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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影来风好书推荐

著名导演卡梅隆采访了对科幻电
影史产生过深远影响的六位大咖——
吉尔莫·德尔·托罗、乔治·卢卡斯、克里

斯托弗·诺兰、阿诺德·施瓦辛格、雷德利·斯
科特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通过一场场旁
征博引的谈话，卡梅隆深度挖掘出他们对科
幻的理解以及对人类命运的思索。《詹姆斯·
卡梅隆的科幻故事》再现了访谈的全部内容，
包括六大主题：外星生命、时间旅行、外太空、
黑暗未来、怪物和智能机器。（本报综合）

《詹姆斯·卡梅隆的科幻故事》
作者：[美]兰德尔·弗雷克斯等
译者：潘志剑
出版单位：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本书详细记录了巴金与日本作
家的互相探访和深厚友谊，从生动感

人的细微小事中向读者展现了一位伟大作家
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的宽广胸怀。本书作者曾
是巴金的日语翻译秘书，随同巴金参与了中
国作家团访问日本，记录了日本作家与巴金
的访谈、交往和书信往来。

《随行巴金》

作者：陈喜儒

出版单位：北京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作者曾任私立高中的英语老师，
结婚后成为全职妈妈。她陪伴四个孩

子考上了以难考著称的东京大学医学部，主
要是由于她尊重每个孩子的天性，总结出许
多既高效又细致的独创性方法。如果你正为
孩子的学习焦头烂额，对孩子的未来感到迷
茫焦虑，或者渴望与孩子共度亲子相伴的美
好时光，那么本书可以为你带来不一样的启
发和方向。

《最好的学区房是你家的书房》

作者：[日]佐藤亮子

译者：程雨枫

出版单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3月

这本书没有什么具体的故事情
节，而是由许多零散插曲和作者似是

而非的议论构成，内容包括现代物理、火箭工
程、高等数学等。它对世界深刻的预言性和
未来感，让它的价值历久弥新。数十年来，它
已发酵成为文学界的一本奇书，不断撩拨着
阅读的挑战者，激发着炫酷、前卫的灵感，也
一直在等待着未来真正的读者去挑战它。本
书作者是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家。

《万有引力之虹》

作者：[美]托马斯·品钦

译者：张文宇

出版单位：译林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4月

书籍流转，百态人生

□王立坤

作家王开岭曾对“好书”下过这样的定义：“一册好
书，在生产方式上，必有某种‘手工’的品质和痕迹，作者
必然沉静、诚实、有定力和耐性，且意味着一个较长的工
期，内嵌光阴的力量。”我想，作家陈晓辉的新作《山野、清
风与明月》就具有这样的特质。

这是陈晓辉写得最“慢”的一本书，历时三年，记录了
生命中的美好邂逅和真实感悟。在书中，他用十二辑笔
墨抒写了对万物、独处、众生、光阴等话题的理解和体悟，
趣味性和思辨性自然有机地融为一体。书中配有画家李
知弥的水墨风格画作，可谓相得益彰。

这本《山野、清风与明月》，应该算是语录体版的《瓦
尔登湖》吧？书中，陈晓辉结合自身的美学、哲学思想，用
诗意的语言勾勒出极具画面感、富于烟火气的生活场
景。在他的笔下，自然景物清新鲜亮，让人蓦地心生欢
喜；对读者心中有、笔下无的幽微情感，他予以准确而饱
含灵性的书写，读之让人感触颇深，获得同理心，好像一
下解除了心中块垒。他亦善于从自然万物中获取谦卑而
柔软的力量，直击心灵。

在经历了生活的种种不如意以后还能对生活“一往
情深”，这是一种真正的勇敢。在这本书中，能真切地感
受到这种勇敢。陈晓辉坦承：“我开始喜欢慢、开始喜欢
少、开始懂得与自然万物和自己相处。这种相处是对生
活的努力投身、与自然保持联系却又保持适当的距离、有
着自我灵魂欢愉的相处。”如此一来，就避免了抒情的泛
滥和廉价，使得全书充满了哲学的光辉、人文的关怀和禅
学的幽深。作者的感悟也因此水到渠成，易有共鸣。

恰如作者在序言里所说：“是曾经那个当下的思考，
或喜或悲，我们都能找寻到共同的生活与光阴的影子，以
及那些寻常着的景与物，寻常着的美好。”他的文字似一
股清流、一缕清风，送给读者心灵的慰藉，获取前进的力
量。

