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精彩周末/读书观影│132020年2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赵大明hnrbdsgy@sina.com

书影来风

家史家事：
与故乡促膝长谈

漫长而充实的人间之旅

周末侃影

□崔立新

这段时间宅家，陷入了信息漩涡，不得解
脱。重读作家李娟这本洋溢着明媚清透气息的
随笔集《记一忘三二》，则带来了一种适度的明
亮和单纯，冲淡了焦灼与阴郁。书中23篇小文，
全以“记”为题，如《挨打记》《宠牛记》《猫馆记》
《信仰记》等。这些文章写扫雪、写读书，写老师、
写妈妈，写院子、写梦境，写过年、写相亲……都
是家长里短的烟火琐事，但作者“撒豆成兵”，随
便捡捡，都有趣味。

大凡以“记”为名的作品，作者往往情不自
禁要站出来，挡在事件前面自说自话。但李娟
让事件自己呈现，一句废话也没有，也从不着意
暖场，行文就靠细节和对话铺开。写人、写物、
写事件，三两笔就刷刷立起来，一句紧递一句，
始终不露怯、不“跑风”，读得人如沐春风。

《台湾记》一文，写“我妈”生平第一次旅游
归来，从此眼界打开，生存观也随之刷新。她一
面矫情地嫌弃乌鲁木齐吵、红墩乡脏，一面换下
衣服投入了清理牛圈、打扫鸡粪的劳动中。这
个拎着编织袋、带一个缠着透明胶布的卡片相
机踏上旅途的农家妇女，在接触全新的环境和
生活方式后，其内心的激荡和冲撞让人几乎笑
出酸涩之泪。而在《扫雪记》中，“我妈”一扫雪
就骂狗，嫌它帮不上忙。地上的雪还好，再怎么
厚，打个洞也能进出；而危房房顶上的雪则是隐
患，需要时时提防房顶被压塌。困窘如此，作者

还牵挂着风雪中的牧区和那些冻毙的牲畜。
作者在书中写到受穷、挨打、挨骂、不能做

主，基本都是贫困家庭的“标配”。一般来说，穷
苦没有浪漫可言，李娟也并没有粉饰它。她像
一个孩子一样，碰到倒霉的处境，并不觉得悲
惨，也不显得滑稽。那些晦暗和内心的较量，都
被她轻轻摁下去了。她看到的是光亮，她说：

“我的文字回避了太多。我觉得是因为那些不
值一提。”

不像她的阿勒泰系列作品那样总带有一丝
民族风情和猎奇色彩，这本书写的都是最平淡

的日常，随便哪个人都能遇到，是每个人能够看
得见的世界。在《冰箱记》里，冰箱里塞满了搜
罗来的残羹剩饭，只为了带回去给妈妈“喂鸡”，
因为妈妈说过：“鸡啄着一点带盐味的菜叶啊，
都要高兴地笑半天！”《风华记》中，朋友风华每天
带一个老干妈辣酱的玻璃瓶上班，里面灌着头
天晚上煮的稀饭，里面泡着两根榨菜，做午餐。
患难之交，诸多温暖，风华也成了作者一生的朋
友。而在《老师记》里，初中班主任讲话无比“毒
舌”，讽刺学生手段高妙，却在雪天里放学生去
玩雪，还经常组织学生去远足……如此，作者只
有无言。她给老师的评价是：“他就是那么善
良，竭尽全力、无所畏惧地善良着。”李娟没有那
种居高临下的视角，也没有刻意去克服这种琐
碎，而是沉入其中，超越虚假的唯美，从困顿中
找到安顿之地。就像一棵草回到田野，一叠波
浪回到大海，她用写作和思考超越了平庸，照亮
了生活。

这本书写的都是些小场面，但不小气，不自
恋，不讨好读者，新鲜、自由、洒脱。作者说：写
作的过程像是挖掘的过程，甚至是探险的过
程。很多次，写着写着，她就“噢”的一声有所发
现。相比于那些充斥着“差不多”主义和“贴标
签”式巧猾的文章，李娟的文字实在是一种“清
流”。这些文字的存在，让我们不自觉地朴素起
来、清透起来，也真诚起来。7 （《记一忘三
二》，作者：李娟，出版单位：中华书局，出版时
间：2017年6月）

