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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梳妆，
她梳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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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凤秋79年后，鲁迅在人间

手机扫一扫，关注中原风融媒体，更多精彩内
容和活动线上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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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姐曲令敏写得一手好散文，好到美文
大师贾平凹先生都高度称许，拥有众多曲
粉。我也喜爱学姐的散文，收到新作都是一
口气读完，每每为她的细腻感受、精彩文字、
童真情怀所感动。但因我于散文完全外行，
又在天天慌里慌张的媒体工作，读过也就罢
了，从未写过一字汇报阅读心得，想来很是
惭愧。

中秋佳节，学姐打来电话，说她要出一
本散文选集，为几十年的散文生涯小结一
下，让我先睹为快，务必交上一篇阅读心
得。我再无拖延的理由，又逢国庆长假，便
借朋友一间农舍，边听秋雨边细细品鉴，近
乎奢侈地享受了一个长假。

品读学姐美文，不由想起了李清照的名
句“晚来一阵风兼雨，洗尽炎光。理罢笙簧，
却对菱花淡淡妆”。一读再读，集中清新浅
近、流露自然人性的佳作名品不时浮起，那分
明是作者用文字蘸着岁月串起的个性妆容。

这些特定时期、特定环境、特定心情之
下的作品，至情至性。至情为至诚的感情，
至性指作者天赋卓越的品性，感情丰富率性
而为。至情至性女子的笔下，方有至情至性
的文字。

至 情 至 性 的 女 子 ，并 非 另 类 ，亦 不 疯
魔。不为难自己是她们做人的原则，就算一
路上别人不曾给予什么，也都无所挂碍，她
们挥一挥衣袖，根本不愿意带走不属于自己
的云彩。相比攻于算计者，至情至性的女子
更容易摆脱生活中无聊且多余的束缚，活出
真正的自由独立。她们因看清了自己，而看
懂了世间风景。她们外在美好，内在丰盈，
不留恋过去，不轻言悲喜，温柔浅笑从容优
雅……以至于我们作为旁观者，总是以为即
便她们的人生正在下雨，也会是一场春雨，
绵长细腻，润物无声，她们完全有能力画个
太阳温暖她自己。

至情至性的女人性格中普遍有两面，一
面美好，以便融合美好；一面强悍，以便应对
残酷。在面对爱、梦想和生活的时候，她们
坚持单纯和温暖，但在面对爱的伤痛、追梦
的过程和生活的磨砺的时候，她们选择克制
和坚强。

中年父母与青少年子女的隔膜，是一个
普遍现象。至情至性的学姐在《青春期》里，
让我们看到了她“一明一暗”两个儿子。弟
弟狒狒毫无遮挡地被母亲暴露在明处，哥哥
漫漫则若隐若现地作为理想儿子的标杆时
常浮上来。读过龙应台和儿子安德烈三年
间互通书信集《亲爱的安德烈》之后，再看作
者写给青春期儿子狒狒的书信，会不自觉地
将两位焦灼地试图通过书信与儿子达成共
识的母亲归为一类。尽管她们都主动选择
用书信作为两代人交流讨论的姿态，但她们
在儿子的眼中，并不是一位旁人眼中睿智理
性的知识女性，而是一个与天下所有母亲无
异的普通母亲，先是关爱，继而妥协，甚至哀
求，琐碎且唠叨。

龙应台说：“我知道他爱我。但是，爱，
不等于喜欢，爱，不等于认识。爱，其实是很
多不喜欢、不认识、不沟通的借口。因为有
爱，所以正常的沟通仿佛就不必了。我不要
掉进这个陷阱。”学姐说：“有一段日子了，我
不曾像先前那样，打开心灵，让它铺展成半
坡青草，让我的儿子过来打滚儿撒欢儿。这
里有你的原因，更多是我的原因。”她不自觉
地把小儿子狒狒与大儿子漫漫作比较，发现
狒狒不像小时候、不像哥哥漫漫般可亲可抱
可依赖。在这些书信里，我们看不到面对升
学压力的狒狒在想什么？他在乎什么不在
乎什么？他喜欢什么讨厌什么，他为什么这
样做那样做……作者与儿子狒狒的通信根
本不想说这些，作者只是记录自己，一个年
过半百的母亲，面对青春期儿子的各种暴躁
抓狂和小心翼翼。

