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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进安

今年7月26日是作家宗璞八十九周岁寿辰，我想写一
些文字作为纪念，往事历历不知从何说起。十几年前第一
次踏进三松堂大门是去商量拍摄纪录片《冯友兰》事宜，宗
璞老师知道我是唐河人，就有了亲近感。宗璞老师对宣传
父亲一直很重视，随后给我寄了很多书还附信一封，最后
一句话是“我对本片寄予厚望”。去年纪录片《冯友兰》已
经在央视播出，宗璞老师的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时她
又让我筹备她的纪录片。事实上，出于职业习惯，多年来
我收集了宗璞老师的大量资料、照片，也读了她全部散文
和部分小说，对她的了解逐渐加深。

2007年，“宗璞先生八十寿辰和文学创作六十周年座
谈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当时宗璞老师朗诵了英国
作家哈代的一首诗《我的路》:我的前面是平原，平原上是
路，看，多辽阔的田野，多遥远的路，经过了一个山头，又来
一个……表达了她要不辞劳苦创作《北归记》的决心。此
时，她的长篇小说《野葫芦引》前三部已经出版，第四部《北
归记》还没动笔。我问过宗璞老师为什么喜欢哈代，她说
哈代有一句话，“如果为了真理而开罪于人，那么，宁可开
罪于人，也强似埋没真理”，宗璞老师赞赏哈代这种追求真
理的勇气。

宗璞老师从小喜欢李商隐的诗，特别是《锦瑟》：锦瑟
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
当时已惘然。她说“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然而她的文
学作品，无论散文还是小说或者童话，虽然有忧伤，但不颓
废，往往充满了对命运的抗争或对生命的感悟，文章的结
尾也都会给人以光明和希望。她曾说：若能为徘徊在人生
十字路口的人增添一点抉择的力量，或仅只减少些许抉择
的痛苦，我便心安……

宗璞老师是象牙塔里长大的大家闺秀，深受中国传统
文化的熏陶和外国文学的影响，性格温和、细腻而低调，待

人接物合乎礼仪，她往往替别人着想。宗璞老师对河南唐
河充满了感情，她很感谢家乡对她父亲的宣传，她通过我
给冯友兰纪念馆捐出了不少旧家具、衣服等文物。只要有
家乡人说想见她，她从来都没有拒绝过。有一次宗璞老师
实在头晕得厉害，她对我说，今天身体不好，如果见面时间
短或者说话少请他们不要见怪。

2014年 6月拍摄的唐河宣传片中，有一个宗璞老师
拿着唐河泗洲塔照片的镜头。当我联系说需要她配合拍
这样一个镜头时，宗璞老师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天拍摄
时，她不厌其烦地按照我的要求反复拿起又放下，为的是
拍不同景别的镜头。最后还提醒我缺少一个正面镜头，
拍摄时宗璞老师面带微笑，把对家乡唐河的热爱表现得
淋漓尽致。

有一段时间关于恢复祁仪冯家故居的话题说得比较
多，宗璞老师认为唐河已经有一个纪念馆了，恢复故居得
拆除现有建筑，又得多花钱，是很大的浪费，不如用这些钱
建一所医院，让更多家乡父老们有病能得到医治，更有意
义。 而对于祁仪老家建冯友兰文化园，宗璞老师很赞成，
她说，可在文化园里建一座亭子，刻上我祖父的一句话：任
何时候都要打好中文底子。

告别燕园，是宗璞老师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北大哲学
系原主任王博曾提议，把燕南园57号重新装修一下，按照
名人故居那样的方式布展对外开放，宗璞老师很赞成。
2012年 9月，宗璞老师决定搬离住了60年的三松堂。搬
家那天我也早早过去帮忙。冯友兰先生的大部分书籍已
提前捐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留给北京大学的一部分家
具、书籍、手稿、字画、文物先登记造册，随后打包运走，待
房子装修后再运回陈列布展。那天，宗璞老师在各个房间
巡视，哪些搬走、哪些留下、哪些家具送给唐河冯友兰纪念
馆，她一一都安排好。

