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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初冬的天气，大雁南飞，树叶日渐光秃，
大地呈现一派清冷与萧索，季节还未进入真正的
严寒，但已经有了入冬的迹象。

人们每到一个季节会食用应季的水果与蔬
菜，而对精神食粮书的选择呢？似乎也该应季，这
样书的基调会和季节的氛围相匹配。有时觉得特
别适合在冬季阅读的书籍有普鲁斯特的《追忆似
水年华》，有艾米莉的《呼啸山庄》，还有有井上靖
的《沼中梦》以及川端康成的《雪国》等，而美国作
家耶茨的短篇小说集《十一种孤独》特别适合冬日
来读，特别契合清冷日子里那份淡淡的忧郁和感
伤。

在《十一种孤独》中，作者以冷峻的笔触描写
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普通纽约人的生活，铺
陈了十一种孤独的人生，主人公都是缺乏安全感、
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

有着杰出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却一心
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
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
病号的妻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
役军人等。耶茨笔下都是普通人的普通生活，描
写的是普通人的孤独、失落与绝望，他自己曾说：

“如果我的作品有什么主题的话，我想只有简单
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没有人逃脱得了，这就是
他们的悲剧所在。”耶茨冷静地叙述诸种孤独，
他只写孤独本身，没有在每一种孤独后面附加所
谓光明的尾巴，没有给读者留下什么安慰，也许
有人说这样不够正能量，但读者被一个个孤独打
动濡染，深刻体验那种无奈的人生，这正是作者
的伟大之处。

耶茨虽然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继承了
海明威的朴实无华风格以及卡佛的极简约主义，

曾被人们称为“大师”，“作家中的作家”，“二十
世纪最具洞察力的作家”，而翻译者陈新宇说耶
茨是“孤独的人写孤独的书”，说他不玩弄所谓
超小说的写作技巧，坚持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尤
其喜欢书中的一些经典的句子，如“我想所谓孤
独，就是你面对的那个人，他的情绪和你自己的
情绪不在同一个频率。”；“感情世界里的孤独，
有时候像黎明前沉寂的雪原，喧嚣都在梦里，温
暖亦如此，声音落入风中，万劫不复。”；“我根
本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上帝知道，
伯尼，上帝知道这儿当然在哪儿会有窗户的，一
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如果尝试读《十一种孤独》，每次读一种孤独
就好，因为那些孤独有些纯粹，直指内心，需要一
些消解和回味。

书迷情怀书迷情怀————

冬日感受《十一种孤独》
盛丽秀

回眸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古代文人曾以卓
绝的才华和学识，为赓续古老的中华文化，作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千百年来，他们的风流业
绩，不仅流传于各种正史版本中，也口耳相传于
各类野史和民间传说中。而《新民晚报》专栏作
家、上海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曹正文所著的《古
代文人幕后真相：壶中书影》（文汇出版社 2020
年9月出版），却集二者之所长，既葆有正史的严
肃严谨，又不乏野史和民间传说的生动有趣，让
人们于亦庄亦谐里，清晰地窥察出古代文人的丰
富面向。

这些文人，上溯自先秦，下至晚清，140名极
具标志性的人物，堪称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古文化
界的巨擘。值得一提的是，许多文化大咖，不仅
在文坛声名远播，有的还在政界、史学界、甚至于
科技领域大放光彩。曹正文在研读历史、参阅典
故的基础上，针对每一位人物所取得的成就，以
及他们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独特贡献，高度概括其
一生，并以一个字作为索引，将他们鲜为人知的
另一面，一一真实呈现。

这些文化巨人，既有儒家文化的代表性人物
孟子，也有文采斐然开创了汉代骚体赋的贾谊。
既有凭一部《史记》流传千古的文史大家司马迁，
也有写出纪传体断代史巨著《汉书》的班固。既
有以创作无题诗见长的李商隐，也有被称为古代
文学界全才的苏轼。既有书画上自成一格的董
其昌，也有创建了“性灵说”诗论的袁枚等等。