□彭忠富

德国文学家歌德说：“人生一世，不就是为
了化短暂的事物为永久的吗？要做到这一步，
就须懂得如何珍视这短暂和永久。”按照我国儒
家的说法，一个人要想“化短暂为永久”，就得立
功、立德、立言，才能青史留名。印度诗人泰戈
尔说得更直接，我们“附和真理，生命便会得到
永生。”不过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真正
懂得并正确认识生命意义的人其实不多。我国
现代哲学家许思园认为，一切稀有的美德都应
激起我们的感佩与敬畏，生命的意义即在责任
与爱之中。许思园生于清末，16岁考入上海大
同大学，后曾到伦敦、巴黎等地求学，在美国时
曾受爱因斯坦邀请至家中交谈。他学贯中西，
文理兼通，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厚的感情，对
西方文化有着深入的了解，对人类文明的前途
亦十分关怀。

20多岁时，许思园就在法国以英文写成了
《人性与人之使命》这部文学化的哲学著作。本
书从东西方文化的精髓之处入手，在中国文化
的大背景下论述人格的生成根源与结构，揭示

了人类不同种族的共同本性以及人生之道。书
中包括“论灵魂”“论人格的组成要素”“论善的
本质”“论自由意志”等内容。谈文化，要谈得深
刻、有意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平常人
到欧美走一趟，回来后可以向人滔滔不绝地大
谈中西文化的比较，似假非假，似真非真，大多
流于庸俗。而许思园讲文化，和流行的“文化

热”相比，颇有独到之处。
许思园论中国文化的优异之处，有三方

面。一是“反求诸己”之人生智慧，二是民为邦
本之政治传统，三是空灵淡雅之艺术境界。若
分开来看，这三方面也许未显出有何突出；但若
综合来看，则知作者用心甚深，境界超然。他推
崇、欣赏中国文化，也并未夸大中国文化，指出
了传统文化存在的一些缺憾。一是不重视纯知
识活动，未能充分领略好奇、耽思、探索、创造之
乐；二是内心激动之振幅不大，少深哀极乐，悲
情劲气俱不足；三是重家族，缺少个性自觉、孤
往独创之精神。这些反思，若不是对民族、对人
民抱着深深的爱和沉痛的感情，必定说不出来。

生命不仅是求生存而已，还要成长、充实、
圆满。它有着无比的能力，能够克服种种困
难。许思园认为，我们要使自己的生命走向至
善圆满，同时也要使周围的人走向至善圆满。
只有将“自爱”与“爱人”结合在一起，“利己”与

“利他”互相推动，知行合一，方能探知生命的真
谛。7 （《人性与人之使命》，作者：许思园，
译者：李应志，出版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9月）

□张劭辉

作家贾海修的新书《清夜无尘》是
一本纪实散文。读着书中邙山地坑院
的故事，恍若自己也回到了农村老家
的庭院，与故乡亲朋围炉夜话，促膝长
谈。

该书以家族为切入点，从祖父祖
母到兄弟子侄，从老宅旧物到乡愁乡
思，从衣食住行到民俗风情，从家风家
教到家国情怀，涵盖了几十年来的

“贾”史家事。书中人物命运的交织、
故土乡愁的情感宣泄，给人以酣畅淋
漓之感。作者摘下了社会赋予的面
具，回到了童年的精神原乡，感动于每
一个平凡生命活着的不易以及中国乡
土社会的坚韧质朴和道义温情。

放在时代的大舞台上来看，这些
故事的主人公或许只是一个个平凡的
小人物，但又是各自家族里的重要成
员，是一个个独立的生命个体。作为
一家之主的祖父，任劳任怨、身板瘦小
的母亲，刚直不阿的五叔，喜欢剪纸的
民间艺术家五婶，出家的堂弟……贾
海修用谨慎谦卑的姿态重现着家族曾
经的繁衍生息，写苦难不做强调，谈幸
福不事夸张，所有的议论和修饰都被
恰当地克制，记述的是流畅的生活和
乐观的精神，有温度、见情感、通义理。

这些小人物身上散发出的一种
“光”，支撑着中国农村几千年的文化
延续，是一个民族顽强生存和发展的
内在精神动力。比如《时空筑梦》一文
中这样写道：“我不记得我们有什么家
风家训，但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
的家事告诉我们，为长要慈、为子要
孝，为事要实、为人要真，为兄要友、为
弟要恭。”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社会变
迁中前行，正是依托于无比坚实的民
间和绵延不绝的优良家风。

亲情的主线，贯穿了本书的始终。
如《父亲的自行车》一文，写的是和父亲
相伴多年的自行车，真正想说的则是记
忆中温煦的亲情：“我坐在自行车横梁
上，趴在车把上，往前能看清楚车轱辘
在土路上曲折前行，看到父亲右手灵巧
地摁动车铃，听到车铃传出的清脆铃铛
声，在我的背后就是父亲温暖的怀抱。”