至情至性的女人，由着自己性子来的同
时，也容易把自己逼到墙角无路可退。可这
样的女子和旁人最大的不同就是，她挺得住
也爬得起，从不曾忘记微笑，哪怕刚刚抹去
心头的血渍。其实人生不过如此，步步为营
也有可能功亏一篑，至情至性却或许有意外
的收获。

至情至性的女子不易沧桑，皱纹里也闪
烁着精神的光芒，因为沧海在她的心里，海
那边一直春暖花开，因为桑田在她的眼里，
注目处无限风景一直轮回四季……

待学姐年过花甲，了却家事公事世俗
事，以她过尽千帆皆不是的人生阅历，对美
的与生俱来的敏感和挚爱，从不为世俗污染
的至性至情与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文字
功力，定会有更精美的佳作刊世。我充满期
待！④6

“19 日，夜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
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
了，他休息了。”

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记下了鲁迅生前的最
后时刻。那是1936年10月19日，距今整整79年。

时光可以让一些人面目全非，也会让一些
人愈加清晰。

如今，我们不必仰视，不必神化，更不必带
了显微镜去放大个人的缺点，故作惊人之语。

我们要在这满目绚烂的时节，坐在秋凉里，
隔着岁月，翻开“鲁迅创作五种”，在名家的指引
下，感受真正的“人间鲁迅”。

有谁能比他们更懂得？
黄乔生，刘思源，一个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常

务副馆长；一个是北京鲁迅博物馆文物资料保
管部主任。

将近 30 年，他们用心守护着鲁迅的全部“秘
密”。

以为这样的两位学者会是古板严肃的吧？
他们那么爽朗、爱笑，眼神炯炯的，透着光

亮。一开口，往事就鲜活了，一个个与鲁迅有关
的人与事都在他们的记忆里，等待被激发。

学识渊博、智慧风趣的评论家单占生就是

那个激发者。10 月 13 日晚的中原风读书会上，
他应邀担任主持。他热爱鲁迅，懂得鲁迅，更对
鲁迅诗论有相当的研究心得。

郑州松社书店的讲台上，四把椅子，一张空
着。

在现场百余名读者的心里，上面坐着鲁迅
先生。

那一晚，我们听青年朗诵家许刚朗诵鲁迅
先生的散文诗《影的告别》，《野草》题辞。

在他清隽且沉郁的声音里，世界顿时安静
了。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为我常觉得黑暗
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挑
战……”

这是《影的告别》发表后，1925 年，鲁迅在给
许广平的信中的话。

这是他的勇敢、孤绝与智慧。
都想明白了，都看清楚了，还是要去做，要

分拨出一个民族的光明与黑暗。
那一晚，我们听黄乔生娓娓道来。
黄乔生是南阳人。从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他就一直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工作，长期从事
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他主持编撰大量关
于鲁迅的研究史料，创作了《八道湾十一号》《鲁
迅：战士与文人》等多部颇具见地的著述。

每次回来，老家人都会说，你怎么还在研究
鲁迅？如果在其他地方谋个一官半职的，还能
帮我们办点事。

他微笑。
就像面对那些很少读鲁迅著作却自以为了

解鲁迅的人提出的种种关乎私德或个人情感的
问题一样，他也只是微笑不语。

在真正热爱鲁迅的读者面前，他却毫无保
留。

在他的话语里，我们知道了鲁迅先生与中原
大地的很多缘分，那绍兴老宅大门上挂的写着

“汝南周”的灯笼；那刊载于留日豫籍学生创办的
《河南》杂志上的《摩罗诗力说》等力作；那去西安
讲学时路过郑州喝过的黄河的水；那曾唤起先生
热情的南阳汉画拓片；那与出生于卢氏县的翻译
家曹靖华的深厚情谊；那让他夜里睡不着，爬起
来吃了大半的河南名吃柿霜糖……

