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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菲永远林徽因

爱上荔波有原因

林振宇

廖毅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爱上荔
波》，
是著名作家叶辛为贵州省荔波县书
写的一部旅游风情散文集。
叶辛先生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还在
贵州工作时就与荔波结缘，调回上海工
作后始终不忘贵州，情牵荔波。40 多年
间，他到过荔波 10 多次，这里的山山水
水，这里的民族风情都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2020 年，作为贵州省旅游形象大使
的叶辛，
又三次走进荔波，
把数十年的感
情积淀书写成 30 多篇散文，配图结集为
《爱上荔波》一书。
全书分为“人间天堂”
“ 铭记初心”
“远方的家”
“时代回响”
四个部分。在书
中，
他用质朴的语言，
多角度描绘了荔波
浓郁的人文风情，彰显了荔波各族儿女
在反贫困大业中开拓奋进的精神风貌，
描摹了一幅新时代民族山乡的“风情
画”。
众所周知，叶辛以小说创作闻名。
但在我看来，他的散文同样不同凡响。
《爱上荔波》之所以受欢迎，除了在主题
与内容上紧扣山乡巨变，回应时代关切
外，
其在写作手法上也颇具匠心。
一是巧设话题。荔波以其神秘而令
人向往，但如何介绍荔波，才能引人入
胜？书中开篇《荔波是什么》，一开头就
引人思索。但他没有自问自答，也不是
一上来就摆出大作家的架势，给大家来
一段“开门见山”的介绍，而是通过两位
邻居在电梯间的对话来切入。
先是一位局级的纪委书记问作者：
“荔波是什么？”
他还来不及回答，
另一位
邻居、省部级的退休领导抢先搭话：
“荔
波是仙境啊！我刚同老伴去那里旅游回
来。
”
作者乐得有人替他作答，
连忙说道：
“你的感觉应该是最新鲜、最有代表性
的。因为你是头一次去荔波归来，你给
我们这位邻居介绍介绍。”老干部很高
兴，
习惯性地做着手势说，
他认为荔波是
仙境，有三个依据，那就是茂兰的静，小
七孔的喧，
水春河漂流的欢。接着，
饶有
兴致地描述了他的观感。但毕竟是“电
梯间的对话”，
话题刚开头就到了分别的
时候。老干部索性给作者“下达”了任
务：
“你赞同我的观点，
就得以‘茂兰的静’
‘小七孔的喧’
‘水春河的欢’
为题写三篇
文章，
怎么样，
能完成吗？”
这样的开头，
借老干部之口，
既突显
了荔波之美，
又为作者的描写提供了“由
头”。相比由作者直来直去地称赞荔波
有多美，他要逐一介绍给大家，自然多
了。
二是再现场景。旅游风情散文，风
景是主要描述对象。古代旅行家、文学
家每到一地，就是要用他们独到的眼光
发现美、描述美，
以此揭开大自然的神秘
面纱。景物描写，便成为这类文章的基
本内容。现代资讯发达，但凡稍有一点
名气的景点，人们随时可从网上一窥她
的芳蓉，而且“有图有真相”。再好的描
写，
可能也难道尽她的风采，
更难说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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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人的描绘。
叶辛深谙其道，
不去极尽笔墨描写，
而是设置场景，让人物的活动、语言，自
然导出所要表达的事物。如写小七孔之
“喧”，作者在简单描述响水河的声音之
后，
没有停留在对物的静态描写之中，
而
是引入了人物的活动。当地一位名叫何
秀娟的女子说：
“我就是小七孔附近的村
寨上长大的，
小时候经常去小七孔玩，
可
欢呢！”一个“欢”字，和小七孔的“喧”遥