她在《云在青天》这篇文章中写道：“有人奇怪，我怎么
还会有搬家的兴致。也有朋友关心地一再劝我，说老年人

不适合搬家。但这不是我能够考虑的问题。因为‘三松
堂’有它自己的道路。1952年院系调整，冯友兰先生从清
华园乙所迁到北大燕南园 54 号。1957 年开始住在 57
号。他在这里写出了他最后一部巨著《中国哲学史新
编》。他在《自传》的《序言》中有几句话：三松堂者，北京大
学燕南园之一眷属宿舍也，余家寓此凡三十年矣。‘十年动
乱’殆将逐出，幸而得免。庭中有三松，抚而盘桓，较渊明
犹多其二焉。”这是“三松堂”的得名由来。北京大学已经
决定将“三松堂”建成冯友兰故居，以纪念这一段历史，并
留下一个完整的古迹。这是十分恰当的，也是我求之不得
的。我必须搬家，离开我住了60年的地方。

离开燕南园那天，宗璞老师在车里向我们挥手、向三
松堂告别，在这里她完成了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和
《西征记》，其中《东藏记》获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她随身带
走的是父亲30年前写的对联：高山流水诗千首，清风明月
酒一船。还有父亲面带微笑的一张照片。

如今，在北京郊区的新居，客厅里挂着父亲这副对联，
宗璞老师拖着病体，像晚年她父亲一样在口授长篇小说
《野葫芦引》的第四部《北归记》。宗璞老师曾跟我说，活着
很累，但小说还没有写完。她形容自己的写作状况像“蚂
蚁衔沙”一样，一粒、一粒……每天只能写几百个字，她说
是父亲的精神在支撑着她创作。我很理解宗璞老师的心
情，她眼睛几乎失明，左臂失去了知觉。再加上脑供血不
足，时常头晕，这样的身体状况还在口授小说。今年6月底
我又去看望宗璞老师，问及《北归记》写到什么程度了，她
说写完了，说着脸上露出了自豪的微笑。

近年来，我有什么新鲜事都随时打电话分享给宗璞老
师。诸如，我去了云南蒙自，看到她家当年租住的桂林街
带天井的院落保存很好；昆明郊区龙泉镇冯友兰先生写
《贞元六书》时住的弥陀寺虽然摇摇欲坠，但已经列为市级
文物保护单位了；祁仪老家的腊梅花开了，很漂亮；在三松
堂拍摄外景时，有一只松鼠闯入了镜头；我从三松堂移栽
到冯友兰纪念馆的玉簪花已经枝繁叶茂了，秋天会开一串
串的白色花棒……最近我告诉宗璞老师的一件事是：今年
7月2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赠送给3000名毕业生每人一本
《中国哲学简史》，希望他们在人生旅途上，做有思想的行
者。每当听到这些，宗璞老师总是很开心。

冯友兰先生推崇人类思想的光辉，他曾比喻说：就像
一个家具齐全的屋子一样，如果没有灯你什么也看不见，
如果有一盏灯，整个屋子都亮堂起来了。这盏灯就是一个
人的“觉解”程度，也是一个人的思想高度。人生的“觉解”
程度不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一样。冯先生还说“极高明
而道中庸”，“觉解”不在“吃斋念佛”里，而在“人伦日用”
中。与宗璞老师交往这十几年，我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父女
两代人身上那种“担得起”和“放得下”的儒道两家的精神
魅力。这种精神境界宛若一盏灯火，让他们周围的世界都
亮堂起来了。3

□鲁敏

热闹的书有时太多。它们以微信公众号、书店、名
人推出的书籍排行榜、书目推介等方式，流水线一样地
源源不断。详尽的内容简介、写作特色、章节摘要，切
成很小的碎块，撒好了提神的调料，配上悦目的花边，
排列整齐地推送到我们面前：这情况多么令人满意，都
不用动半根指头，就可以非常及时地读到本季最热门
最时新的读物。可怕的是，商业化推送带来的并非饱
足与幸福感。反之，对阅读的爱恋与忠贞反倒稀薄了，
因这些书不是我们日思夜盼、苦苦求索而来的，甚至可
能是并不需要的、伴有轻微质疑的。