往事这样亲切可感。
在他的诉说里，我们知道了鲁迅先生曾给

学生台静农写信，拒绝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他
写道：“倘这事成功而从此不再动笔，对不起人；
倘再写，也许变了翰林文字，一无可观了。还是

照旧的没有名誉而穷之为好罢。”那封信如今就
静静躺在北京鲁迅博物馆里。

先生如此冷静自持。
在 1933 年上海天马书店出版的《鲁迅自选

集》作者自序中，先生这样写：“可以勉强成为创
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此“创作五种”即

《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朝花夕拾》《野草》。
那一晚，我们听刘思源揭秘这五本书背后

的故事。
在他的笑谈中，我们得知 1918 年，一直埋头

“钞古碑”的鲁迅，因为和老朋友“金心异”（钱玄
同）关于“铁屋子”的一次谈话而“终于答应他也
做文章了，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记》”，后
又趁钱玄同出差之际草草收尾。但此后一发不
可收拾，接连有十多篇作品问世。1922 年，鲁迅
应陈独秀之邀，将之前的小说结集为《呐喊》。
这是鲁迅的第一部小说集。

得知《朝花夕拾》原来是恋爱中的鲁迅写
给一个人的温暖如春的告白，他要清清楚楚
地告诉许广平，我是怎么来的，我的往昔，我
的故事。写这 10 篇散文时，他虽然辗转于北
京、厦门、广州三地，但只用了大半年时间，就
一气呵成。

也是从这本书开始，鲁迅才开始留心收藏
手稿。之前，他从不在意，随写随扔，甚至被用
来“包油条”，以至于很多珍贵的资料都遗失了。

在两位专家的心中，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凡
人。

不是没有缺点，他轻信，多疑，迁怒。
不是无可指责，包括他与周作人的兄弟反

目，他和胡适的恩恩怨怨，他对朱安的决绝甚至
冷酷，等等。

那是一个人的禁区，议论再多也难以明辨
是非。只有当事人自己清楚。

那一晚，单占生老师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两
种生活，一种是看得见的，随着社会的规则、秩

序向前，随着生命的荣枯起伏，但还有一种是看
不见的，是内心深处的感受。

其实也就像美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说过的：真实就是把一天的日子剥去外皮之后
剩下的东西，就是往昔的岁月和我们的爱憎所
留下的东西。

所以如果抱着刘姥姥进大观园的心态去观
察一个人，最终只得一堆无聊的谈资而已，会离
真实越来越远。

那一晚，为海燕出版社最新推出的“鲁迅创
作五种”担任装帧设计师的张胜说，要读经典，
不要被太多的“饮料”坏了口味。五本书，他设
计了五种颜色，五种图案，对应鲁迅先生创作时
的心绪。

是的，重要的是去读。
读鲁迅先生的经典作品，真实的他就在里

面。
读得越多，就越受益，越懂得一个真实的鲁

迅。
这样的鲁迅，是一个开创者。
是语言、思想和灵魂的冒险者。
不仅在小说、散文、散文诗、杂文、诗歌、文

学史研究等领域为新文学的大厦奠下了厚实的
基石，更在版画、拓片、碑文等领域做了大量开
拓性的工作。

那一晚，在两位专家的碰撞中，我们得知，
除了研究中国小说史的开山之作《中国小说史
略》外，鲁迅先生还一直默默地、长期地搜集资
料，仅古代拓片就有六千余张，准备写一部“中
国文字变迁史”。

他是最老老实实的学问家。
那一晚，两个半小时，满满的，我们静静聆

听，仍意犹未尽。
太多收获，仍有疑问。
归来，让我们用心捧读鲁迅先生的作品。
这是最好的纪念和缅怀。④6

《心灵之吻》是一本非同寻常的游
记。从古老墨西哥的特奥蒂华坎，到圣彼
德堡的聂瓦尔河畔，从圣地亚哥的海滨，
到琅勃拉邦的明月，作者本性禅师，也是
旅人，一袭布衣，一履芒鞋，不仅仅在地域
与地域之间游走，而且在文明与文明之间
穿行，带给读者别样的感受与共鸣。

