肉体中，幻想
费尔米纳的一切，幻想加剧了幻想的
产生，费尔米纳变得越来越诱人———
失去让爱情抽象得趋于完美。

而为虚荣迎娶费尔米纳的乌尔
比诺医生，他与仙女般的费尔米纳生
活在一起，又生下几个孩子，可是他
不爱她，他的婚姻是基于一个体面的
贵族可以体面地生活下去。他曾经遇
到过心中的“费尔米纳”，那个黑钻石
般闪耀的混血美人，但是同样因为畏
于流言，他妥协了，他比阿里萨还要
可怜，固有的道德和社会地位压抑着
他的本心。在临终之前，他抓着费尔
米纳的手，“只有上帝知道我有多爱
你”。在这个时候，爱情的意义变得模
糊，它似乎以占据时间的形式来证明
自己。马尔克斯曾在书中说，好奇是
爱情的变种，反过来，长期稳定而信
任的关系或许同样可以发酵为爱情。

貌合神离的婚姻不一定不幸，相

恋的人也不一定能永远幸福地在一
起。马尔克斯设计了世间最不朽和最
遗憾的爱情——— 一生不渝和婚后遇
到真爱。马尔克斯对两者都持同样的
态度，也许骨子里他觉得爱情其实平
淡无奇，像人们不停地追逐的声誉、
财富、地位……没有一个恒定的参照
物可以使人得到满足，它随时会发生
变化，在终将到来的死亡面前不堪一
击，一样卑微。

可是被爱着或守护着的人，是多
么幸运，因为有人注视，便不再孤单。
被爱着才会有真正的人生，没有被爱
着的人生，也不能被称为人生。就像
爱着的阿里萨说，没有费尔米纳的世
界，不能被称之为世界。所有不被牵
挂的人都会像阿里萨一样感觉形单
影只，爱或被爱，都是抗拒死亡恐惧
的游戏。

像所有好书一样，这本书能与阅
读者产生最大的共鸣，仿佛是在诉说
你自己的故事——— 你毕竟迷恋过或
有幸被迷恋，无论短暂或者绵长。文
字间冷冷回忆，把世相背后的情感剥
离出来。连结局都是美的——— 他们停
留在永远能航行的河水中。没有比这
样温暖的结局更好的了，哪怕你以为
他们会在床上突然离开这个世界。耗
尽一生，他们终于能在同一个情感空
间生活。

【趣味阅读】

读江湖
□张震宇（高中学生）

初次听说野夫是在柴静的文章
里，对野夫的生平略知一二。好奇江
湖的真正面貌，接连读了他的《身边
的江湖》一书中的几篇文章，心中不
禁感慨万千。

烈士王七婆、畸人刘镇西、故友
李如波、江上的母亲，一篇篇力透纸
背的文章让人感觉在读传奇故事一
般，这不是魏晋才有的“士大夫阶层”
吗？读过野夫笔下的民国历史才知
道，这样的人从未消失过，这样的故
事也从未断绝过。大动荡的年代过
后，于我辈确实是这样的“不真实”。

中国古代民间的江湖一直存在，
而且绝不是所谓的流氓混混儿的聚
集之所，拿那些没有文化的人来污化
江湖是极不负责的。江湖之人，多饱
读诗书并且有着极强的个性。野夫记
录下的便是这样一群人。透过每一个
人物，你不仅能够读到其独有的人格
魅力，还能看到整个时代的变迁。从
大水井的守望者，到“文革”中的变
故，再到江上的母亲，每一个人物都

在叙说着他们的故事，串联起来便构
成了这个时代的声音。

我们往往在主流文化中看不到
他们，他们往往不屑于站在广场上让
人瞻仰，但他们构成了时代的主流。
政权会更替，统治者也会改变，但江
湖不会更名易姓，它永远暗流般隐隐
地流动着，为社会供给水源。即使是
在恶劣的年代里，江湖依旧保有它的
正义，其力量不可小觑。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人们，翻滚
着，那群人却仍努力保持自己的姿态
和尊严。我没有听到他们大谈信仰，
他们却用言行诠释着信仰二字。读罢
野夫的江湖，我不禁为自己的无知而
哭泣。我只知道身穿制服、马革裹尸
的忠骨埋于青山，却不晓得樵夫、屠
户、小贩、艺人也会在无人的深夜为
国担忧。

“野夫路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
古刀。”野夫用文字叫醒沉睡已久的
人们，他的江湖也不只是奇人轶事，
更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呼唤。

【编辑在读】

本期登场：刘帅

《华夏主义：华夏体系 500 年的大智慧》
叶自成 龙泉霖 著
人民出版社
“思想的流动没有国界，人才的流动也没有国

界。与法家思想在整个华夏体系共生的是人才在华
夏体系的流动。”这是叶自成和龙泉霖在新作中所说
的，这里的法家思想并不是以韩非子为主的法家思
想，而是以管子和商鞅等为主。

这本书打开了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视
角，主张借鉴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整理、复兴中华
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世界
观、方法论和治国理政学说。作者试图用文化最为开
放的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思想来回答民主、自由等现
实问题。

《中国经济双重转型之路》
厉以宁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这是 11 月最新出版的厉以宁的书，就在这个月，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你会发现《决定》中很多内容
都在此书中得到印证。而这本书部分内容可以理解
为对《决定》的解读，作为重要智囊，他对中国经济有
着比较准确而全面的研判。

厉以宁认为中国经济面临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
经济体制、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他认为
前者是双重转型的重点。他认为产权改革是最重要
的改革，在浙江、湖北、江苏、山东等多地调研之后，
认为土地确权后，农民应该有三权三证，即农村承包
土地的经营权和经营证、农民宅基地使用权和使用
权证、农民在宅基地之上自建住房的房产权和房产
证。

《不省心》
冯小刚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相信很多读者都是冯导的忠实粉丝。去年寒冬，

刚工作不久的我和朋友一同重温了冯导电影《没完
没了》，当葛优扮演的韩冬盼望瘫痪已久的姐姐活下
去，感叹只有姐姐一个亲人时，我默默地流泪。当吴
倩莲扮演的女友小芸重新出现时，他的希望才增了
几分。也许我们看电影的省心正源于冯小刚的不省
心。

“年过半百终于活明白，哄着自己玩，让自己高
兴才是真格的，其他全是瞎掰。真不明白那些赚了钱
的哥们儿为什么还没黑没白地挣命？有劲吗？赚多少
算够？您带得走吗？”这是冯小刚在电影外，在文字中
再次将自己的“冯氏”幽默展示给大家看。

（本文作者为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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