全书跳出寻常讲史上的窠臼，努力挖掘每位
传主的精神气质，立求从诸多历史细节中，去展
现人物的心灵世界。比如，在《萧何之污》一文
里，全书既着意表现萧何对刘邦的赤胆忠诚，又
通过他功成之后故意自损威名，借此消除刘邦对
他的猜忌，生动展现出萧何高蹈的处世谋略。一
个“污”字，既观照出时代的风云变幻，又有力地

映射出人性中的幽微，令人唏嘘不已。再如，在
讲述大名鼎鼎的“文理兼长的通人”沈括之时，作
者在《沈括之瑕》一章里，就披露了沈括在乌台诗
案中，是如何妒贤嫉能陷好友苏轼于绝境的。而
且，即便是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王安石，沈括也
是丝毫不念旧情。对此，曹正文评价说：“作为一
个人文学者与科学家，他是相当成功的，但其为
人却相当失败。”一个“瑕”字，几欲巅覆了我们对
这位古代通才的传统认知。当然，瑕不掩玉，作
者写作此文的真正用意，绝不是为了全盘否定沈
括的历史作为，而是以此作为警醒，意在强调做
文（学问）之前，先学会做人做事的道理。

值得玩味的是，宋仁宗赵祯因善书法、通音
律；明孝宗朱佑樘因善诗画、爱弹琴，也被作者特
意归之为古代文人之例，予以分类评析。客观而
言，两位颇有艺术细胞的皇帝在治理朝政上，虽
然比起秦皇汉武这些千古一帝来，尚有不少的差
距，但是，却凭借着政通人和的祥和局面，也为他
们积攒了不少的人气。《赵祯之贤》就突出了仁宗
的仁恕宽厚，这位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一
次披阅奏章至深夜，本想吃碗羊肉充饥，但“想着
一年下来要杀羊数百只，只为一碗饮食，创此恶
例，实在于心不忍。”至于从小就历经艰辛的朱佑
樘，同样以广阔的胸怀，爱民如子的善行，赢得了

“贤主”的称誉。在《朱佑樘之难》里，这位勤于政
事的君王，本着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在任内成
功地实现了“弘治中兴”的开明盛世。两位特殊
的文人，虽然在文化艺术领域没有留下什么动人
的诗词佳赋，但在治国安邦上，却做到了青史留
名，从另外一个角度而言，他们也算是古代文人
中的佼佼者了。

通观本书，虽每篇文章都不是很长，但却极
富深意。在人物遴选方面，也是特色鲜明。书中
提到的一些历史人物，有的是大家熟悉的，但作

者发掘的史料却不大为人所知，即“熟人生事”，
如沈括、张居正等。另外，针对过去较少评论的
历史人物，如孔范、李东阳、董其昌等，作者也精
心选取一个角度，展开议论，以期让读者看到这
些历史人物的不同侧面。

古代文人，曾是中国文化阶层中不可忽视的
一个群体。讲好、传播好他们的故事，有助于我
们从精神源头上，探求中国文化的广博奥义。在
这方面，《古代文人幕后真相》做出了有益的尝
试，而更多丰饶的内容，无疑还期待着我们在历
久弥新中，去言说与书写。

开卷有得开卷有得————

古代文人那些事儿
刘小兵

《人生如逆旅》（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0 年 8月
出版），是汪曾祺优秀散文的集粹之作。51篇清新
雅致的典藏之文，或记人叙事，或描摹四时风物，
或感怀天地大美，或展示生活的闲情与逸趣。平
实的语言，悠远的境界，极具“汪氏”散文之魅力，
也构筑了一个纯净明澈的清丽世界。而随文所配

