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峰

东珠的散文集 《知是花魂》，
书名该是出自曹雪芹的 《葬花吟》
吧，“昨宵庭外悲歌发，知是花魂
与鸟魂？花魂鸟魂总难留，鸟自无
言花自羞。”作者也该有着如绛珠
仙子一样敏感的心吧。看完此书
后，心里有一股清泉潺潺流入，原
来散文可以这么写，原来散文写作
真的可以没有藩篱。

全 书 写 了 16 种 花 卉 ， 剪 秋
罗、胡枝子、金莲花、杓兰、紫
菀、虞美人等，每一种花洋洋洒洒
一万余字，用一万字写一朵花，作
者该具有多少的知识储备啊。但它
决不像说明文那样枯燥单调，每篇
文章就像一朵花那样美丽清新，又
不乏山野之气。作者像福尔摩斯，
一步一步沿着蛛丝马迹行进在探案
的路上，直到最后才解开谜底。浩
浩荡荡的各路知识如春风细雨潜入
读者的心田，简直可以当成小说来
看。

开篇的 《剪秋罗》，从蒲松龄
写起，写到红蓼，作者说红蓼其实
就是狗尾巴花，小时候代替黄牛吃
过它，在《诗经》里，红蓼被称为

“游龙”。历史上，红蓼和宋徽宗赵
佶关系甚密，赵佶留有传世妙笔

《红蓼白鹅图》，现在的仿宋体就脱
胎于宋徽宗独创的瘦金体。接着作
者写到自己故乡东北的一些野花
们，小时候她经常会遇见“红”，
后来突然不见了。作者又写到经历
过的一场手术，注射麻醉剂后就像
进入梦境，梦境里，蒲松龄在他的

《农桑经》 里告诉她，她千方百计
寻找的“红”就是剪秋罗。作者又
遍阅古书，发现它是汉宫里常见的
野花，是典型的中国花，它还有一
个别名叫“汉宫秋”。作者于是又
联想到戏曲 《汉宫秋》，为什么

《昭君图》 里的昭君总是身披红
色？因为这“红”就像一株孤独的
剪秋罗，与昭君出塞的心寒月冷形
成强烈的对比。用这么多的铺陈来
写一朵花的前世今生无疑是好看
的，作者加入儿时的生活经历和解
谜过程中的探赜索隐，语言带着童
话般的灵动，跳跃着神性的光辉。

在 《水榆花楸》 里，作者说，
“这样的小果，得用舌尖品尝。用
整张舌头，味道就薄了，不够分
了。我急急地捏上一粒入口：酸，
没有五味子那么浓。那酸，很懒的

样子，躲在果肉里，不肯出来。我
用舌尖把它唤出来！”在 《野合》
里，作者又说，“豆科的植物总是
太淘气了，像是毕业于马戏团，它
们是天生的模仿高手，进化出动物
的外形，都是为了保命传宗。”这
样的语言赏心悦目，无端端地让人
展颜一笑。

阅读，其实就是一种旅行，带
你进入未知的世界。作者相信万物
有灵，时而穿越到古代，时而又化
身为植物。她着迷于对宇宙奥秘的
探索，又痴迷于对中国古典文化的
左右钩沉。她热爱大自然、热爱生
命，洒脱而率真。在 《金莲花》
中，她邀请萧太后、金世宗、忽必
烈、马可·波罗来参加婚礼，让元
好问也来，让他再填一首词。“婚
宴吃什么？就吃野花宴吧——大汉
的芍药酱，大唐的李花酒，大宋的
梅花汤，大清的榆钱饺、菊花火
锅。此外，还要有莲花醋、玫瑰
露、杨花粥、松花饼……”多么烂
漫肆意，仿佛她真是婚礼的主人，
请谁、吃什么，都由她说了算。

