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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而有诸多困惑，诸种局限，是

故于天穷地极之境见其渺小，于岁久

年深之时现其边界。还好，我们足够

幸运，生在人类历史倏然而有五六千

年的节点。五六千年累积的智慧，有

太多美丽的永恒，足以弥补和拓展有

限的此生。

十几年前结束了寒窗苦读，选择

了教师这一终身学习的职业。从此晨

兴夜寐，书本相伴，在先人的智慧和后

人的锐意之间，得遇无数有趣的灵魂，

获得了一种自足的丰盈。作家毕飞宇

曾说：“阅读的量就是一个作家的体

积，或者说，一个作家的质量。”我以

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教育工作者：阅

读决定了知识的宽度，而在某种意义

上，宽度也决定了最终的高度。

阅读的拓展是辐射形的。完成了

一个阶段的阅读，合上书本怡然自得，

不经意间抬头，却发现浩瀚书海里巧笑

嫣然、频频招手的书籍不是变少了，而

是成倍地增加了起来，于是只好“绝望”

地开始下一个阶段的阅读……如此，书

籍推介成为一件极为难的事，因为永远

在路上，因为永远无尽处。但中途回

身，携几枚珍爱的珠贝，与大家一起赏

鉴，也算一桩乐事。

老子箴言，道隐无名

第一次接触《道德经》时还是学

生，其中倡导的自然、清虚、辩证纵然

深觉有趣，但终不能解味。一本迫不

及待从书店捧回的《道德经》，被我放

在书架上漠然尘封。

再次读起《道德经》，人生已到中

年，走过年少时的轻狂和昂扬，面对求

而未得的人生理想，心里有诸多感

慨。有幸，又遇到了《道德经》，而这一

次一定不是擦身而过。我拿了一个笔

记本，一章章地摘抄，蕴藉在心神之间

的，不是具体的施政或修德主张，而是

一种气韵和思想。我由此认定，这本

书一定与我相伴一生。

在我有限的哲学认知里，以为中

国哲学立足于“此在”而探究诸种“关

系”：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他人，

人与自身。而万流所宗，不外乎修德

正心以为内圣，则王道有本、仕者有

定、民心有安。而西方哲学则更强调

“彼在”，更加抽象、理性和形而上学。

在我看来，这远不是一个互补或者并

通的问题，而是一种民族性格。我生

于斯土，浸润于这种文化，它的启示在

血脉间激起先验的回声。

《道德经》以朴质求本真：“万物之

始，大道至简”“见素抱朴”“处其实，不

居其华”。由是，在光怪陆离的浮华背

后，不忘箪食陋巷、短褐穿结而仍有大

道存焉，舍其华而逐其实、去其繁而就

其简，从而内心安定，不失根本。

《道德经》以柔韧为姿态：“天下之

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弱者生之

徒，坚强者死之徒”“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柔，非是弱者姿

态，而是随和、变通、包容，如舌，若水，

从容，坚韧，而不以锋芒耀世。

《道德经》以无为御外在：“为学日

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大道本就朴质无华，放下，随顺，至简，方

近于道。“无为则无心，无心则无欲，无欲

则无求”，无求则无往而不胜。

《道德经》以自胜修德行。自胜须

自知：“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圣人自

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自胜则不争：

“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江海所

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夫唯不

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总之，《道德经》倡导无为、无我、无

