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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的是刷屏 最慢的是读书
说到读书，我谈一点浅

显的看法。读书要先厘清一
个概念，那就是什么是“读
书”。我们通常意义上说，一
个孩子读书不错，指的是一
种学习状态，其实是和文凭
有关系、和学历有关系、和分
数有关系的。从小学、初中、
高中，我们在社会意义和教
育意义上提到的读书，大概
是这个意思。还有一个读书
概念是摄取知识。工具书跟
我想谈的读书也不太一样。
工具书延伸到当下，比如股
票书、炒基金书、公务员考试
指南，这些都属于实用性非
常强的读书。我把这些读书
都看作是功利性阅读。这个
功利性阅读是不含贬义的，
是中性的。现实生活中谁也
离不开，是很有必要的。

但有的功利性阅读，我
觉得是要警惕的。比如鸡汤
类的和成功学的书，这些书
往往销量非常大，有一个很
文艺的名字，讲着许多貌似
智慧的道理，尤其是青年很
容易被这些书蛊惑。我觉得
需要提高警惕，因为这些书
里的话，看着很有道理，这道
理却只在一个表面，是非常
单薄的、狭隘的道理，表达的
是非常简陋的“三观”，这些
道理往往是某人在某时某刻
因为某件事情所产生的，是
不可复制的，很难成为你的
人生营养。

我想跟大家建议的，是
对于现在青年朋友、大学生
朋友更有意义的读书，大概
是无用的读书，就是非功利
性读书。用几个词来概括，
大概就是慢阅读、深阅读、经
典阅读。这个针对的是我们
现在普遍的手机阅读、碎片
化阅读。如今经常听到批评
手机阅读、碎片化阅读的声

音，其实我觉得科技如此发
达，手机如此普遍，这种阅读
方式的盛行也是必然的。它
有自己便利的地方，比如之
前需要各种工具书查的内
容，现在手机上都可以查得
到，它可以让大家以最快的
速度来共享知识和传播信
息。在此基础上，甚至可以
建立读书会、读书群，等等，
这些虚拟的社群空间，可以
让大众很便捷地探讨各种问
题，这对当下社会也有着积
极的建设意义。

但网络阅读这种便利的
另一面，就是伤害了人们深
阅读的能力。不再让你对于
阅读有耐心，也不再有严谨
性，让你的阅读容易浮光掠
影，你的思考力在无形之中
就受到了损害。所以我们可
以看到，生活中有很多人很
害怕沉默，沉默意味着什
么？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要
面对自我，很多人很难和自
己相处，没有面对自我的能
力。同时他们也很爱发言，
但他们的发言不是自己想说
的，是别人说什么就跟着说
什么；这也是因为他们没有
独立思考和深入思考的能
力。

在这个意义上，慢阅读、
深阅读、经典阅读就显得特
别重要，其实这三者是一回
事，经典阅读本身就必然意
味着慢阅读和深阅读。而经
典阅读，从我个人的经验来
说，其实就是文学阅读。

经典为什么被称之为经
典？所谓经典，不是一帮人

命名出来的，其是千百年来
的读者、一代代的读者检验
出来的。经典能够最大限度
地涵盖所有人的人生，比如
《红楼梦》，你20岁读，等到
40岁、80岁再读，它能一直包
容你，一直跟随你成长，你读
着读着就会发现，经典永远
比你大，你永远活得比经典
小。在经典中，你每一个年
龄段都能汲取到营养，它可
能不会立马变现，让你很快
升职加薪，让你买车买房，但
它是慢工出细活的一个过
程，它潜移默化地影响你，让
你精神世界的宽度、高度和
厚度得到有效扩大。也就是
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些所谓
的无用的书，往往有大用，有
着最大的大用。

最快的是刷屏，最慢的
是读书。最有意义的，可能
也是读书。读书不仅是读
书，读书意味着思考，读书意
味着内心，读书也意味着你
未来的精神生活质量。和物
质生活相比，精神生活的质
量也许具备更本质的重要
性。所以，在此，我诚恳地建
议大家，请多多地去慢阅读，
深阅读，经典阅读。请你在
每一天或者每一周，有那么
一段时间，一小时也好，两小
时也好，关掉手机，认真读一
部经典，通过对经典的逐步
深入和细致理解，培养我们
深入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你
会知道，这种努力是值得的。

（此文是乔叶在河南思
客举办的第四届年会上的即
兴演讲，有删节。）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两个
有关“手艺”的故事：一个是，
有个鬼鬼祟祟、神色慌张的
小偷逃跑时经过一个捏泥人
的小摊，警察随后跟来，向捏
泥人的匠人询问小偷的去
向，他竟然立刻捏出了小偷
的外形，很快小偷就落网了；
另一个是，我爸小时候，邻院
住着一个老人，他的绝技也
是捏泥人，在饥荒年代，他给
别人家捏神龛佛像换来的粮
食可以溢出麦囤。这两个故
事促使父亲在十几岁的时候
就拜师学习做木匠活，也正
是这两个故事让我对那些走
街串巷的手艺人特别感兴
趣。

小时候我曾全过程目睹
手艺人磨豆腐、吹糖人、捏面

人、剪纸，观摩玉米怎样变成
爆米花，他们的双手像被施了
魔法一样，总是能创造出惊
喜。在他们面前我甚至不能
言语，唯恐打扰，我眼睁睁地
看着他们坐拥一个精彩无比
的世界，却无力踏进去半步，
这种感觉让我感到沮丧，自惭
形秽于自己的两只手竟然连
家庭作业都做不好。直到我
爸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做出了
我家至今还在用的全套家具，
我才稍感欣慰，那是我的爸爸
做的，我因此与有荣焉。就像
一个穷了好久的人突然有了
一大笔钱，从此有了在人群中
抬头做人的资本。