在四五十口人的大家族里，磕碰
争吵在所难免。难能可贵的是，无论
艰辛还是通达、公平还是不公，作者都
没有丝毫责难、宣泄和评判，只是用平
润的笔调把时光对成长的打磨、社会
底层的艰难、人性的光辉和粗鄙等进
行了客观展现，给每一位读者留下了
广阔的思考空间。如大伯在大家庭正
困难时背弃承诺、分家另过，导致众叛
亲离，但这并没有影响“大伯在我的心
目中形象高大”，作者在文中一一列举
了大伯的能干和贡献，认为“他焦虑的
心情，我们作为晚辈是无法感同身受
的，大伯应该有他的难处。”

当贾海修用文人的家国情怀去审
视一个家族的过往之时，那些被岁月尘
封的记忆被再次擦亮，折射出时代的光
辉。《我的“履历”》中，脚上鞋子的变迁
反映出我的“履历”既是个人的，也是时
代的。《襁褓人怜知冷暖》通过祖孙三代
坐月子不同境遇的对比，感慨“我们庆
幸也欣慰我们的后代正享受着改革红
利，欣欣然花枝招展地开枝散叶，过着
我们从没有的幸福生活。”这是一种回
顾往昔、映射当下的精神气度。

《清夜无尘》一书，大多采用通俗
的白话，甚至夹杂着中原乡村特有的
俚语。但朴实并不代表平实，作者还
擅长探寻日常生活里的幽微诗意，常
常在自我的出走与回归之间找寻着精
神的皈依之地。正如他在《站在十九
楼窗前》中所写的那样，在办公室工作
劳累之余，他经常推窗南眺，把映入
眼帘的龙门山改叫“南山”，为什么？

“看到那强势凸起而又谦恭匍匐的山
脉，往往会有五柳先生的诗句在心田
流淌……那时的我，进入了与五柳先
生既相同又相通的十分鲜明的悟境”。

放下书本，掩卷沉思，亦有了新的
感悟：家的珍贵并非源自它的纤尘不
染，而是它如呼吸般绵长。绵延不绝
的家风、细水长流的家事，源源不断地
为人提供着对抗“西西弗斯式”人生的
精神力量。7 （《清夜无尘》，作者：
贾海修，出版单位：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好书推荐

本书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解
读孤独的一本书。一些人究竟是如何

一步步失去人际关系的，又是如何一点点丧
失社会交往欲望的？本书囊括了作者独自
在日本留学4年中对人生的思考，介绍了如
何用艺术思维来辩证地看待孤独，涉及夫妻
关系、父子关系、中年危机、退休后的精神空
虚、终身学习等多个方面。

（本报综合）

《偶尔也需要强烈的孤独》
作者：[韩]金珽运
译者：佟晓莉
出版单位：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等你，在未来》系列丛书是全国
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的获奖作

品集。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幻题材都游
离于学生作文的主流之外。本书是当代中
学生想象力、观察力的记录，大部分文章记
录的是他们对未来的预测和对今天的理解，
这也是留给未来人类的一份珍贵档案。

《等你，在未来（第五季）》

主编：李凌己 陈玲

出版单位：科学普及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9年3月

在很多人的观念里，这是一个“看
脸”的时代，一个人只要长得漂亮，似

乎就做什么都对。《幸好不漂亮》一书，可以
让我们学会正确看待“颜值”的问题。作者
指出，每个人都可以定义自己的美，而一个
人的成功来自努力和才华。即便在那些以
美貌为“生产力”的行业里，也不太可能只凭
借貌美就轻易得到想要的生活。

《幸好不漂亮》

作者：萧绰

出版单位：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本书旨在指导人们用正确的观念
看待自己的体重，系统地揭示了关于

体重和健康的一些“真相”。通过大量的访
谈、研究和自己的经验，作者为我们带来了
关于体重、健康和美丽的真实故事。本书颠
覆了关于体重和肥胖的传统观念，能够让你
对自己更加善意。

《身体真相》

作者：[美]哈里特·布朗

译者：张敬婕

副标题：科学、历史和文化如何

推动我们痴迷体重

出版单位：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2月

沉潜与真诚，自由而洒脱

生命的意义，在责任与爱之中

□刘昌宇

以“看见世界的美好”为主旨而精心编撰的
《大师写给孩子的散文》，是一本很适合孩子们
阅读的书。这部温度之作集结了古今中外的
58篇经典散文，还配以世界各地博物馆馆藏名
画图片，可谓赏心悦目。

