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地方，倘能让人记住，一定有它的特
殊之处。或风景，或人物，或永难湮灭的遗迹，
或流传久远的故事……这些，都会构成许许多
多非同一般的传奇。
垂杨，便是这样一个地方。但在陌生人眼

里，它又实在太普通不过了：一个小村，百多户
人家，都是平凡的民居和平常的街巷。它就那
么静静地居于莱芜北部新城的一隅，好像村东
河边随处生长的垂柳一样，默默地面对大地长
空，悄然迎接着一年四季。
如若时光倒流两千多年，我们穿越无数的

历史烟云，深情回望中华大地上那个诞生了诸
多思想巨人和伟大思想的时代，就会慢慢感觉
到这个地方的神奇和不凡。这是孔子曾经到过
的地方。我们甚至可以说，这里，是孔子当年求
学问礼的生动课堂。
史载，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国，

回国途中其长子病死。因路途遥远难以归葬，
只好沿途择地葬之。当时尚且年轻的孔丘听说
后，即不辞辛苦跋涉数百里前来观看、学习吴
国葬礼，并且留下了“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
矣乎”的感叹。只可惜，这段夫子重礼践学的佳
话，因岁月漫漫，遗迹不存，后人只能怅惘空怀
了。直到明代隆庆四年(1570)，江西临川人傅国
璧任莱芜县令，深为孔子观礼之事湮没无考可
惜，于是费心搜集古籍旧志记载，四处请教有
学问有研究的长者，最终查明当年孔子观礼之
处即在垂杨一带。为彰明先贤圣迹，续延莱芜
文脉，他又在此地构房筑屋，建成了莱芜历史
上著名的“垂杨书院”(亦称“观礼书院”)。同时，
竖“孔子观礼处”碑、作《观礼书院记》以为纪
念。

傅国璧在《观礼书院记》中说，书院建成之
后，远近学子纷纷前来，“争欲从观礼处诵习圣
贤之书，以助化成天下之志”，可谓学风文气盛
极一时。如今，四百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那
方历尽风雨剥蚀和某些时代文化戕害的石碑
仍在，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古韵悠悠、文风徐
徐。它让人们回首历史，神往先贤；让人们似乎
看到了灵魂的源头，思想的来处。它像细细抚
过柳枝的轻风一样，从远古吹来，向未来拂去，
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据说，“孔子观礼处”碑的对面，就是当年
“垂杨书院”的旧址。虽然原有的建筑几经岁月
轮回，早已风流不再，但站在遗址门前，思绪依
然牵扯不住地往前、往前、再往前延伸，耳边仿
佛回旋起古老悠远的弦歌之声，空气中也缭绕
着似浓似淡、若有若无的书香、纸香和墨香。这
一切与垂杨的风影交织、融合在一起，浸润了
莱芜的山川草木，让这方土地慢慢变得宽厚、
博大、深邃起来了。

于是，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看到了明清
两朝从莱芜大地上走出的近三十位进士的身
影。他们或政绩卓著，或文采斐然，或为国捐
躯，或执教乡里，成为莱芜数百年间的光荣和
骄傲。历史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在“垂杨书院”
建成之前，莱芜进士仅有一人而已。

于是，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看到了堪称
“莱芜现代三贤”的著名散文家吴伯箫、著名历
史学家王毓铨、著名诗人吕剑的身影。他们都
用自己的出众才华，让莱芜文化的灿烂火花在
中华文化的天空中一次次绽放，让莱芜不“芜”
成为现实，让每一个莱芜人都充满了文化的信
心和底气。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更看到了新
时代的莱芜学子，正源源不断地走出莱芜，走
向全国，走向世界，成为各行各业的骄子、栋
梁，让莱芜的文脉长续，并且不断为这个世界
奉献精彩和神奇。文脉千年，就像插入泥土的
柳枝一样，扎根于大地，不断地分生，旺盛地生
长。
垂杨小村，就那么静静地坐落在那里；“孔

子观礼处”石碑，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但
这方土地上的杨柳，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寻
常的风姿。

垂杨风影

□张期鹏

重读的乐趣
□钟倩

【窗下思潮】

“比阅读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读。”
博尔赫斯的这句箴言，我深信不疑。

卡尔维诺将重读的乐趣称为“活泼
的快板”，他认为：“一本书令我们着迷
的原因，是由许多无法估量的元素所组
成的，当然即便今日我再翻开，就像我
在曾经保持不同品位与期待的不同时
期重读这本书，它蕴含的力量会立刻将
我攥住，也就是活泼的快板。”他还说：

“在成熟时期重读这本书，就会重新发
现那些现已构成我们内部机制的一部
分的恒定事物，尽管我们已回忆不起它
们从哪里来”，因为“一部经典作品是一
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
西的书。”重读，是靠近语言的内核，每
一次的进入都是全新的勘探，在文字的
褶皱与思想的深处撷取精神的钙质，有
利于吸收与消化。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桑塔格以不容
置疑的口气说：“我必须重读，阅读往往
先于写作，很难想象毋须重读的写作。”
她用个人经历告诉读者，“有些书是必
要的，当你读它们的时候，你知道你还
会重读，也许不止重读一次，还有比这
样一种意识更伟大的特权吗？也即意识
到被文学拓展、充满、指引。”