的齐白石、吴昌硕等大家的书画作品，于相得益彰
中，也很好地映衬出汪曾祺的儒雅风范。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
负重前行。”这些负重的人，在生活的激流里，或以
勇者、或以逆行者的形象，担当着责任与道义，用
自己的坦诚和无私，展露出“大写”之人的宽广襟
怀。在怀念亲情友情的《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一文里，汪曾祺就以平和冲淡的文字，回忆了恩师
在艰苦条件下，用自创的授课方法，教书育人的历
历往事。在汪曾祺笔下，沈从文就像一个普通的
城市教书匠，真实得可爱。先生上文学课，“是不
赞成命题作文的，学生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他常
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要贴到人物来写。”他教写
作，自有一套方略。“写的比说的多，他常常在学生
的作业后面写很长的读后感，有时会比原作还
长。”有时还在文后推荐相同类型的中外名家作
品，让学生在比鉴中加以提高。先生对汪曾祺，更
是喜爱有加，对他的习作，每每举荐到报刊发表。
有一次，汪曾祺跟先生上街，沈从文打了酒来，只
喝了一点，其余全让给汪曾祺喝了……朴素的文
字呈现，跃动着一颗素朴的心。先生只知奉献，不
求索取的善举，读来既让人忍俊不禁，又令人分外
动容。

汪曾祺是生活中的多面手，除了写得一手好
文章外，余暇还喜欢旅游和美食。《四方食事》就记
录下了他游走各地，品味美食的一些深厚感触。
从内蒙古少数民族嗜好的手把羊肉，到云、贵、川、
黔、湘、赣等地人吃辣椒；从齐鲁一带爱食生葱生
蒜，到江浙人就好醉虾醉蟹“这一口”。汪曾祺随
乡入俗，从啖食各处的风味大餐，到饱尝街头巷尾
的地方小吃，随意而安的背后，是作家对生活、对
文学深切的感悟。风物凸显着风情，风情勾连着
人心，汪曾祺不愧是写文章的“圣手”，他由一方小

小的食事，联想到人生多舛的际遇，从简单的口腹
之欲，又联想到艺术的多样性发展命题。彼时的
见多“食”广，既温了他的胃，又暖了他的心，让他
在生活的逆流里始终能保持一份安然淡定。汪曾
祺也由物质的“食”跃升到精神的“识”，超凡脱俗
之外，品出的是这纷繁世界不同寻常的意义。那
便是，“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
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
应该这样。”试想，如果汪曾祺没有对生活、对艺术
深切的理解和把握，这样深刻的体悟，是无论如何
也感触不到的。

人生的大江大河，有风平浪静，也会有惊涛翻
涌，纵是潮起潮涌，汪曾祺置身其间，始终不变的
是恬淡的生活态度。在《难得最是得从容》里，他
从京剧名家裘盛戎“淡泊明志”的艺术追求里，寻
觅到了一种气定神闲的从容。这种独特的精神气
质，让裘盛戎不论塑造什么样的人物，都韵味十
足，让人印象深刻。汪曾祺由此感言，裘盛戎之所
以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皆缘于他“发自于中的
儒雅，即一般常说的‘书卷气’。这就提高了人物
品格，增加了人物的深度。”其实，人生的舞台上，
我们每一个人何尝不是一饰多角的“演员”？既要
顽强生存，又要承担起家庭、社会所赋予的各种责
任和义务，生活也好，打拼也罢，还真的离不开恬
淡从容的儒雅气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能葆有
这份定力，何来做人做事上的安祥？这或许正是
汪曾祺所要告诉我们的真义所在。

生命是美好的，当生活的惊涛卷起千重浪花，
几欲迷失我们的双眼的时候，不妨读一读《人生如
逆旅》。平凡之中，它会赋予人更多的感动和力
量，于悠然前行中，让我们探究着生命的本真，寻
觅到生活的真趣……