在作者笔下，我认识了长白山
下绝美的植物世界，一朵朵花翩翩
而来：“野合”是3.2万年前的柳叶

绳子草，曾与猛犸象共同晒过一个
时段的太阳；“归妹”就是波斯
菊，西藏人称“格桑花”，乡人叫它

“扫帚梅”；“野客”是野生蔷薇花，汉
代开始种植。蔷薇在欧洲一年只能
开一次，而中国的月季是四季常开，
今天的玫瑰是西方的蔷薇和中国的
月季经过多次杂交培育而成。

这是真正的一花一世界。东珠
在简介里这样写道：唯恐深陷泥淖
自污其身，宁忍孤清而取尊洁于世。
这跟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
污淖陷渠沟”多么神似。她是花的知
音，她就是花，花就是她。

当我看完此书，在网上获悉
《知是花魂》 获首届三毛散文奖散
文集三等奖。应该不是意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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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娟

“要么写作，要么死去。”说这话
的是举世闻名的文学大师、《百年孤
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传世巨著
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他也被誉
为“20 世纪的文学标杆”。同时，他
也是一个爱讲故事的“孩子”，他说，
努力写出精彩的故事，只是为了让
朋友们更爱他。

《活着为了讲述》是一部惊人、
精湛的作品，马尔克斯唯一的自传。
这一次，他亲自讲述自己的故事，为
读者勾勒他的传奇家族史、哥伦比
亚动荡的历史以及他个人的经历和
阅读对他的影响。

“妈妈让我陪她去卖房子”。传
记有一个很吸引人的开头——马尔
克斯并没有遵循线性的时间顺序来
介绍自己，而是像写小说一样跌宕、
曲折、魔幻。他选择了生命里一个看
似普通却颇有意义的节点来开始讲
述，22 岁的最后一个月，他陪母亲
回故乡卡塔卡卖房子。这不仅是本
书的开篇，也标志着马尔克斯文学
生命的开始。家乡的一草一木，仅仅
看着，就在作者内心唤起了一股无
法抵抗的渴望，激发出作者创作的
灵感。从那时起，他进入了写作这个
甜蜜而痛苦的“陷阱”。

本来打算写成三部曲的自传第
一部分完成于2002年，马尔克斯75
岁时，同一年，97岁的母亲“无疾而
终”。母亲膝下有 11个子女，马尔克
斯是长子，他是全家人的希望、救生
艇。在书中，作者回顾了昔日极度贫
困的生活，“爸妈在巴兰基亚穷得揭
不开锅，我却因祸得福，跟妈妈特别
亲，不是常人理解的那种母子情，而
是对她五体投地地崇拜。面对逆境，
她像一头沉默而凶猛的狮子；面对
上帝，她绝不俯首帖耳，而是誓死抗
争。这两种态度，她终生受用，屡试
不爽。”马尔克斯提起父亲：“他一生
与贫困为敌，屡败屡战，屡战屡败。”
马尔克斯是一个拥有伟大心灵和丰
富幽默感的人，看似调侃的行文中
透着沉着和深刻，有时又露出孩子
般的天真和顽皮。

在连瞎子也能感觉出马尔克斯
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那段日子里，
父亲极力反对他写作，但他始终坚
信自己可以靠连夜赶写新闻稿和创
作各种体裁的文字为生，马尔克斯
说他遇到任何境况都毫不气馁。他
对 荣 誉 、金 钱 、衰 老 一 概 不 感 兴
趣，“生活不是我们活过的日子，
而是我们记住的日子，我们为了讲
述而在记忆中重现的日子。”他持之
以恒地学习如何写作。陪妈妈回故

乡卡塔卡的旅行，与堂拉蒙·宾耶斯
的历史性对话，和“巴兰基亚文学小
组”的深情厚谊，给他注入了新的活
力，让他受益终生。此后，他所赚的
每一分钱，都是用打字机敲出来的，
个中艰辛，他人殊难想象。在出版了
4 本稿酬微薄的书后，作者在年过
四旬时才盼来了能使他真正靠卖文
为生的头几笔版税。此前，他的生活
中充满了陷阱、推诿、幻想，更要竭
力避开无数的诱惑。贫苦与乐观，迷
茫与执着，颓废与疯狂，经过记忆与
文字的洗淘，闪耀着永恒的诗意的
光芒。