本书以作家老舍的《春风》为序章开启了倾
情讲述。作家先写秋天盛景，再切入济南和青
岛两地的春光介绍，以似贬实褒的手笔述说了
春风怎样吹绿了树木和田园，吹出了各种斑斓
的色彩。老舍以孩童的视角为一缕缕强劲的春
风欢呼喝彩，文字满溢着积极向上的生命激情，
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共鸣。

本书所选篇目也十分注重对孩子心灵的陶
冶。譬如在鲁迅的《风筝》一文里，读者既可以
领略到精确传神的景物描写，又可以通过作家

的层层剖析洞悉到幽微的世道人心。透过凝练
深邃的文笔，可以看到作者对封建时代家长制
作风的不满，也体会到作家为自己幼时的无知

所抱有的内疚和自责。鲁迅以风筝作为叙事线
索，还抒发了淡淡的乡愁，表达了对美好未来的
憧憬。

除了收录有文学大师写景抒情的经典佳
作，本书还精选了一些闪耀着生活智慧的哲
理美文。如契诃夫的《生活是美好的》，用一
系列以“幸好不是”开头的排比句，劝慰人们
在坎坷和波折面前应努力秉持乐观开朗的处
世情怀。而罗曼·罗兰的《论创造》，则由生
命、梦想联想到人类的创造，探讨了人类怎样
由平凡走向不平凡。文中，作家一方面慨叹

“要生活，就必须行动”，仅有梦想是不够的；
另一方面，又从万物的茁壮生长中领悟到“我
创造，所以我生存”的生命意蕴，予人以深刻
的成长启迪。7（《大师写给孩子的散文》，
出版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 2月）

与孩子一起，读大师散文

□鲁酉酉

很久没有像纪录片《人生果实》那样平静而
有力量的影像，让我为之深深感动了。

本片由日本导演伏原健之拍摄，著名演员
树木希林担任旁白，讲述了如同现代陶渊明般
归隐田园的津端修一夫妇的日常生活。作为一
名建筑设计师，津端修一按照自己的偶像——
建筑师安东尼·雷蒙德自建的木造住宅为范本，
在高藏寺新城一隅建造了一座林间小屋。妻子
英子女士是一家清酒制造厂厂长的独生女儿，
自从嫁给修一之后就“妇随夫唱”，尽量将小日
子过得舒适幸福。夫妇二人在屋前屋后种植了
50余种果树和 70余种蔬果作物，庭院内一年
四季景致万千，硕果累累。

刚刚拍摄这部纪录片时，津端修一 91岁，
身材颀长，鹤发童颜。尽管动作已经不太灵活，
他仍然用缓慢而不失节奏的步调清理庭院、制
作明黄色的木牌标识、用枯落的树叶堆肥，甚至
还干起了老本行，替慕名来访的团体设计建筑，
分文不取。88岁的英子则利用自家丰富的食

材，巧手烹制各种菜品，悉心打理着木屋中的生
活起居。似乎没有什么能难得倒这对年龄加起
来接近180岁的老人，一切都自给自足：有客来
访，便热情招待；果实丰收，便精心打包寄送给
亲朋。老爷爷还用木料给外孙女建造了一座精
美绝伦的娃娃屋，贴心地给来庭院栖息的小鸟
做了一个饮水盆……

结婚 60 余年、经历过人生风雨的老夫老
妻，并未在日复一日的柴米油盐中褪去爱情
的本色，而是始终如新婚般恩爱。白发苍苍
的英子倾慕地看着耄耋丈夫，说他长得越来
越帅，并由衷地感慨这世上怎么会有像他这
么好的人；修一则在采访中笑眯眯地宣称妻
子就是自己最好的女朋友，就像仍然在热恋
中一般。

纪录片后半段，修一在一次午后小憩中安
详离世，遗容宛如沉睡。身穿丧服的英子摸着
修一的脸庞，温柔地告诉他，自己很快也会来与
他相伴，她也安慰大家不要沉浸在悲伤里。此
后，独自住在木屋里的英子一如往常，精心准备
着一日三餐，把修一的那份餐点放在他的遗照

前，好像他从未离开。她始终担心自己做得不
够好，喃喃地对着摄像镜头说：“我真后悔啊，他
在的时候，我应该做得更好吃一些啊……”

片尾的旁白缓缓吟诵：“风吹枯叶落，落叶
生肥土，肥土丰香果。孜孜不倦，不紧不慢，人
生果实。”人生若如他们一般与自然合而为一，
随遇而安，一定也会结出幸福的果实。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