常常，打开一本新书，那样讲究的字体与排版，花
了大心思的封面，讲究的配套的书签，可是啊，我负疚
地长叹，不想打开。我害怕会碰到已经反复碰到的情
况：那既不甜也不苦，既不烫也不冰的滋味，都搅动不
了齿舌，更何谈心肠与脑袋。哪怕上午接着下午左一
本右一本读得圆滚滚的、挺胸凸肚，可随后只消半个黄
昏一个夜晚，就没了，就饿了，加倍的饿，空洞到极点的
饿，过度进食的饿，满目琳琅的饿，食欲僵死的饿，并伴
有异常的伤心，为那书，为它那好看的样子，为我对它
的无情遗忘。更绝望的是：那不独是那本书的命运，那
更是我的、我们的、阅读者的。

我饿着。我羞耻于这种饿，像得了见不得人的
病。这怨不得别人，是我无能，是我自个儿丧失了觅食
和追求的能力，去荆棘、去莽原、去冰雪中捕食的能力，
从如山似海的旧仓库里、从被打包变卖的垃圾中，翻找
到那些破旧残缺、没了用处、满面蒙尘，但真正适配自
己的东西。我为什么要读大路货？为什么要叼起扔到
眼跟前的发亮玩意儿，哼哼唧唧地表示津津有味，以大
合唱、团体操的方式来读书，并像上交课堂作业一般发
出整齐的赞美？我不知道我能否有勇气立即站起身，
跑出去，趁着肢体与脑力尚未完全绵软，离开这无需任
何心力的富足之地，跃入旷野，跃入干涸，激活被干扰
的视觉与嗅觉，恢复那种挑剔但准确的灵敏，重新长出
野蛮有力的肌肉……

话讲得有些夸张了。不管怎么说，远离热点、冷避
人情，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掩耳遮目的动作，客观上讲，
确乎可以屏蔽和过滤掉一些统一化标配，让阅读慢慢
回归到“需要”“好奇”“遍寻始得”或干脆就是“漫无目
的”的自由读，而非话题、时效性、影响力、约稿需要、友
人新书等绑架性阅读。

比如前不久日日翻看的《昆曲表演学》（丁修询
著），就是很典型的源于盲目的好奇，甚至有点明知不
可为而读。这书，从内容、体例、系统性与专业程度上
看，是相当标准的教程书，适合科班子弟一招一式地跟
着去演练。比如讲水袖的20种舞法，髯口的16种讲
究，讲卖婆、喜娘、姑娘、丫头、傻子、寡妇等角色对手帕
的不同使用等等。确实不适合我这样的无知看客，但
读书人往往都有一种奇妙而随性的胃口，翻翻别人的
教科书，抽个冷子扒个门缝儿，确乎也可以看得摇头晃
脑，不亦乐乎。所幸本书行文虽略有冗余，但雅致有古
风，在略显刻板的程式化讲座中，不时可以看到极为有
趣味的片断，如同小小的奖赏。

比如讲念白之难，“千斤念白四两唱”。形容表演
之好，为“渐进自然，满身风月”。讲坐姿，“浅坐似山，
满坐似坍”。讲圆场一转，“转为万妙之门”。讲不同角
色对扇子的不同用法：“文胸、武肚、轿裤裆。书臀、农
背、秃光郎。瞎目、媒肩、二半扇。道领、画袖、奶扇
旁。”这一一都有解释，比如，将军武夫的扇子一般较
大，动作幅度也大，看上去像在扇肚皮。抬轿拉车的，
因裤脚管老是卷着，故最热的地方便是裤裆。道士和
尚穿着规整的道袍或袈衣，四不透风，只有领口宽敞，
故要扇领。媒人卖婆二爷这类人物要奉承拍马、看别
人脸色吃饭，因此总是一半扇自己一半给别人扇，这叫
半扇。奶妈呢，专门伺候小主人顺带着赶蚊子，因此总
是敲着大腿旁……再如讲老辈艺人的台步功夫：“葛子
香身着密褶朝裙，裙上系有多个小铃，无论疾走慢行，
褶纹始终垂直不乱；铃欲其响就作一声响后戛然而止，
欲不响则任作何种身段，绝无声息。”