长大后，我这种爱好依
然没变，只是手艺人难觅踪
影，偶尔在旅游景区会碰到

一两个，我会如获至宝般地
从头到尾看他们表演一个绝
活。我发现手艺人无论五官
长得怎么样，他们普遍都有
一张非常耐看的脸，专注、安
详的背后有着一个熊熊燃烧
的小宇宙。时间流逝对于无
所事事者来说只能让其焦虑
不安，然而对于手艺人来说
则是施展魔法的道场，他们
可以向时间发出凝固的指
令，并一举击中它的软肋，从
此不再逆来顺受、随意被摆
布。

手艺的力量是巨大的。
时代在进步，手艺在消失，因
为它们既费时间，又耗精力，
在工业流水线的席卷之下毫
无还手之力，可是总有人还
在坚持以手艺精神做事。

手艺

□乔叶

□袁乐

□乔国强

清晰地记得，2017 年
12月19日，由河南省文联、
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主办，河
南省书画院协办的“岁月如
歌·河南省老艺术家美术作
品展——陈天然国画作品
展”在河南省文联举办。陈
天然的100多幅山水画精品
吸引了八方观众，人如潮海
……

清晰地记得，陈天然虽
然九十多岁高龄，仍然声如
洪钟，精神矍铄，在展览上，
他面对众多观众引经据典、
娓娓道来，将自己的真知灼
见与众分享。他虚怀若谷，
展示出老一代艺术家的精
神风范……

清晰地记得，展览开幕
后的第17天，也就是2018
年 1月 5日，著名画家陈天
然在郑州与世长辞……

时间如梭，陈天然先生
去世不觉已一年了。重温
一年前的点点滴滴，不禁感
慨万千。

陈天然是在家乡柏沟
岭做了一辈子文章的，晚年
更是回归故里，用画笔将取
之不尽的黄土真容尽显其
光辉。他的坚守，是那么质
朴；他的执着，是那么坚韧。

站在柏沟岭上，仍然能
回味出陈天然先生绘画作
品的神韵，在这些作品中仿
佛看到昔日的山乡风貌、人
文情思……《山地冬播》《牛
群》《套耙》《清溪》《牧歌》
《高原大道》《琅琅书声》《出
发》《抗旱保种》《瑞雪》《村
情山趣》这些经典作品让我
们回味……

站在柏沟岭上，看到村
中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
水，乡亲们可以吃到300米
以下的甘甜泉水，那是陈天
然先生出资解决了吃水难
的问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
的夙愿。

陈天然走了，又像没
走，他的艺术精神仍在。他

“立足本土，艺游八方，为万
古山河写照传神”的气魄仍
在，他“深入生活，根深于泥
土深处，怀抱一腔赤子之
心”的情感仍在。

陈天然走了，又像没
走，他的艺术作品仍在。版
画像是叙述历史、速写像反
映现实、书法像是体现风
骨、国画像是抒发高远……
在他的画作中，黄土地的沟
沟壑壑，蓝天白云的随风飘

荡，窑洞的沧桑依旧，柿树
的巍然临风，羊肠小道的曲
曲弯弯，牛群奔驰于田野，
劳作的人们怀着对故土的
依恋，耕种于天地之间。

陈天然走了，又像没
走，他立足的黄土神韵仍
在。他曾面对壮阔的高原
梯田，浩浩荡荡的黄河之
水，嵯峨多姿的柿树林带，
纯朴厚实的山庄窑洞，将一
腔赤子情，聚于笔端如痴如
醉地倾吐。他曾游历八方，
终归故里，用毕生的精力潜
心探索一个主题，那就是

“故乡诗情，泥土画意”。
陈天然走了，又像没

走，他的诗情仍留在这片沃
土。“问道旨在四方，游子背
井离乡，天涯满腹乱云，回
道无限沧桑”道出他一生的
感慨。“山势耸天宫，穿雾横
虚空。绝壁绕谷转，梯田掩
曲径。连绵如波涛，有境皆
可耕。黄土显神韵，白云抚
苍生。”“梯田绕苍岭，黄土
铸高原。河洛汇玉带，波涛
天际连。”描绘出山的迷人
风韵，连绵不断的丘壑，白
云环绕的空旷，奔流不息的
黄河，曲径通幽的羊肠小
道，勾画出一幅幅壮丽的美
景。

陈天然是农民的儿子，
是黄土地的儿子。他一生
的心血一直在这片土地上，
他的乡音，他的穿着，他的
生活，他的赤子之心一直保
持着农民的本色，一直保持
着那份朴实、憨厚和纯真。

陈天然是河洛郎。他
出生在河口和洛口的交汇
之地，他的艺术思考，与这
片土地的历史传承密不可
分，与这片土地的风韵融为
一体，与这片土地上人类生
存的状态息息相关，他一直
传承着传统，传承着“河洛
文化”的精髓……

陈天然是“北方农民的
歌手”。他是艺术上的耕耘
者，一生用诗歌，用书法，用
绘画歌颂这片土地，歌颂农
村生活。他根植于这片乡
土，游刃于故乡的诗情画意
之中，感受泥土画意的纯真
妙境，将无尽的乡情洋洋洒
洒在作品中。

陈天然的艺术精髓就
蕴含在他的名字之中——

“天然”，天然的情怀、天然
的志趣、天然的风流、天然
的壮丽、天然的笔墨、天然
的构思、天然的画面、天然
的人文精神……

永恒的天然
——怀念陈天然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