阿兹特克文明拷问生死。“特奥蒂华
坎，挑开死亡的面罩，在日与月，阳与阴，
明与暗，生与死的缝隙中穿行，寻找呼吸
与温度的迹象，以及生命的平衡点。”作
为一位禅师，生死问题永远是他心中最深
邃与永恒的拷问。“死亡在前，重生在后？
死亡在后，还是重生在前？死亡与重生，
其实只是左手与右手。死亡微笑，重生也
在微笑。”独自一人静坐在蓝天之下，神庙
之前，发出内心的轰鸣，“这真是深具丰富
的死亡文明的土地”，冥冥当中，心灵超越
时空。

东正教文明探寻神圣。俄罗斯与乌
克兰，“古老的建筑，把百千年的信息，散
在街路，四处弥漫”。在东正教国家最经
典的建筑，就是教堂，圣母领报大教堂、圣
母升天大教堂、天使长教堂、圣巴索大教
堂、十二门徒大教堂、圣母法衣存放教堂、
喀山圣母大教堂以及克里姆林宫中的教
堂广场等等。“天空下的建筑，或米黄，或
咖啡红，或浅绿，或灰白，却显得那么明
晰。这些建筑，棱角分明，虽粗犷却精细，
其壮观、大气，充满着自信与力量。同时，
或许因为有着厚重的历史，或深刻的经
历，所以，又显得那么的深沉与成熟。”禅
师仿佛看到，“彼得大帝，知我们之来，宽
怀地以一种文明欣赏另一种文明，而致高
兴地显灵了”。

西方当代文明感受孤独。走过多元
文化的美利坚，典雅浪漫的法兰西，清新
优美的新西兰，本性禅师既感慨“世上都
市都一样”，也赞叹“自然与人工和谐之
美”。现代人，特别是都市人物质丰富，精
神空虚，如枯枝，也许只有藏于深山碧水
之间的小镇才能提供填补的花朵。世人

都活在梦幻当中，“掘金者，缺少山珍海
味，向往物质。而皇后，有了富贵荣华，那
么她向往什么？”其结果是“掘金者走了，皇
后也没有回来”。

原始佛教文明体验宁静。美丽的东
南亚，如莲花般星点绽放的一座座佛国圣
地，是禅师永恒的心灵家园。“我曾踏过莲
花夹生的路迹，我的小船，也曾漂浮于莲
花遍开的海。那脆弱却又坚强生长的莲
茎，就如我意志的桅杆，我的信仰旗帜，在
生命的桅杆上，猎猎飞扬。”

禅师以大量的笔墨记述了在佛国斯
里兰卡求学生活的经历，和魂牵梦萦的记
忆与留恋，“里面有凯拉尼亚大学研究生院
的花园，有康堤佛牙寺的壁雕，有古城阿努
拉布拉的千年菩提树，有凯拉尼亚大寺的
高塔，还有迪希瓦拉区域中我曾租住过的
双层小房子。每当这时，我似乎忘了自己
的僧人身份，生起不该有的冲动，似乎有一
股热流从脚底涌向头顶，再从头顶渗到全
身，冲动地想马上回到那个我曾经生活过
学习过喜怒哀乐过四年的，被我认为是佛
教之城的科伦坡”。

旅行，是身的疲惫，心的自由。禅师
的旅行也是如此。他写道：“走，还是心的
密码。许多时候，心的空间堵塞了，行走，
可以将之疏空。有时，心的空间，太空了，
而行走，又能将之充满。我甚至，将行走
比作人生的诅咒，我必须以虔诚的心志，
以信仰去兑现，以生命去偿还。”

从《心灵之吻》的序言中可以看到，
本性禅师，作为福州开元寺的方丈，倡导

“心灵非暴力”，致力“以佛心纠正忍心，
回归信仰；以佛道辅正世道，重建道德”，
推动南北交融的人间佛教和东西文明之
间的对话。多年来，本性禅师行走于世界
各地弘扬佛法，创建佛教文教与研究中
心，“让灵魂出发，对话自然、对话文明，让
自己穿梭于自己，让肉体与灵魂较量”。
这一本游记是禅师在不同的国度行走的
记录，也是不同的文明给禅师带来的心灵
之吻。④6