这些并非本书重点的闲言碎语，像野花小果，亦像
金丝银线，时不时地闪动而过，令人悦目而神往——这
就是读闲书的最大快活所在！我拿支铅笔，又画又点，
独自嬉笑，偶尔还起身胡乱比画两下，真是傻乎乎无目
的的陶然自乐。

印象中还有不少很有趣的闲书，都适合闭门冷面
而读。比如《殡葬人手记》，还有一个副标题：一个阴森
行业的生活研究。可是别被它吓住，其实本书相当之
温和。因为家族从事此业，美国人托马斯·林奇在大学
毕业后接手了某小镇殡仪馆，专司埋葬与焚烧死者之
职：“在我们这个小镇，每年我都要安葬大约两百名死
者，此外，还有几十人火化。”20多年独特的职业经验
显然没人可比，林奇是职业的死亡观察者，死以五花八
门、匪夷所思的方式扑面而来，他像是搭在生者与死者
之间的桥，他愤怒、惊讶、畏惧、感触、平静……很多方
面，林奇颇有点中国人生死事大、慎终追远的意思。读
这样的书，其实会感到生的欣悦与偶然。你不会惧怕
一切的苦楚或衰老，因为有太多的人，他们甚至都没有
机会来受苦、衰老。

再比如有一本《宫女谈往录》（故宫出版社）我也常
会跟人提及。这真真切切就是白头宫女追忆皇室往
昔，因视角的原因，所设条目极为生活化也有点小八
卦，但情韵复杂、沉郁，令人时有触动。尤其喜欢记录
人金易先生讲述宫女的穿插性的题外话，调子既悲凉
又真切，流溢着小心、克制的人情世理。这种分寸，是
职业虚构者很难追求得到的。

我倒也不是说这些书就多么地好，只是私心所爱
而已。毕竟，那些高声大名、曝光过度的好书，相当于
人头攒动的著名景点，前往拜谒瞻仰自是必要；但这些
人迹罕至、深街窄巷般的闲书冷书，也自有意趣。只是
需要您有时间、勇气与好耐心，深踏进去，其中的小滋
小味，正是对你强大意志与独立审美的回赠，你会舀到
一大勺只有你一人才能品尝到的甘美酒酿呢！3

读冷门书

□何向阳

我如何能够
细数出
事物的精微
低俯的草
长风中的楝树
诵经的灵魂的
美

我如何能够
说出真相
或者与之接近
地心的热
旧瓦上的云
一粒沙
一颗星子
在我胸中所占的
比重

我如何能够
描绘
雪莲的重蕊
婴儿的熟睡
青袍上的暗影
冰下的
水

我如何能够
画出
隐遁的翅膀
看不见的飞行
犹如说出
自由的
空、无
它的由来、面目
繁复与轻浮

我如何能够
在放下笔的时候
写出永恒
而后屏息
静听
那匹马
前来的蹄声
我已写了那么多
歧途或
陌路
又如何能够
错过
一个我骑在马上
与纸上的我
再度重逢3

重 逢

□顾晓蕊

明黄的灯光下，少女与长者对坐手谈，轻拈黑白棋子，以鹤的姿
态优雅地起落。这是女儿参与拍摄的电视短片中的镜头，看到这近
乎唯美的画面，我在心底为女儿点赞！

那年，女儿上初一，已有七年棋龄。她喜好围棋，每周六去棋院
上课，我全程接送，风雨不误。棋院门前有棵老梨树，花开时一树梨
花白。我会特意早到会儿，站在树下，隔着窗，聆听纹枰落子声。声

音清越入耳，如风敲寒竹，如雨拍蕉叶，那感觉甚是美妙。
有一天，我从棋院接到女儿，两人说笑着往回走。走出不远，碰

到位熟人，也来接儿子下课。寒暄几句后，他说起给儿子报了英语
和奥数班。得知女儿在学围棋，他一脸不解地说，下棋不就是玩嘛，
有什么用？话语中夹着不屑。

隔了几天，又在路上遇见那位爸爸，朝儿子吼叫着什么，颇有
风摇雨至的架势。细听之后，才知是孩子英语没背过关，被他怒声
叱责。

女儿如受惊的燕子，闪扑进我怀里，调皮地吐吐舌头。她也许
是觉得庆幸，在报兴趣班这件事上，我不曾给过她压力。也确是如
此，她起初觉得好玩儿，后来痴迷上围棋，我便鼓励她对认准的事坚
持下去，要用心专注，从中找到乐趣。