相呼应。接着又听她说：
“当小姑娘时，
我也要帮着家里掏猪草、放牛，
只要一来
到小七孔桥周围，一帮娃娃就会放下背
篼和小刀，在小七孔桥上、桥边疯玩，也
不晓得是咋个回事，
就觉得好玩，
玩得快
活又尽兴。有时候，我还会坐上爸爸的
捕鱼船，顺着响水河到大七孔那边去捕
鱼。
”
在这里，
实写孩子们的“欢”，
暗写响
水河的“喧”。通过场景的设置，互相映
衬，
让自然景观鲜活起来，
给人如临其境
的感觉。
三是注重体验。像叶辛这样的著名
作家 ，走到哪里都不难拿到当地的介
绍。凭他的水平，随便根据官宣材料演
绎一下，便成一篇文章，谁也说不出什
么，何况他已是 70 多岁高龄。但他没有
这样，
而是把自己置于描写的环境，
突出
自身的独特体验。比如，
写茂兰的静，
他
把自己“带入”现场，写出了独特的体验
与感受。
“我从广西的木论世界自然遗产地，
冒着春日里的霏霏细雨，踏着溜滑得似
擦过油一般的古驿道，走进过黔桂交界
线上的黎明关。我也从荔波的茂兰这
边，一步步地跨过去驿道上镌刻着岁月
苍痕的石阶路，走进过黎明关。”他描写
的黎明关，曾经是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
略者的战场。如今硝烟散尽，只能从残
留的弹痕和斑驳的古墙了解过去的那段
历史。于他而言，
“步入林间，我只觉得
这里是一个绿色的世外桃源，我脑子里
搜索着所有和绿色有关的词汇，忽觉得
那些用惯了的形容词不够了……”
“我不
由侧耳细听，
哦，
光顾着感受茂兰林间的
气氛了，
我不是在东张西望，
就是在和几
位同来的伙伴对话，
一旦静下来不说话，
茂兰森林特有的那股氛围，便在不知不
觉中显示出它的魔力。那是茂兰独有的
气息，
带着潮湿泥土的味道，
带着林间的
清新和深邃 ，带着让人感觉安宁的静
寂。这会儿，我听见了林间有什么小动
物在树枝间跃动，什么东西在林间的腐
叶上爬行，
还有时不时拂过来的轻风，
对
了，
还有汩汩的流水声……”
这样发自内心的体验和感受，静中
有动，以动衬静，达到了相得益彰的效
果。
总之，
作者以独到的手法，
把读者带
进“现场”，使之仿佛置身于荔波的美丽
山水间，在尽情领略那里浓浓的民族风
情的同时，也切身感受到一个时代的沧
桑巨变！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而努力把自己活成一
树夏花，
让芳菲永留人间，
林徽因做到了。
近读林杉先生著的《林徽因传》
（国际文化
出版公司 2021 年 8 月出版），让我有幸走近这位
民国才女，
进而了解到她短暂而芳菲的人生。
全书分为四章：
“林家有女初长成”
“是燕在
梁间呢喃”
“ 倾我所能去坚强”
“ 万古人间四月
天”。作者并没有按照时间的轴线来写传主，而
是开篇为读者营造一个异国风情的背景，即英
国伦敦泰晤士河畔的海德公园。
一位风姿绰约的纯情少女踩着月光和雾
气，与文质彬彬的徐志摩静静地在湖畔的石板
路上漫步，
她就是林徽因。
在第一章里，林杉用较大篇幅记叙了林徽
因与徐志摩从相识、相知到相恋。之所以这样
写，是因为林徽因一生中有三个重要的男人追
求她，徐志摩最先在她情窦初开时出现。他们
之间的感情让林徽因最难割舍，在文学创作道
路的上，徐志摩对她的影响很大，让她的文学天
赋和诗情得以迸发。
开篇同时穿插介绍了林徽因的家世背景。
1904 年 6 月 10 日，林徽因出生在杭州西子湖畔
陆官巷。祖父林孝恂是清末进士、翰林杭州代
知府，父亲林长民相貌清奇、谈吐优雅、文采斐
然，是清末秀才，两度赴日留学，曾任国务院法
制局局长、司法总长，林徽因是家中长女，在那
个重男轻女的旧社会，林长民却能让她从小接
受良好的教育。16 岁时林徽因随父亲到英国求
学，
在那里结识了徐志摩。
然而，徐志摩是有妇之夫，尽管他苦恋林徽
因，但爱情归爱情，婚姻终究是现实的。即便泰
戈尔来华期间，曾说和二人，也未如所愿，最后
林徽因还是选择了梁思成作为她的婚姻伴侣。