欲，居下、清虚、自然。其中的道理，难以

拘泥于字面而草率落以言荃。有人认为

《道德经》是出世的、消极的，在我看来并

非如此。正如“无为”并非“不作为”，“不

争”并非“不努力”，它只是试图出离于生

存表象而获得反观人生的智慧。所谓

“大音希声””大象无声“”道隐无名“，实

在也是《道德经》的谦谦自道。

迦陵说诗，灼灼其华

《毛诗大序》有言，诗可兴、观、群、

怨。历时两千多年，中国古典诗词的

世界有沧海桑田、时移势易，有想象奇

瑰、修辞立诚。面对如此的万象包罗

和繁复不拘，不疾不徐的长线阅读或

者是最好的方式。而对于所有有志于

此者，叶嘉莹先生的“迦陵说诗”系列

是不错的起点和常顾常新的伙伴。

所以推崇叶嘉莹先生讲诗词，并

非因为她家学、师承或者教龄，也并非

她享誉海内外的学术声誉，而更在于

她处理诗词的方式：足够严谨，对于古

音、古意、典源均有考究，然而又不拘

泥于字句，强调诗人和读者双重的自

然感发，从而赋予诗词以鲜活的生命

情态。再者，旅居海外多年，当代西方

文论的起伏消长是她浸淫其中的文化

语境，所以很自然地在解诗论诗之时

予以结合，增加了古诗阐释的视角。

迦陵说诗系列起于《迦陵论诗丛

稿》，此后陆续增补，有《叶嘉莹说汉魏

六朝诗》《叶嘉莹说阮籍咏怀诗》《叶嘉

莹说初盛唐诗》《叶嘉莹说杜甫诗》《叶

嘉莹说中晚唐诗》《人间词话七讲》《小

词大雅》等。它有足够长远的历史跨

度，足够深入浅出的叙写形式，为我一

个外行人打开了古典诗词阅读的大

门，由此扩展开去，浩瀚的诗词世界便

不再停留于记诵，而更容易深入生

命了。

读书时曾有幸见过叶嘉莹先生，

当时我是去听讲座，见她被簇拥着从

讲堂的入口走来，沉静、端庄、娴雅，举

手投足、吐字咬音皆古韵天成。诚如

先生的学生、诗人席慕蓉所言：“听老

师讲课，觉得老师是个发光体。”叶嘉

莹先生生而阐发古诗词，古诗词亦滋

养了叶先生，所以有人曾说：“叶先生

站在那里，就是一首活生生的诗。”那

么，不妨随着这样一位先生一起阅读

古诗词吧。

古文观止，仰高笃行

我是很喜欢古文的，但工作之后

搁置了很久，近一年才把《古文观止》

放在手边，觉得很是受益。

学者孙郁在一篇讨论“鲁迅暗功

夫”的文章中讲到，鲁迅的文字是在

“深水里浸泡过的”“拖着历史的长

影”，这里大体是指他的古文功底。不

独鲁迅先生，许多文字好的作家都有

过浸淫在古文字中的经历。文字锤

炼，古文诵读是个好手段。

当然也不只是文字的锤炼，还有

对接中国古代“文”的传统的需要。不

同于诗歌的艺术性功能，中国古代的

“文”承担了更复杂的角色。从题材上

看，论辩、颂赞、辞赋、奏议、序跋、杂

说，无一不及；从比例上看，经、史、子、

集四部皆以“文”为核心载体。纵然现

代文学受西方影响颇大，文字变化殊

甚，但古代作文的章法、格调、气韵却

成为今日文字的某种底色，否定忽视

不得。

当然，如果能完全消弭文字革新

后客观的语言屏障，将卷帙浩繁的古

典文献变成可资取用的藏书库，就更

令人羡慕了，不过这或者是专业人士

才有的需要。

阅读古文，我以为《古文观止》是

最便宜的起点。它承袭由《昭明文选》

肇始的古代文学选本传统，由春秋以

降，迄于晚明，择选有代表性的名篇佳

什汇编成册，其中虽不乏遗珠之憾，但

大体可宗；更为重要的是，此书易得，

篇幅适中，携带方便。另有袁行霈教

授主编的《历代名篇赏析集成》，依时

序分为五卷七册，正文之外附有学者

名家赏析，可作为不同时代文人汇通、

交流的材料，自有其趣。

石头记梦，感慨浮生

第一次读《红楼梦》，我13岁，把砖

头般的岳麓版《红楼梦》从爸爸的书架

上搬下，看得懵懵懂懂。

后来，我至少读过三次《红楼梦》，

品其况味日深，也便爱之益坚。《红楼

梦》有一个底色，或可为浮生一梦。

纯情的人、明世的人、浪荡的人、素朴

的人、执悟的人、修行的人……在里面

走 过 ，走 过 一 世 繁 华 ，走 过 岁 月 蹉

跎。他们的情绪都那么饱满，他们的

命运皆让人恻然。有人说它关于朝代

更迭，有人说它关于家族盛衰，有人

说它关于亘古深情。其实都无所谓，

它关于世，也出于世，一梦随风，一梦

难忘。

我曾想，《红楼梦》似乎只能属于

那个时代，那种以宏阔的时代为背景、