我喜欢“锦衣”这两个字，它们总是给我
最幸福也最辛酸的联想。身着锦衣，在黄昏
时，看最美的夕阳挂在天边，四周的草木气
息随处可闻，风凉凉的、飒飒的，不经意地卷
起锦衣的一角，有什么在心底轻轻响起，整
颗心便像一片茶叶在水中的姿态，先是舒
缓，后是沉淀，什么都不必去想，只要听听风
吹衣袂的声音，就好。

小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才有一身或几
身新衣穿，所以会还没过完这个新年就盼着
下一个新年的到来，在盼望中又祈望着自己
快快长大，长大了就可以工作，可以买、可以
穿各种各样心仪的衣服。后来就明白了，在
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已经有了一件看不见
的锦衣：梦想。

人生的梦想，就是我的锦衣一件。有了
这件锦衣，我可以不必羡慕那些天天有华服
穿的明星；有了这件锦衣，我可以不必害怕
自己朴素的面孔被人群湮没；有了这件锦
衣，我可以更加坚定地走在这个世界上，不
怕寒冷。

来到城市十年，这件梦想的锦衣伴了
我 十 年 ，在 各 式 各 样 流 光 溢 彩 的 锦 衣 面
前，我驻足过、停留过、试穿过，最终，我选
择了夜行。因为我懂得，有些锦衣是很出
彩，可在日常生活中根本不能穿；有些锦
衣过于华美，不适合平凡的自己；有些锦
衣看起来很光鲜，但穿起来并不如挂在那
儿漂亮。

在我居住的公寓楼下，有全市最出名的
恋歌房，有很多人夜夜笙歌狂欢的迪厅。有
时，我也会和大多数人一样，在这些场合进
进出出，但我知道，我的内心是安静的、安宁
的，锦衣包裹下的灵魂，清醒着，并不迷醉。
大多数时候，经过这些场合门口时，虽然身
着锦衣，但我常常会忘记它们的存在。在我
居住的公寓楼下，还有日夜吞吐着千万人进
出的火车站，人们义无反顾地涌入都市的大

海，盼望着七彩的锦衣加身。
锦衣是女人最富有魅力的装束。张爱

玲曾经说过：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
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
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我喜欢这个高高瘦
瘦、张狂寂寞、总是妙语如珠的女子，她穿了
明黄的宽袍大袖，穿了如意镶边的宝蓝配着
苹果绿色的绣花袄裤，款款走来。俗艳是骄
傲坚硬的姿态，招摇是试试探探的妥协，对
于这世界，她是欲拒还迎。

充满才情与传奇色彩的女作家三毛，她
在天地玄黄的撒哈拉沙漠上，一袭大红锦衣
裸足而舞，与她那独特的流浪情结，构筑了
一道永不过时的浪漫风情。

最喜那白底小碎花的旗袍，纯棉的面
料，摸起来就有一种难以言表的质感。每每
走到一些制售旗袍的衣店，我总会不由自主
地转身进去，轻触其身，然后再依依离去。
但我只是欣赏。我知道，很多时候，有些花
儿不能开，有些期望不能抵达。

我出生在“字圣”许慎的故乡漯河，这是
一个与文字有着几千年渊源的城市。这个
城市，和众多高楼林立的城市一样正在崛
起；这个城市，却和众多高楼林立的城市不
同，它一直贴身穿着一件很多人看不见的锦
衣——文字，它是这个城市的里子，是这个
城市的内涵所在，是这个城市的灵魂。

一直以来，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我一
直贴身穿着一件别人看不见的锦衣，这件锦
衣，也是文字，它是我的魂。

身穿文字的锦衣，我不怕自己有一天会
老去，我不怕变得世故。有时，面对一些人，
我也会说些言不由衷的话，做一些言不由衷
的事，但这些人，一定不是我的同路人；对同
路人，也许我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沿着各
自不同的轨道生活，但我们因为懂得，所以
欢喜。一针针地，我把钟爱的文字缝在梦想
的锦衣上……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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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衣记

嘉宾黄乔生、刘思源和主持单占生在中原风读书会上。 张大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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