从中可以看出林徽因是一个很有主见、也很理
性的人。
梁思成的父亲是中国近代维新派的领袖梁
启超，林徽因与梁思成结为姻缘，是门当户对。
梁启超独具慧眼，很看好林徽因，在他策划下，
让梁思成接近林徽因，即便有一次梁思成驾车
出了事故，造成终生跌足，林徽因还是接纳了
他。1923 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同赴美国求学，并
在渥太华举行了婚礼。按照父亲梁启超的安
排，他们开启了欧洲之旅，一路上考察各地建筑
风情。
最能看出林徽因性格的事，莫过于她在某
些场合的率性发言。比如在朱光潜主持的“读
诗会”上，林徽因见解独到，语言尖锐，常和人发
生争执。久而久之，她成为文艺圈较有争议的
人物。而真相是，林徽因本性善良，性格率真，
在文艺鉴赏方面有自己的真知灼见，又接受过
中西文化教育，思想观念上不可能让所有人都
接纳。传统的旧思想认为，女人应深居闺中，
“女子无才便是德”。然而，具有现代女权意识
的林徽因经常穿梭于男人之间，抛头露面，还博
学雄辩，
难免让有些人心里不舒服。
与其他女作家不同的是，林徽因还是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她把
对建筑美学的体悟融入到她的创作中，这使她
的作品呈现出一种建筑美，主要表现在艺术形
象的建构上。此外，她写的诗，大都与自然和生
命息息相关，早期的作品受到英国唯美派的影
响，诗行中透出美的韵味。在频繁的文学活动
中，林徽因的创作收获颇丰，在《新月》
《大公报》
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作品，她的代表作《九十九
度中》
《你是人间四月天》等在读者中较有影响。
林徽因不仅是一位诗人、作家，还是我国第

一代女建筑学家。在身患重病期间，她拖着羸
弱的身体，不顾病魔的折磨，仍然率领清华小
组，为设计新中国国徽图案废寝忘食、绞尽脑
汁，往日整洁有序的家变成了大作坊，资料和图
纸堆满地，没有下脚的地方。她带着崇高的使
命和对新中国的挚爱，全身心地投入到设计工
作中，似乎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有一股使不完
的劲。经过几个月昼夜奋战，他们设计的国徽
图案终于通过评议被采纳，林徽因久悬的心终
了有了安顿。接下来，她又主持了濒临失传的
景泰蓝工艺的抢救工作。最后的大手笔是参与
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纹饰，用自己的才情
和行动，
为人生浓墨重彩地书写出壮美的诗行。
1955 年 4 月 1 日，一代才女林徽因病逝，享
年 51 岁。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但在这有限的生命里，
林徽因把自己活成一树夏花，哪怕花谢的时候，
她的芳菲依然永驻人间。



写给大自然的有情之书
刘昌宇
万物有灵，世界才会五彩缤纷。人与动物、
人与自然之间，究竟应该怎样和谐相处？著名
作家张炜在《爱的川流不息》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21 年 3 月出版）一书中，通过生活中几段养宠
物的经历，用独特的视角，诠释着他的生态哲
学，
彰显出作家对大千世界博大的爱恋。
童年时代，张炜就很喜欢亲近自然，在他生
活的周围，曾有一片茂密的森林。彼时，他与外
祖母、父亲、母亲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起。然
而，父母为了谋生，需要到离家很远的地方务
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几次。更多的时候，都
是张炜与外祖母相依为命。但只要一有空闲，
张炜就喜欢跟着小伙伴一起走进森林，去观察
每一朵花的绽放、每一个小动物的跃动。正是
有了这种奇特的经历，所以，才有了生命当中第
一次与一只叫“小獾胡”的野猫邂逅的故事。此
后，随着年龄渐长和居所不断变迁，他与小动物
们的缘分却始终未减，相续收养了“花虎”、
“小
来”、
“ 融融”等猫科动物。尽管，作家与这些小
宠物之间，有过痛并快乐的往来交集，甚至也曾
痛下过“此生不再侍养宠物”的誓言。但是，对
大自然的热切向往、对万物生灵发自肺腑的敬
重，还是让他违背了当初的诺言，频频与这些小
动物携手走到一起，最终完成了与自己、与小生
灵、与整个世界的从容和解。
从文学意义上说，
《爱的川流不息》是情深
意长的小说；但从它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而言，则
更像是一本有关人与自然的哲思录，他表达出
张炜对绿色生态社会的强烈关注。令人欣慰的
是，不仅张炜喜欢动物、热爱大自然，连同他的
祖母、父亲、儿子，也概莫能外。四代人尽管在