学棋久了，女儿会跟我聊些心得，落子无悔、逢危须弃、不得贪
胜等等。看似高深的生活哲理，尽在盈尺棋盘间。她还说打谱时能
感受到，高手的对局像艺术创造，变幻无定，妙不可言。

近年的围棋人机大战中，多位顶尖围棋高手，被智能机器人挑
翻落马，引发学棋是否还有意义的争论。我问女儿怎么看这件事，
她说下棋享受的是过程，从不后悔学习围棋。

从她的话语里，我知道女儿领悟到了黑白之道，围棋之美。这
令我想起读到过的一句话：棋道即艺道，棋中自有你的个性，你的道
路，凡人所有，无所不有。

除了围棋之外，女儿还喜欢古筝、书法、绘画，皆习练多年。我
对她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有微小的坚持，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做到
极致，也是一种成功。

我认为孩子在上高中之前，只要形成良好的习惯，合理利用在
校的时间，用于学习就足够了。业余时间，不如多接受艺术熏染，以
怡养性情，丰盈自己的内心。

在风清月朗的夜晚，弹一首好听的筝曲，或是铺开纸墨，临几张
颜体小楷，再或者即兴挥毫，画竹画梅画鸟画鱼。如此清雅美好的
生活，本身就是一阕词，一幅画，一首歌。

女儿还特别喜欢旅游，自她两岁多起，我每年带她到各地走
走。我们去过椰风轻吹的海南岛，到过瓜果飘香的新疆，游历过古
色古香的丽江，奔跑在北戴河的沙滩上……体味到路途的辛苦，也
收获着简单的快乐。

有同事劝道，带孩子跑那么远，费钱又费时，何况去了也白去，
等小孩子长大后，留不下太多印象。

我听了笑笑，却不认同他的想法。城市里的孩子，少有机会亲
近自然，这是很大的缺憾。女儿为此闹过不少笑话，比如她以为马
铃薯长在树上，珊瑚是一种水草……

在旅行中，女儿认识了许多新事物，学会了观察和思考，同时变
得独立、坚强。

她十三岁那年，我们去新疆的库姆塔格沙漠，连续翻越了两座
沙丘，竟有些迷路了。阳光火舌般灼烤着，这时带的水只剩小半壶，
女儿嘴上干得起了泡，却把水壶递给我说：妈妈，你留着喝吧！

我紧紧抱住她，眼泪哗地淌下来。后来靠着带的一个指南针，
走出了沙漠。每每想起那个瞬时，我总会心头一暖。

《小窗幽记》中有言：观山水亦如读书，随其见趣高下。女儿从
自然怀抱中，山眉水目间，学会推己及人，这种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使得她无论到哪里，都有着极好的人缘。

女儿一向乐观自信、宽容平和，有一颗喜悦、宁静且充满爱的
心。在这样的心态下，她勤学善思，并以优异的成绩顺利考上市重
点高中。

在快节奏生活的当下，很多闲雅的东西正逐渐被消解，被替
代。然而，亲爱的孩子，永远记得别只顾低头赶路，偶尔让心灵慢下
来，再慢一些。

要知道，那些看似无用却美好的事物，和阳光、空气一样，是生
命中不可或缺的滋养。总有一天，会成为你内在气质的外化，是你
面对生活的底气和勇气。3

冯友兰先生推崇人类思想的光辉，他曾比喻说：就像一个家具齐

全的屋子一样，如果没有灯你什么也看不见，如果有一盏灯，整个屋子

都亮堂起来了。这盏灯就是一个人的“觉解”程度，也是一个人的思想

高度。人生的“觉解”程度不同，人生的意义也就不一样。冯先生还说

“极高明而道中庸”，“觉解”不在“吃斋念佛”里，而在“人伦日用”中。

与宗璞老师交往这十几年，我真正体会到了他们父女两代人身上那种

“担得起”和“放得下”的儒道两家的精神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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