马尔克斯还分享了他的阅读经
验及写作经验。他在幼年时把学校
图书馆的书带回家，其中的《金银
岛》和《基度山伯爵》成了他坎坷岁
月中的精神食粮，他如饥似渴地读，
想知道下一行发生了什么，又生怕
精彩戛然而止。读完这两本书以及

《一千零一夜》之后，作者说，他永远
地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百读不厌
的书才值得去读。他如此评价阅读
对自己的影响：“卡夫卡《变形记》的
开篇为我指出了全新的人生道路”

“我意识到 20 岁读《尤里西斯》和
《喧哗与骚动》纯属年少轻狂，体会
不深。多年以后，当我不再心浮气
躁，又把它们重新拾起，仔细研读

时，不仅发现了自己从未怀疑的真
诚的内心世界，还在语言运用、时态
安排、结构处理等文学技巧上受益
匪浅。”“最能激发我创作的是美国
小说家。美国南部的文化和加勒比
文化在各方面的相似性让我感同身
受，这种身份的认同对于我——无
论是作为单个人还是作家的培养，
起到了绝对的、无法替代的作用
……”

马尔克斯总结道：有些书很神
秘，不但另辟蹊径，而且往往与传统
背道而驰。而有些事实无须证明，只
要落笔，即为真实发生，靠的是无可
比拟的才华和毋庸置疑的语气。反
之生活中的糟糕事，即便妙笔生花，
写进书里也不会好看。

这是一部几近完美的传记——
唯一的遗憾，在于它只写到作者 28
岁就戛然而止。那一天，他只身搭上
前往日内瓦的飞机，开启了人生的
另外篇章。

为写作而活
——读加西亚·马尔克斯《活着为了讲述》

B2 NINGBO DAILY阅读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顾玮 电话/87682867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荐 书

《小说课》

《落叶》

《江南老行当》

三味书屋

罗鹏飞

对伟大作家的最好纪念，就是
精读、研读他的存世作品。陈忠实先
生逝世一年来，我重新拜读了他的
50万字的长篇小说《白鹿原》、35万
字的散文集《生命对我足够深情》及
19万字的创作谈《寻找属于自己的
句子》，复读百万文字，更加深了对
陈忠实其人其文的了解。

陈忠实一生忠实于自己的文学
志向，在肉体的煎熬中承受苦痛，
在灵魂的挣扎中爆出光焰。邢小利
则用了 15 年时间，在编著《陈忠实
集外集》《陈忠实年谱》《陈忠实画
传》的基础上，打磨出 22万字的《陈
忠实传》，通过传记文学形式开发出
一座精神富矿，完成了对一个伟大
作家的生命再现与文化赓续。

陈忠实一生秉持为文学而努力
的态度，把文学当作终生的事业孜
孜 以 求 。 他 50 多 年 的 创 作 生 涯
中，既有被动的不得已的蜕变，也
有精神和心理上自觉的“洗心革
面”和“脱胎换骨”。读书、休
学、再读书，苦难贯穿了他的童年
和少年记忆，他对付极度饥荒的唯

一办法就是迷醉于文学，以精神上
的饱满抵抗物质上的贫乏。

他 15 岁读到赵树理的短篇小
说 《田寡妇看瓜》，随之仿写了短
篇小说 《桃园风波》，赵树理成为
他的第一个文学引路人。乡村小说
在文学思维和文学气质方面给了陈
忠实极其深刻的影响。他高中毕业
后返乡当了民办教师，大学梦破
灭，文学梦还在。他的散文处女作

《过夜流沙河》，“历经四年，两次
修改，一次重写，五次投稿，始得
发表”于 1965年 3月 8日 《西安晚
报》。自信心第一次击败了自卑
感，陈忠实说，“生命历程中遇到
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
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
认定了的路吧！”1973 年，他亮相