文化涵养、人生修为、价值认同等方面，各有各
的不同，但在如何对待小生灵上，无一例外都形
成了惊人的一致：这些动植物们，都是一个个鲜
活的生命个体，它们是自然界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是人类休戚与共的亲密朋友。秉持着这
种理念，四代人都以极大的热情，热切接纳着这
些小生灵们。哪怕是平凡的一只猫、寻常的一
条狗、再普通不过的一羽鸽，只要有缘踏进家
门，大家就真诚地欢迎它们，视其为家庭成员中
的一份子，
并悉心加以照料。
尤其是“我”，对待这些“天外来客”，总是抱
着“英雄不问出处”的宽广襟怀。无论是来自密
林深处的野猫，还是千里之外空运过来的宠物
猫；也不论是网购来的仓鼠，还是家中自养的山
东细犬。
“我”都能自始至终本着一份慈爱，与它
们共处一室。像挚友一般与它们亲密言谈，拉
近彼此之间的心灵距离。打开电视，让它们时
不时感受世界的五彩斑斓。偶尔放首优美深沉
的乐曲，只为让它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变得更
加优雅和宁静……张炜通过这一帧帧温暖的镜
像，生动摹写出自己与小生灵们相交、相识的点
点滴滴；在回顾与它们 50 多年的交往情境中，将
一家四代人与小生灵们守望相助的温情故事，
一一展示开来，
读之令人动容。
《爱的川流不息》 倾诉的是爱的密语，是
张炜写给大自然的一封别致“情”书。狸猫、
大狗、鸽子、刺猬、仓鼠、蝈蝈……这些来自
山川草木中的生灵，是故事里当仁不让的主
角。在生命的某一个流转处，张炜及其家人与
它们温馨相处。有相逢时的欢笑，也有离别时
的悲伤，深情厚意，都写在渐行渐远的烟火生

活中，让平凡的岁月，溢满了真情和感动。全
书还是一本观照现实的生态备忘录，张炜以其
惯有的深刻和犀利文笔，直指破坏人类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行径，对其中一些错误的思想和做
法，予以了毫不留情的批驳。真诚地希望人们
能把“善待大自然、善待万物生灵，就是善待
我们自己”当成一种可贵的行为理念，通过全
社会的共同努力，把我们这个可爱的家园，建
设得越来越美好。
从自然生态的视角切入，诠释着人类社会
关于爱与恨、善与恶等重大命题。张炜认为，它
描写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和动物的关系、自
然生态观等，而是对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文
化、文明的一次解码。小生态，连同大世界。面
对《爱的川流不息》这本厚重的大书，读出其中
的真情和温暖，读出它的力量和感动，也就读懂
了这个生机盎然的大千世界。



愿真挚友情永不被负
李晓斐
“人们说陈年旧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终于
明白这是错的，因为往事会自行爬上来。”
《追风
筝的人》的主人公阿米尔，因为儿时对朋友的背
叛，
心中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
故事的开头，阿米尔接了拉辛汗从巴基斯
坦打来的电话，他知道，电话连着的，并不只是
拉辛汗，
还有他过去未赎还的罪行。