“春耕秋收，冬雪夏雨，抿嘴一笑，沉默着，便十分美
好”。愿你我也在心中沉默回响着这种美好，进而读懂一
场岁月的宽容。7

（《山野、清风与明月》，作者：陈晓辉，绘者：李知弥，
出版单位：金城出版社，出版时间：2020年 1月）

□包利民

世间何处无山水？怡我心者便是胜地。凡脚步与心
灵同至之地，就是故乡。许多人也曾走过一些地方，虽有
一时一地的感慨，却是行过即忘，就算日后回想，也只是
觉得曾在某个地方留下某种心情，具体是怎样却辨不分
明。而作家王霞的这本旅游散记《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
记忆》，却抓住了那些逝去的美好点滴，就像脚步与大地
的轻吻之痕落在心间，如一粒粒种子，瞬间便开出了千树
万树的花儿。

王霞在诗歌散文方面有着独特的天赋，因此字里行
间常给人一种诗意的感动。在《香溪岸，最是遥念情归
处》中，虽然秭归古城早已沉眠于江水之下，可作者却凝
眸于江底，寻找着王昭君一直守望的家园，在轻轻的行走
中感知着这位女子当年的心境。香溪无言，夜月魂归，故
园花开，所有的种种，汇成了深深的怀念和慨叹。楠木井
中的水依然清冽，但岁月无情，再也映不到曾经的容颜。
她的文字如水，让人一次次与想象中的情景相逢。

在《相看两不厌》中，作者于静谧中寻觅着李白的脚
步，仿佛曾经的众鸟孤云还在，然后在如丝的细雨中将情
境跳转至谢朓的“渫云已漫漫”“夕雨亦凄凄”。《皖南桃花
潭》则远离了李白的飘逸出尘，将千年前的那份深情再度
漫上读者的心间。踏歌相送已随流水而去，桃花潭却依
然荡漾着如许真情。

人在一生中际遇起伏，总是辗转着、身不由己地远离
故乡。很多人，也都会有自己的第二故乡。所以，便有了
《失落的故乡》。在作者笔下，故乡已经物是人非，她只能
在曾经的地点漫溯时光的河流，在心底将曾经眷恋的故
园还原。虽有失落和遗憾，可在心底最柔软处，故乡一直
都在，于是“缘着这一缕记忆里的乡愁，我们每个人，都会
找到自己梦中的故园，让疲惫的心灵栖息”。而《真实金
陵》一辑，则是她对第二故乡的印记。她生活的城市有着
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底蕴，她用一颗易感的心将这一切深
深记取。这一系列的文章中，有对历史的追思，有对现在
的思索，更有对眼前风景的珍惜和欢喜。读这些文字，也
让我们的心随之或沉思或欣慰，就像正在接近一颗纯净
的心。

流连于这些文字，可以感受到江南水乡的婉约绮丽，
北方大地的厚重沧桑。静坐间，心思已行遍千里万里。相
信这本书，会帮助更多的人找到自己的心灵家园。7

（《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记忆》，作者：王霞，出版单
位：线装书局，出版时间：2019年 12月）

脚步与大地的吻痕

山野、清风与明月

□路来森

肖恩·白塞尔经营着苏格兰最大的
二手书店，坐拥藏书十多万册，也因此接
触到了形形色色的客人。2017年，肖恩·
白塞尔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了自己一年的
书店生活，这就是《书店日记》。

因以日记的形式记录，所以内容上
稍显散乱、琐碎，但无外乎三个方面：店
主和店员的生活、工作情况，所接触到的
顾客（包括买书人、卖书人），还有作为二
手书店外出进书的情况。

作为书店的店主，肖恩·白塞尔比别

人活得更为自由而潇洒，工作之余，他喜
欢旅游、垂钓和打理花园。但因为长期的
书店工作，他也成了迪伦·莫兰《布莱克书
店》中所评价的书店老板中的一员：“在外
人眼里，书店老板多半缺乏耐心、偏执、厌
恶交际。”至于想不想改变现状，他说：“一
点也不想。”这主要体现在他性格上的揶
揄讥诮乃至玩世不恭上。不管是顾客、店
员还是书商、活动嘉宾，都成了他不失尊
重的调侃对象。不过，他辩解说：“记得在
买下这家书店之前，我还挺温顺友善的。
连珠炮似的无聊问题、朝不保夕的资金状
况，与店员以及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讨价
还价的顾客漫无休止的争执，害我成了这
副模样。”看来，情有可原。