《陕西文艺》，在文学路上“左冲右
突”，浮出水面。

陈忠实创作的第二个阶段，大
约在 1979 年至 1986 年，从追踪政
治与人的关系到探寻文化与人的关
系 。 1984 年 《当 代》 杂 志 刊 登

《初夏》，他开始从短篇小说转入中
篇的创作。1985 年 11 月，陈忠实
完成了 8万字的中篇小说 《蓝袍先

生》。在 《白鹿原》 面世前，他已
经发表了短篇小说 50 多篇、中篇
小说 9部，题材涉及当代中国农村
各个时期。这个阶段他经历了“自
我剥离”与“自我寻找”。

陈忠实创作的第三个阶段，是
《白鹿原》 的写作，时在 1987年至
1992 年。陈忠实创作的第四个阶
段，为 1993 年至过世。他从写社
会热点小说开始，最后通过散文，
思索深沉的人生哲理。1982 年至
1992 年，是陈忠实写作生涯中最
辉煌的10年。

为创作 《白鹿原》，陈忠实从
省作协大院搬到乡下独居，用两年
多时间查阅西安市周围咸宁、蓝田、
长安三个县厚可盈尺的县志、党史
及有关资料，温习这块土地的历史。
1988 年 4 月 1 日，陈忠实在草稿本
上写下了《白鹿原》的第一行字，“整
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爷
辈老爷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
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

历时 4 年，1992 年 1 月 29 日
（农历腊月二十五），陈忠实写毕
《白鹿原》 最后一个字。他在给编
辑的信中说，“这个作品，我是倾

尽生活储备的全部，以及艺术能力
的全部而为之的。”1994 年秋天，
画家范曾在法国巴黎读了 《白鹿
原》，评价其是“一代奇书也。方
之欧西，虽巴尔扎克、司汤达，未
肯轻让”。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委
会主任陈涌先生说，《白鹿原》 堪
称“中国的《静静的顿河》”。《白
鹿原》的经典价值、陈忠实对历史
的把握、对人性的挖掘与呈现、对
现实主义创作的开掘，都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白鹿原》 正规出
版的印数至今已达400多万册。

陈忠实说，没有拯救作家的上
帝，也没有点化灵感的仙人，作家
只能依赖自己对生活对生命对艺术
的独特而又独立的体验去创作，吵
吵嚷嚷自我标榜结伙哄炒都无济于
事，非文学因素不可能给文学帮任
何忙，文学的事情只能依靠文学本
身去完成。写作就像化蝶，一次次
蜕皮，这是生活体验；而一旦蛹化
成蝶，就变成了生命体验。

邢小利在悼念文章中说：“随
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认识到，
陈忠实是一本大书。关于他的传，
我还要续写下去。”

一个伟大作家的生命再现
——《陈忠实传》读后

《小说课》汇编了作家毕飞宇
在南京大学等高校举办小说讲座
时的部分讲稿，通过对鲁迅、汪曾
祺、奈保尔、莫泊桑、海明威等短
篇小说细致入微地分析，让读者
感受经典作品的魅力所在，同时，
也为读者提供了鉴赏名家小说的
多种路径。正如该书前言所说：

“一流作家重返文学作品的历史
现场，用自身心灵的温度和对文
学的独特理解来体贴经典、触摸
经典、解读经典，解读出另一种不
同凡响的音符；在解读经典的同
时，呈现自己读书和创作中汲取
古今中外文史哲大家写作营养的
切实感受，为大家提供一种阅读
的鲜活经验，这既有利于广大普
通读者充实人文素养和提高写作
水平，更有益于提升民族文化核
心素养。”

本书贯穿了毕飞宇的鲜明阅

读态度。如北京大学给十大读书
明星颁奖，其中读书最多的一名
同学一年借阅了 381 本书，在佩
服之余，作者认为，有时候，我们
用一年的时间只读一本书，也挺
好。在《我读〈时间简史〉》一文中，
作者指出，读读不懂的书不愚蠢，
回避读不懂的书才愚蠢。在《货真
价实的古典主义》一文中，作者再
次提到：阅读是必需的，但我不想
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
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
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
从 2006年开始，作者每年只读有
限的几本书，慢慢地读，尽可能读
透。这种精读细读的方式值得我
们借鉴。