松泉 书

（一）
“来吧，这儿有你再次成为好人的路。”这是
拉辛汗挂电话前的一句话，不经意，却宛如经过
深思熟虑。因为这句话，阿米尔上了巴基斯坦
航空公司的飞机。
拉辛汗是阿米尔爸爸生意上的合伙人与挚
友。相对于爸爸的冷漠和无视，拉辛汗更多的
是善意的鼓励和支持。一天，阿米尔写了自己
的第一篇短篇小说，兴致勃勃地爬上楼拿给爸
爸，爸爸却无多大兴趣，丝毫没有要看一看的意
思。阿米尔站在那儿，空气变得沉闷、潮湿，甚
至凝固，那是阿米尔生命中最漫长的一分钟。
一如既往，拉辛汗伸出手，接过了阿米尔的小
说。并真诚地给阿米尔回了字条，鼓励阿米尔
坚持写作。最后，
鼓励阿米尔重新追到“风筝”。

（二）
“一个不能保护自己的男孩，长大之后什么
东西都保护不了”。爸爸对阿米尔总是恨铁不
成钢。
阿米尔的妈妈生产时因失血过多而弃世，
阿米尔从小和爸爸一起长大。但阿米尔不像他
的爸爸，爸爸是远近闻名的勇士，威猛挺拔，做
生意的好手，乐善好施帮助过许多人，而且自己
设计施工图建了一座恤孤院。而阿米尔，他不
是爸爸想要的真正男孩。他不爱踢足球，邻里
的孩子欺负他也从不反击，总是喜欢埋在书堆
里。当阿米尔看到骑士从鞍上跌落，骑士的身
体像布娃娃在马蹄飞舞间被拉来扯去，他放声
大哭，爸爸沉默不语，但厌恶溢于言表。阿米尔
是个可怜的孩子，在不被肯定中成长无疑是悲
惨的。随着阿富汗政变，阿米尔随父逃往美国，
生活不再像以前那样富足，但父子俩相依为命
居然慢慢地和解。仅凭这一点，阿米尔终归还
是幸运的。
（三）
“为你，千千万万遍”。哈桑对阿米尔的友

谊，
纯粹又永恒。
哈桑，
那个兔唇的哈桑，
追风筝的人。
阿米尔和父亲住在喀布尔最华丽的屋宇，
哈桑和父亲住在阿米尔家花园南边的一座简陋
的泥屋。哈桑和父亲是阿米尔的家仆，他和阿
米尔一起长大，哈桑说出的第一个字是阿米尔，
哈桑也从未拒绝过阿米尔任何事情。阿米尔为
了获得爸爸的青睐，参加了放风筝比赛。哈桑
为了帮他捡到第二名掉落的风筝，被坏蛋欺侮，
阿米尔站在街角看到了，但没有像哈桑无数次
为他挺身而出那样，他选择了逃跑。对此阿米
尔非常自责，感觉无法面对哈桑，心中的罪恶感
无处诉说。他要和哈桑诀别，偷偷进入哈桑的
房间，把新手表和钞票塞在毛毯下面。当阿米
尔爸爸追查这件事时，哈桑简单回答“是”，如果
他说“不是”，真相会大白，而爸爸将永远不会原
谅阿米尔。哈桑明知阿米尔背叛了他，但还是
再次救了他。最后，
哈桑父子执意离开了。
从此，哈桑和阿米尔再未谋面。但成年的
阿米尔始终背负着良心的谴责。
接到拉辛汗打来的电话，阿米尔为了赎罪，
再度回到故乡。常年战火下的喀布尔民不聊
生，一片狼藉，阿米尔在困难重重中救出了哈桑
的儿子索拉博，战胜了怯弱，追到了漂移已久的
风筝，
生活的大门重新为他敞开。
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故事，关于背叛，关于
童年，关于友谊，关于亲情，故事残忍又美丽。
我会记得这本书，
它让我回味人性的光芒。
“为你，千千万万遍”，希望这份深厚的友情
永远不被辜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