书中写到的顾客，真可谓形形色色。
一位威尔士“女人”经常打电话寻找十八
世纪的神学书，却从来不买；“文身控”桑
迪把书店当作贩卖手杖的寄存点，唯一的
可取之处就是偶尔从书店买几本书；一些
所谓的作家连基本的文句都写不通，却执
意要做图书节的嘉宾；身患阿尔兹海默症
的迪肯先生明明可以网购，却偏偏要进书
店买书，以此来支持实体书店；更有一些
人进书店后不断发出提问，只是为了验证
或者显摆自己的知识……

肖恩·白塞尔感慨，真正的爱书人
少，真正懂书的人更少。他遗憾于老书
商美德的丧失，“那种看一眼封皮就能告

诉你出版年份、出版社、作者和该书价值
的书商难得一遇，而且数量在日渐减
少”。他也遗憾“跑书人”的消失——“跑
书人”，指的是认识一批书商、喜欢在全
国各地书店广泛搜罗的人，他们能将这
些书以微薄的利润转手卖给其他书商，
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二手书市场。

平时，肖恩·白塞尔不仅要卖书，还
要不断买书。他进书的渠道有二：一是
外出购书，靠的是与卖家预约或“闻风”
而动；二是卖书人自己送货上门，而更多
的是前者。买进一批书后，首先要进行
翻检、分类，这个过程中每每有“意外的
收获”，如偶然翻检出一封书信、一张明
信片，或发现一本“初版本”“珍藏本”，还
有一些书上有着“名人的评注或笔记”，
这些总会带给肖恩一些惊喜和期待。不
过更多时候却是一种精神上的“失望”，
比如登门收书时适逢书的主人去世不
久，在他看来，“带走这样一批藏书，好比
是对他们人格毁灭性的最后一击——是
你抹去了他们存在过的最后一点证据”。

除了上述内容，《书店日记》还有肖
恩对出版商的看法、对版本的见解、对

“畅销书”的观点等，妙趣横生，让人获益
良多。7

（《书店日记》，作者：[英]肖恩·白塞
尔，译者：顾真，出版单位：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9月）

□黄东光

《波光细碎》是作家席慕蓉的最新散
文集，在所辑 40多篇文章中，作者谈生
命、忆友情、抒乡愁，以温暖的文字和丰
沛的情感叙说着对爱与世界的潜心思
考。

在首章《生命的滋味》一文里，席慕
蓉意犹未尽地结束了一场赶海，欢快地
行走在滨海的小路上。面对宝蓝色的夜

空，她思绪绵绵。日常生活中的小确幸，
连同对未来日子的琐碎憧憬，都云淡风
轻地掠过心头。生命的雄阔和庄严也被
她汲取：“毫无疑问，爱是生命滋味里永
恒不变的主题。”这让她对生命的理解变
得更为豁达通透，于是，她悠然写道：“如
果我能够学会去真正地爱我的生命，我
必定也能够学会去真正地爱人和爱这个
世界。”这种真挚的情感超越了地域和时
空，闪烁着朴素的光泽，予人以深长的慰
藉和向善的力量。

席慕蓉长于用淡雅诗意的笔触阐发
艺术哲思。在《写给幸福》中，雾、翠鸟、
喜鹊、树以及汪洋大海里挂着白帆的船
等再平常不过的风景，赋予了她一颗缱
绻的诗心。她把幸福比喻成“年轻时候，
那个充满了阳光的长长的下午”。在人
们长久的一生中，“挫折会来，也会过去，
热泪会流下，也会收起。”她坦然写道：

“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在她看来，幸
福是长情的相守，也是生命里一种永远
的等待。爱自然、爱万物，幸福就一定会
来。

故乡，是我们的精神沃土。在《天穹
低处尽吾乡》一篇中，席慕蓉写到陪着古
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拜谒内蒙古祖居

的场景，笔墨铺陈之处隐隐流露出对自
己故乡的热切向往。“右瞻皓月左朝阳，
一片秋原入莽苍。伫立中区还四望，天
穹低处尽吾乡。”叶嘉莹这首写给故乡的
诗叩动着席慕蓉的心弦，她不无自豪地
写道：“故土就是可以触摸可以嗅闻、可
以雀跃可以奔跑、可以欢呼可以落泪，可
以一层层细细揭开、一步步慢慢走近的
大好河山啊！”