在分析鲁迅先生的《故乡》
时，作者说：好的短篇集一定是像

《呐喊》这样的，千姿百态，但是，
在单篇与单篇之间，又有它内在
的、近乎死心眼一般的逻辑。小说
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
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
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
东西。

书中独到的见解，时不时让
读者有眼前一亮的感觉。

（推荐书友：虞时中）

读大学期间，由于时间比较
充裕，我经常泡在图书馆借阅各
类中外哲学名著，自参加工作以
后，渐渐对哲学领域的书籍不怎
么关注了。知道 《落叶》，是因
为去年阅读了作者撰写的《历史
的教训》之后，在查阅其背景资
料时无意中了解到的。这部书被
媒体誉为作者最重要的著作，且
没有“之一”。

根据资料显示，作者在撰写
本书时已年近 80 岁，完成全部
手稿时已经 95 岁了。很可惜，
不久之后作者就与世长辞，手稿
随之也遗失了，且失踪达 32 年
之久，直到 2013 在作者孙女的
多方努力下，终于“失而复得”并
公开出版。

在了解创作背景之后，很自
然就想到作者为什么要在高龄岁
月里，坚持撰写这部书呢？在开篇

序言中，他给予了回应，“很多好
奇的读者来信，叫我谈谈对人类
生命和命运这些永恒问题的看法
……我准备以非正式、摒弃晦涩
难懂的文字，讲述一个一只脚已
跨入坟墓的老人对这些终极谜题
的感受。”作者也确实从人类生命
周期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从少年、
青年、壮年再渐渐步入老年之后
的种种心路历程。如在《生命的开
始》《论青春》《论中年》《论老年》
和《论死亡》《论灵魂》等章节中，
作者对人生的每个特定阶段的普
遍性社会心理感受进行了一次全
过程描述。

在这个过程中，作者还发挥
在哲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天赋，
对宗教信仰、种族繁衍、战争以
及文艺、科学和教育等人们普遍
关心的社会话题，谈了自己的看
法和见解。虽然这部书创作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但至今读来仍
能感受到作者的人生智慧和理论
功底。这些富有深刻见解的人生
智慧，也许只有像作者这样的大
师级思想家和作家，才能准确地
描述出来。

（推荐书友:熊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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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申赋渔的《匠人》映
照消逝的手艺人，震撼无数读者。

《江南老行当》无疑也是这样一部
忆古怀旧但又能展露时代烙印的
随笔集，王喜根将记忆中的老行
当写成了 160篇千字文，划为“百
业寻踪”“美食回味”“市井写真”

“乡韵悠扬”四部分。每一篇于字
里行间显露出不可抑制的画面
感，同时配有黑白线条图，与文章
古朴、敦实的语言相得益彰。

老行当消失的原因很多，有
的是科学的进步，比如随着医院
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接生婆完成
使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有的
是机器的革新，比如冰箱进入寻

常人家后，卖冰棒的拍打声和吆
喝声就销声匿迹了；有的是因为
互联网的普及，除了穷山沟里，
哪还有货郎的影子？早被电子商
务挤走了吧……

老味道算是幸运的，只要真
的美味，就能留存于嘴下。草炉
烧饼、豆腐脑和五香烂蚕豆等乡
间小吃，一晃竟成了潮流食品，
甚至登入一些格调颇高的餐馆，
但又丢了几分纯正的味道。

刻章、制壶、刺绣这些老行
当幸运地被当作艺术得以传承。
诚如《浇糖人》中那个古稀老人
的赞叹：“糖不值钱，值钱的就
是这个手艺。”

原以为读此书，会带几分伤
愁，不过，王喜根唱的并不是低
沉的挽歌，而是浓醇的赞歌。就
像他在自序中说，非物质文化遗
产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辈
虽不能亲手延续它，却能用笔记
录它的魅力，将其变为后人记忆
中的财富。

（推荐书友：江泽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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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花一世界
——评东珠散文集《知是花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