现实主义的摹写为手法，融汇繁杂的

文化信息，呈现出精致的细节画卷。

我甚至妄自以为，汉语系统内的现实

主义写作，到此再难超越了，需要绕过

再寻路径，往现代、后现代的方向用

力了。

知堂文集，淡品冲和

我惊叹于五四学人。但如果说最

有吸引力的两位，一定是鲁迅与周作

人。围绕他们，有太多的叹为观止。

我敬佩鲁迅，他巍如高山，映衬群

峰皆小。然而，鲁迅是难以学习的。

首先，你需要有深厚的古文修养，故可

文字紧凑、清癯有力；其次要有极敏锐

的思力，能一下抓住问题的要害；再者

还要有极好的笔下功夫，可犀利反讽、

捭阖排奡。而知堂的散文则随性、冲

淡、平和，适合慢慢读来，也适合慢慢

学来。想学到全神自然是不可能的，

所幸也不十分必要，但至少可以锤炼

几分清气，去掉几分浮躁。

周作人是散文高手，文字之中有

一种流散的韵，不刻意，不强加，自然，

恬淡，冲和，素朴。他以一种悠然之态

漫谈民俗风物，淡品茶酒竹花，也追思

故人，评点书籍。有人说他喜欢掉书

袋，没办法，那么多知识烙在头脑里

了，不叙写出来不行。但也刚好由他

写了出来，读者一则博了学识，二者受

了文字的熏陶，反倒两全其美了。

小波杂文，特立独行

王小波的杂文，除了结集为《一只

特立独行的猪》之外，还有《思维的乐

趣》《我的精神家园》《沉默的大多数》

等。我以为《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可为

代表，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其中倡导

的“特立独行”思想，以及它所体现出

来的新奇、反讽的语言特色。我认为，

这是王小波思想及艺术的核心。

王小波是提倡理性的，而这种理

性的根本，基于科学精神的独立思

考。他说，“对于每个知识分子而言，

他毕生从事的事业，只能是不断学习

的过程，而不是顶礼膜拜”。又说：“对

知识分子的工作而言，亵渎神圣本身

不是罪名，要看他有没有理由这样

做。”这种表述与陈寅恪先生的“独立

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并无二致，但出

于为报刊创作大量有现实针对性的文

章的需要，王小波的杂文成为独立思

考的实际操演：他质疑传统、叩问伦

理、评议热点。因为世异时移，王小波

的杂文在时效性上有所减退，但其中

不拘一格、不落框泛的思维特色仍然

具有当下意义，并提示我们，不论作为

普通人还是知识分子，打破惯常、拒绝

盲从是多么重要，又多么不容易。

王小波的行文风格是其思想的外

在呈现：语言戏谑、反讽丰富、自由随

意，从而在表达上格外鲜活、生动、有

力。对于惯于套路和过于滞重的学院

式表达而言，他的文风无疑会构成新

的激发。

许多人说王小波是悲观的，认为

他的作品富于黑色幽默。我并没有做

过特别的研究，不敢说有什么确解，但

以为他虽然不乏荒诞和狂欢，却并不

黑色绝望；或者说，即便理论上他对人

性实在难以乐观，倒也不至于过分

悲观。

总之，在当代文学的百花园里，王

小波是独特的。

《西方正典》，抛金掷玉

阅读是需要引领的，阅读也是需

要交流的，所以不妨看些关于“书”的

书。类似的书籍很多，比如《伍尔夫

读书随笔》《劳伦斯读书随笔》、卡尔

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胡洪侠等主

编的《1978-2008 私人阅读史》、洪子

诚的《我的阅读史》等。《西方正典：伟

大的作家和不朽作品》也正是这样一

本书。

《西方正典》的作者是美国当代的

批评大师哈罗德·布鲁姆。他以莎士

比亚为核心，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构

筑了西方文学的经典谱系。作为在西

方学界广有盛誉的批评家，布鲁姆却

希望脱离学院派的套路，尤其是政治、

文化对文学批评的过度干预，主张回

归文学本位，强调文学传统的建构和

文学作品间的相互影响。他分析但

丁、塞万提斯、歌德，也分析普鲁斯特、

伍尔夫、卡夫卡，笔锋所及，纵横捭阖、

笔力遒劲、感情浓郁。这一方面使他

受到质疑，另一方面也是其魅力所