悦读在线悦读在线————

““人生逆旅人生逆旅””中见真趣中见真趣
刘昌宇

近日，省、州媒体记者与黔南作家、
高校教授、社会各界阅读爱好者来到都匀
崇实书店，在一个“向大地请教”的读书
会上，体会到了别样收获。

《新黔边行》自今年 5月初首推至 9月
底收官，由贵州日报文旅新闻部、27度黔
地标文化周刊记者彭芳蓉一路行走，行程
上万公里，写下的 108 个“黔边”脱贫攻
坚故事组成。她在读书会上表示： “走完

《新黔边行》，我向大地请教到这样一个答
案：大地构成农村生活的底色，只有不脱
离这样的底色，农民才能有内生动力做出
改变，从而迈向更好的生活。”

“脱贫攻坚题材，是我近年来一直都在
关注的题材，怎么做出特色，才能让读者
喜欢看，像追剧一样来追着看，我谋划了
很长一段时间。”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集团
文旅新闻部主任、贵州日报《27°黔地标》
文化周刊主编、《新黔边行》策划人李缨介
绍，“围绕中心工作抓原创，围绕社会民生
抓爆款”“优质内容是王道”。她个人更追
求有效传播，用报告文学的形式“朴素地
讲好故事”，是她对“决胜之年”“脱贫攻
坚”这一选题栏目的清晰定位。

李缨说，黔南的麻山、瑶山、月亮山
这些地区之前给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看贵州版图都在“黔边”，于是诞生了

“黔边”概念，马上联想到 《贵州日报》
1985 年推出的“黔边行栏目”，35 年后再
走黔边，自然就是“新黔边行”了。

“我要感谢彭芳蓉，是她成就了我的想
法，她发挥得非常好，最终完成了全省脱
贫攻坚成就全景图。”李缨说，彭芳蓉平均
3天写下两篇高质量作品，这是非常不容易
的。稿件写到六、七十篇时，彭芳蓉已显
疲乏状态，进入到比较难的一个节点。为
了跟彭芳蓉打气，后期，李缨利用周末陪
彭芳蓉跑了遵义等周边地区。

彭芳蓉表示，《新黔边行》就是一个不
断自我推翻的过程，这是写作方式上的自
我推翻，也是对新闻理解的一种推翻，更
是自己对脱贫攻坚认知上的一种推翻重建。

“《新黔边行》刚开始的 10 几篇稿子有
很多新闻的痕迹，但是到后来我慢慢发
现，如何讲好一个故事更重要。”彭芳蓉把
自己介入到很多故事当中，但在后来，她
慢慢把自己“抽”了出来，只专注去讲述
受访人的故事。经过了一段摸索，她认为
只要故事值得讲述，就应该以一种平视的
角度去看待，所以这是她在写作上的一种
升华。

对于脱贫攻坚的认识，彭芳蓉说自己
收获很大。虽然她过去也做过一些文化扶
贫的报道，但是从来没有机会真正的去感
受农村生活最本质的变化，所以对于脱贫
攻坚的认识比较肤浅。这次走到最基层的
地方去深入交流之后，她对脱贫攻坚才有
了更具体、更深入的理解，希望能够通过

《新黔边行》这 108篇文章，让大家认识到
脱贫攻坚绝不仅仅是停留在政策条文的层
面，而是可以从每个人的生活中看到历史
性的巨变。

读书会上，与会嘉宾通过《新黔边行》，
间接向大地请教到了需要的答案，并分享
了各自的感受和收获。

黔南师院文传学院中文系老师王子玉
说，她出生在都匀，比较关注黔南，“黔
边”对独山县的描写一开头就有点文学化
的场面感。比如：不到清晨 6 点，下司镇
新同村的向启尧就必须骑着三轮车出门，
300多公斤温州蜜橘把车斗塞得满满当当，
车轮在通向镇里的泥巴路上压出深深的辙
痕……这一段的描写，先写了以前的烂泥
路，到后面 2012 年修建好村公路，再到
2017年的柏油路，全文架构能够唤起读者
的一种立体画面感。 另外一篇写荔波县瑶