捧起已经读过或是读过多次的书
籍，泛着光阴的味道，沾着温暖的手泽，
再次走进，细细品味；伴随岁月的打磨
与阅历的沉淀，有些新的体悟自然而然
地生发出来，在心头冲撞出一片蔚蓝与
明朗，使人顿悟出很多道理，走向成熟
与豁达。这个过程，是极其美妙的，也是
无比满足的——— 如果说初读或粗读是
确立你自己，那么重读就是“认识你自
己”，成就智慧而坚强的人生。

重读，是心灵的叩问。第一次读史
铁生的《病隙碎笔》《我与地坛》，我正处
于病中，被病痛蹂躏，整个世界都变得
黯淡无光，对此，有种惺惺相惜的感觉，

“生病的经验就是一步步懂得满足”，
“命运并不受贿，唯信心者能逆风而
行”，等等。后来，我从病痛与黑暗中慢
慢走出来，踏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次，
我去某大学做演讲，临走时一男生塞给
我一沓信纸，是他手抄的周国平先生的

《智慧和信仰——— 读史铁生〈病隙碎
笔〉》。我大为感动，回来后找出史铁生
的书，认真重读，初读获得精神安慰，再
读丰润浮躁心灵，也是生命的叩问，他
的“写作之夜”，他的“扶轮问路”，都是勇
敢直面人生困境，包括精神困境，即一
个人的孤独、欲望带来的痛苦，和对死
亡的恐惧。而残疾、病痛都是让他从目
的转向过程，“生命的意义就在于你能
创造这过程的美好与精彩，生命的价值
就在于你能够镇静而又激动地欣赏着
过程的美丽与悲壮。”过程，决定着生命
的厚度，跌宕着人世的悲欢，如泰戈尔
的诗句“天空没有鸟的痕迹，但我已飞
过。”

重读，是人性的掘进。记得以色列
作家阿摩司·奥兹袒露过，在他绝望的
时候，是舍伍德·安德森使他睁开了眼
睛，即《小城畸人》。“我猛然意识到，写作
的世界并非依赖米兰或伦敦，而是始终
围绕着正在写作的那只手旋转，这只手
就在你写作的地方：你身在哪里，哪里
就是世界中心。”看到这些后，引发了我
的共鸣，便重读了《小城畸人》，读出了
从未有过的尊严与悲悯，确切地说是隐
匿在内心深处又如影相随的孤独感、被
忽略感与价值认同，从这些形形色色的
小人物身上，窥见芸芸众生的精神困惑
与心灵迷障。由此推之，我从图书馆捧
回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契诃夫的

《变色龙》《套中人》，莫泊桑的《羊脂球》，
还有威廉·戈尔丁的《蝇王》，艾特玛托
夫的《白轮船》，这些书籍过去都读过，
但是，重读起来依然耳目一新，或讽刺，
或映射，或隐喻，于文字构筑的世界中
看到人性的光芒，继而认识到社会的面
目与真实的人生，拥有通透的理解。

重读，还是精神的洗礼。精神的洗
礼，体现在海量的阅读中，尤其是那些
经过时间冲刷的古书，《诗经》《楚辞》《陶
庵梦忆》《西湖寻梦》等等，散发着历史
的光泽，迤逦出古典的心跳。其中，《红
楼梦》，是我每年必重读的书籍，每次重
温都会拥有“珍贵噬人的愉悦”，像诗人
艾米莉·狄金森的感受，“当你乞求它不
要离开/古书却一直摇着它们羊皮纸做
的脑袋。”从上中学时的囫囵吞枣，到后
来的渐渐入迷，再到今日的精读。

以第七回的“冷香丸”为例，宝钗生
病，管家来访问起，她道出“海上仙方”
冷香丸的来历，大生兴趣。此药方材料
为“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
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花
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要
想收齐雨露霜雪，着实不易，“倘或雨水
这日不下雨，可又怎么着呢”；花蕊入药
皆是凉性，用一个词说便是“冷艳”，隐
喻着宝钗的性格，雨露霜雪、春夏秋冬，
也映射出家族兴衰、人物荣辱，契合大
主题。近日，重读这段，我又有了新的体

悟：冷香丸是为宝钗的“私人药方”，专
治热毒，其实这何尝不是治疗芸芸众生

“热症”的药方？所谓“热症”，不过是金
钱、贪欲、名利等“身外之物”。由此读出
了曹雪芹先生的悲悯情怀与人性关怀。

鲁迅先生说过：“悲凉之雾，遍被华
林。”繁华背后，几多沧桑，元春省亲那
一段，看得我十分心痛。元春代表春天，
也象征着整个贾家的盛衰，而“大观园”
的设置，最初只觉得看个热闹，伴随年
龄的增长，我愈发懂得这是心灵花园，
为里面的人物提供一个尽情歌哭的承
载空间，用蒋勋先生的话说，“一个私密
自我的青春王国”，所以它不是随便能
复建出来的，但它的生命力永存。唯有
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次次重读，才会获
得启示与勇气，直面生活的琐细与生命
的虚无。
重读，使我最受益的一点是学会独