在。这位声称”不想读坏东西”“不欠

平庸任何东西”的批评家，一直主张

“用人性来读，用你全部身心”来读。

他构建起的经典体系，即便是个人的，

即便是以英美文学为主的，也依然是

寓意丰厚、自成其理的。

在《西方正典》之后6年，布鲁姆继

续推出《如何读，为什么读》，该书可以

被看作是布鲁姆经典体系的延伸，却

篇幅更短，论述也更为省俭，所以反倒

容易进入一些。

《月亮与六便士》，放逐狂欢

毛姆是我今年才关注的作家，读

的第一本便是他的《月亮与六便士》。

我爱这个题目，爱故事中的主人公，于

是也爱上了这位作家。

从题目入手，《月亮与六便士》似

乎说了一个很简单的主题：要梦想，还

是要现实。但是，在这个主题之下，是

一个关于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我、人

存在的本质的拷问。人生而处在各种

关系之中，承担各种责任，责任之外，

可有自我？或者如弗洛伊德所说，这

是本我、自我、超我的博弈，但这些所

谓的“我”的层面，又哪一个才是本质

的存在，或者哪一个才应该成为本质

的存在？一个人可否面对牵绕缠绊的

世界说，“抱歉，我不能再相伴了，我得

追寻我的路径去”，而他也并不因此而

感觉抱歉——也许，这才是我们心之

所向的模样？

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这本小说的

创作是以著名画家高更为原型的，但

我更在其中感受到了毛姆酣畅淋漓的

自我放逐、刻意为之的恣意狂欢。有

人试图用伦理框泛它，我以为是用错

了方向，斯特里克兰德一定并不存在，

作者对伦理的抛弃，是有意为之的，我

们不妨也和他一起暂且放下牵绊、啜

饮梦想的佳酿吧。

《额尔古纳河右岸》，诗
性叙述

第一次结识迟子建——当然只是

结识她的作品，我至今还记得阅读她

时的那份亲切和感动。也许这是因为

我们同样来自黑土地，我在她的文字

里感同身受地重温了黑土地的苍茫和

厚重。她的文字很温暖，即便写得凛

冽，也透着生命的温度；她的文字很节

制，很少恣意、夸张、嘶吼、呐喊；她的

技法很传统，很少荒诞、意识流、黑色

幽默、超现实主义。但她的文字有一

种质感，一种娓娓道来的叙事，一种散

文化的风格，一种诗的气质，而我以

为，我们许多小说都写得粗率了些，或

者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或者有先锋的

技巧，或者有实验性的语言。但在把

小说作为一种艺术的层面上，总显得

着力不均，所以总有不够耐读之憾。

推 荐 迟 子 建 的《额 尔 古 纳 河 右

岸》，即便有其局限，却有温暖、纯净和

高妙的语言艺术。

《中外现代诗歌导读》，
旖旎诗径

诗歌是文学王冠上无可替代的

明珠。

我有很长时间没办法进入现代诗

歌，又特别不甘心于对它的无知和它长

久的落寞。还好，诗歌从来不需要喧

嚣，诗歌也有所回暖。我深深感谢两本

书籍，它们带我初步跨过了现代诗歌与

古典诗歌之间巨大的美学罅隙，进而深

深迷恋于它的智性、深邃和无穷。一本

是德国批评家胡戈·弗里德里希的《现

代诗歌的结构》，另一本是王家新的《中

外现代诗歌导读》。前者从法国象征派

开始，精彩纷呈、鞭辟入里地分析了现

代诗歌区别于之前诗歌的不同之处，让

人受益匪浅。而王家新的《中外现代诗

歌导读》则深入具体的诗歌文本，从一

首首堪称经典的现代诗歌入手，用专

业、敏锐而精准的分析，展现每一首诗

歌的魅力和深意。这些经典诗歌可为

参照，让读者具备分辨的眼光，在良莠

不齐的现代诗歌丛林里将好的诗歌拣

选出来；这些诗歌导读可为导引，引导

读者的鉴赏和阅读，从而抵达个性化的

理解。

雪莱谓：读书愈多，愈感腹中空

虚。我自憾尚不算广读之辈，所以空

虚尤甚。感恩阅读，感恩那些博学而

有趣的灵魂。我也会在有限的此生，

以书为桨，不断探索未知的涯际。

以阅读拓展生命的边界以阅读拓展生命的边界
□ 李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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