山乡，有一个标题是“拉片村的文艺范
儿”，谈到村里有一个人被他弟弟动员去当
模特，穿瑶族服装给写生的朋友创作即
可。后来又进一步写到跟一个画院合作打
造旅游点，包括引进外面的人去写生，另
外还有民族风情的展示和改造，再写到一
位村民在 2020 年担任景区的管理员等等，
这种分散式的涉及到多人的写法，让王子
玉觉得标题也就比较有趣，读起来也比较
容易唤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

更让王子玉感兴趣的是，这 108 篇故
事，既要避免一种模式化的写法，又要注
重典型化，不仅写产业，也要写到其它各
个点，包括代表人物也要不一样，短短 5
个月能够协调做好实属不易。

黔南师院文传学院的老师余钢说，《新
黔边行》勾勒出了贵州脱贫攻坚的绚烂画
卷，用报告文学的形式讲好贵州脱贫攻坚
的故事，同时也展现了新时代贵州的精
神。脱贫攻坚内容涵盖面很广，它有基础
建设，也有文化扶贫，还有两不愁三保
障、美丽乡村建设、产业扶贫等等，涉及
的人物形象非常多，但这 108 篇稿子都选
了不同的点，这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标
题的文学性比较强。比如，平塘县克渡镇
这一篇《天眼之下，为星星让道的人》，它
根本不像通讯报道的标题，采用了一种拟
人化的手法，而且从各种内容描写中看得
出记者的文学功底文学修养很高；还有一
篇是罗甸县桃源新村 《人面桃花分外红》
引用中国古典诗词“人面桃花相映红”的
诗句，所以说，每篇标题是很值得研究
的。另外，在新闻报道中采用点面结合的
手法，既有脱贫攻坚的整体面貌，又落实
到了一个具体的典型，因此这 108 篇的写
作手法非常好。

黔南州文联副主席孟学祥认为：《新黔
边行》走的是蜕变路，看的是蜕变景，作
的也是蜕变文章，是通过过去的状况来对
比今天的发展，兼具了策划者的思想，记
者的发现，作家的观察创作。比如桌上这
盆花，一般人只注意到花开，记者告诉你
有一盆花开得漂亮，那么兼有文学家和记
者的创作就是要告诉你这个花是怎么开起
来的，它的开放过程与经历步骤，让读者
看到了《新黔边行》策划与创作的用心良
苦。

读者罗桢开门见山地说： “我今天是
为了 《新黔边行》 来的。”她在都匀长大
的，2002年到荔波上班，去过瑶山。那个
时候，瑶山有的家庭5人只有3条裤子，谁
出门谁穿。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她哭
了，现在回想起那个画面都会流泪，真的
太穷了。她表示：荔波的那几篇报道，真
的很有感触，人的思想观念改变，以及产
业发展、道路建设等都写了。

罗桢说：“作为一线扶贫干部，有让我感
动的，也有生气的，现在换位思考，是我把思
想强压给了帮扶户，《新黔边行》里面有很多
好的工作方式方法和思考路径可以借鉴。”

读者 索恩乾也表示：脱贫攻坚就像一
场战争，而彭芳蓉就是我们的战地记者，她
记录的“黔边”之行，体现了贵州媒体人的力
量，这种力量可以激励更多的人把工作做得
更好。

本身也是记者的张达则认为：“《新黔边
行》把我们贵州人的故事、生存、希望和梦想
都写出来了，是成功之作。文中不仅给人一
种亲切感，一种情感的力量，还有面对生存
困境的思索，这已经超出了新闻报道的范
畴，有了文学的力量，哲学的思考。”

这次读书会，虽然类似于在书斋坐而论
“道”，但因为对象是《新黔边行》这样接地气
的作品，便有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味
道与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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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地请教”的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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