处，独立思考。不仅对文学创作与学习
深造大有裨益，最重要的是陶冶心性，
培养淡泊的态度。我在重读原著的过程
中，读出生命的滋味，读出世间的悲欢，
读出灵魂的温度。当阅读成为我的生活
方式，当重读成为我的生活态度，在遇到
挫败、遭遇困境时，将拥有足够的定力与
坚韧的精神从容应对，凡事向内求索，不
再作茧自缚。以读木心为例，看过《哥伦
比亚的倒影》《我纷纷的情欲》，又读了

《文学回忆录》，置于床头，睡前重温，爱
不释手。然而，一年，两年，反复重读，我
慢慢走进木心的内心世界，真正理解他
传授的经验，“我三四十岁，五十岁，都读
过伍尔芙，六十多岁时，看懂了。我今天
讲的，你们可以在六十几岁时读。”他的
一生，都在重读，“有时，人生真不如一句
陶渊明”，而我，也在重读，在重读木心的
经历中，我联想到从苦难到辉煌的伟大
境界；从汉语的传承到文学的坚守，从善
美的追求到人性的勘探。

每重读一次，书就变化一次，而我们
自己也与从前有所不同，这就是重读的
乐趣，亦是重读的魅力：最忆书香沁心
房，细数流年梦沧桑；重读生活乐趣多，
人生赶路不慌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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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的长相是很平凡的，跟浓眉
大眼的奶奶站在一起，甚至有些丑陋。
他那黝黑黝黑的皮肤也容易给人留下
勤劳的印象。

爷爷总是起得很早。在爷爷看来，
起得早些，干活有力气。他甚至将早起
和有出息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妹妹如
果起晚了，就会被爷爷粗暴地拽起
来。每每这时，妹妹会吓得低下头。
爷爷瞪着双眼，看着小心洗脸的妹
妹，眼睛像牛眼一样，额头上有了青筋，
样子像极了庙里的天王。奶奶吓得大
气都不敢喘，走到床边，轻轻摇醒还在
熟睡的我。

爷爷不发脾气的时候，就开着他
那坐垫都破烂不堪的拖拉机，“突突突”
地喷着黑烟，拉着我和妹妹进城去，大
包小包的买回家。到家后，爷爷便在院
子里支起一口大锅，鸡肉、土豆、白菜一
股脑倒进锅里，不一会儿，香味就拱进
我和妹妹的鼻腔。

爷爷喝醉酒的样子最不讨人喜
欢。奶奶讨厌爷爷喝酒，怕引发脑血栓，

可他总是不听劝，去别人家喝完酒，一
步一晃地回到家，把门踹得震天响，进
门来又开始谈天阔地，手摆来摆去，说
到高兴处眼睛眯成一条缝，咧开嘴憨
厚地笑，然后扑倒在床上，呼噜声吵得
别人难以入睡。每次奶奶都会数落爷
爷，絮絮叨叨个不停。爷爷总是温顺地
低下头，一言不发，时不时点下头，表示
对奶奶责备的赞同。奶奶走后，爷爷便
会看向我，“你奶奶还是很心疼我的”。
笑得天真，像个孩子。

那天爷爷又去喝酒了。
爷爷这次敲门声出奇地小，奶奶

穿上薄衫，一边抱怨一边向外走，爷爷
摇摇晃晃地走进门，腮红得好像瓷娃
娃，身上全是土，脸上的皱纹里也浸满
了土，看着奶奶，“终于到家了”。爷爷扑
通一声倒在地上，妹妹被突如其来的
响声吓醒，躲在我的身后，抱着我。奶奶
抖着手打电话。我坐在床上，看着爷爷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眼睛紧闭着。救护
车的红光和蓝光在漆黑的夜里显得格
外突兀。

我看着病床上的爷爷，脸颊因为
高热烧得通红。不似我想象的一般，爷
爷身上没有插满管子，只有心电监护
仪贴在身上。爷爷的呼吸极其微弱，几
乎看不到他胸前的起起伏伏。我看向
一旁的医生，“我爷爷是不是很快就要
出院了？”医生走出门，摇了摇头，把呆
坐在地上、眼睛空洞、满脸都是泪痕的
奶奶搀起来。

“明天下午我让你陈叔叔去接你，
穿黑裤子，白色的帆布鞋。”妈妈哑着嗓
子嘱咐我一件又一件，我小声应着，好
像猜到了什么。

奶奶家门口放着白纸做的马，院
子中间爷爷给我们做饭的大锅被放到
了一边。白色的花扎得我眼疼。

爷爷走的那天，院子里穿着白衣
的爸爸和叔叔不知哭了几十遍，奶奶
躺在床上，几次哭得休克，后又呆滞地
看着窗外，像没有意识的植物人。我抱
着妹妹坐在厨房里，妹妹的眼泪落下
来打在我的手上，在我那沾满泥土的
手上划了一道痕。

忆爷爷【岁月留痕】
□王舒淇

【大地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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