无论是作为游子还是作家，离别故
土多年的席慕蓉始终十分珍视与师友之
间的情分。在书中多篇散文里，她表达
了对恩师马白水教授的敬仰之情，回顾
了与友人王鼎钧、鲍尔吉等人的往来交
集。王鼎钧的博学多识和凛然风骨、鲍
尔吉的豪放睿智与真诚善良闪耀在字里
行间，彰显着人性的至真至纯。这些温
暖的记忆，朴实无华，坦荡如水，在感动
作者的同时，也在温暖着我们的心房。

书中写到的一件件平常事，虽然微
小细碎，却道尽了人间清欢。愿我们与
作者一起，领略生命的温暖和坦荡，感受
世界的宁静与澄澈。7

（《波光细碎》，作者：席慕蓉，出版单
位：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
2020年4月）

□林振宇

古典文学名著《聊斋志异》（以下简
称《聊斋》）三百多年来流传甚广。它所
写的东西很魔幻，实际上也是在写现
实。在蒲松龄笔下，一些鬼狐精魅“倒比
正人君子更可爱”，老百姓爱读，作家梁
晓声也为这部奇书着迷。

梁晓声对《聊斋》的喜爱，得追溯到
他的少年时期。当时，他所读皆“小人
书”，即连环画。据他讲，之所以爱读《聊
斋》，乃因那些故事中的仁与义、施恩与
报恩是其他故事少有的，这对他日后的
人性养成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后
来，他当知青下乡，把半本《聊斋》隐秘地
带在身上，聊以解闷。遇到生字他就查
字典，深感文言文的精妙，还萌生出以白
话文改写之的想法。1980年，梁晓声在
外地的书店偶然发现了内蒙古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上下两册《聊斋》，很是惊喜，毫
不犹豫地花了两元买回。《聊斋》成了他
的枕边书，也成了可以医他失眠的“良
方”。后来，他把自己对《聊斋》的解读用
随笔的形式写出来，并最终出版了《狐鬼
启示录》。

在这部新作里，梁晓声表达了他对
《聊斋》文本特点、文艺价值、人物及故事
等方面的评价，还透过小说观照了当时

中国社会的百样情态，尤其是中国文人
的隐秘心理，给人很多启示。比如他注
意到，《聊斋》里所写的男性，很多都是像
宁采臣、孙雪笑、陶生一样品性如玉的穷
书生，他们或许如蒲松龄一样无法在现
实中实现心愿，蒲松龄就在书中让这些
人的人生得到圆满，从而揭示出作家不
但以文学疗人、疗社会，也疗己。蒲松龄
以想象来慰藉受伤的心灵，使之成为和
他有着同样命运的人的“创可贴”。

梁晓声发现，《聊斋》全文十二卷近
五百篇，无只言片语涉及“忠君”二字，这
在当时的封建制度和伦理纲常之下让人

无法理解。究其原因，或许和蒲松龄的
切身际遇不无关系。蒲松龄满腹实学，
身受科举制度之害，屡试不中，这成为他
心中永远的隐痛，转而赞美世间忠于友
情和爱情的人物。

在《狐鬼启示录》中，梁晓声不惜笔
墨为读者解读了《聊斋》里那些令人脑
洞大开的人与鬼、人与狐的爱情故事。
他十分喜欢并推崇《娇娜》《青凤》《婴
宁》《聂小倩》等短篇小说，里面的鬼狐
不但不可怕，而且貌美多姿、活泼可
爱。它们既不爱慕虚荣，也不贪图富
贵，往往喜欢品质好、有才华的书生并
大胆示爱，还在他们落魄时雪中送炭，
彼此之间有一种“直教人生死相许”的
默契。梁晓声高度评价了这些爱情故
事中的男女，他们有仁有义、知恩图报，
男女之爱也具有了特别饱满的恩爱元
素。他还将这些故事与《梁祝》《红楼
梦》进行比较，并思考“梁祝”“宝黛”的
爱情为什么也让人感动。

《狐鬼启示录》从多个维度为读者诠
释了与一般印象不太一样的《聊斋》，让
人在重温经典的同时能有所发现和感
悟，并从中发现人性的光芒。7

（《狐鬼启示录》，作者：梁晓声，出版
单位：现代出版社，出版时间：2019年 7
月）

品味生命，写给幸福

不一样的《聊斋志异》

“开一家书店，你需要一个圣人的耐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