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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盛开的时节里，我的书桌上多了
一本书——安意如的作品《世有桃花》，她
从浩如烟海的历史中撷取那些与桃花有
关的故事，植入桃花般芳香明媚的情感，
再细细地包裹后，重新呈现于世人眼前。
她的文字，还沾染着桃枝新鲜的气息，和
桃花骄傲的颜色，将历史还原出清新独特
的安氏味道。

自古以来，桃花以其明媚、娇艳、多
情、柔美等丰富的文学意象，被赋予复杂
而独特的历史使命，出现在文人墨客的众
多隽永诗篇中。安意如将几千年来关于
桃花的故事进行全新演绎，书中的桃花妖
而不俗，艳而多情，在她的精心铺陈下竟
有了另一种境界。

全书共分为“缘生缘死”“情终情始”
“何许何处”“人生如此”“浮世如斯”五
卷。晏婴二桃杀三士、桃园英雄三结义、
王献之的《桃叶歌》、李香君的《桃花扇》、
桃花岛上的黄药师甚至是热爱桃子的孙
悟空，都成了安意如笔下鲜活灵动的素
材。在脱离了历史的厚重感之后，他们
的故事犹如桃花般鲜艳明亮，蓬勃生动，
即使是忧伤，也带着淡淡的桃花凋谢之

惆怅。
僧人灵云志勤禅师多年来看惯了草

木枯荣、沧桑变化，百般求索无所得而入
困境。“三十年来寻剑客，几回落叶又抽
枝。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疑。”
在见到一树灼灼桃花后，他终于顿悟人
生。

唐寅晚年落魄归乡，选择桃花坞隐居
生活。这也真是美好，每天醒来，推开窗，
就能看到一片粉艳艳的花海，诗兴浓发。
酒醉时，直接卧在桃花树下，枕花而眠；酒
醒时，于树下泼墨作画，或提笔成诗。花
酒年华与君渡，此生何忧？有桃花与酒，
对唐寅而言，这就是生活，这就是自己的
晚年。桃花落处是故乡。

安意如写的是历史，却又不仅仅是

历史，而是在历史之外的那些看似微不
足道的情感。她的文字中既不乏对古
典诗词的优美解读，又不乏对历史故事
的动人演绎，情到深处，黯然落泪者有
之，放声痛骂者亦有之，安静呆坐者有
之，欣喜癫狂者亦有之。嬉笑怒骂，字
字珠玑……呈现出一场桃花的盛宴。诱
惑、妖娆，却悠然静好，这种境界来自桃
花，却已超然物外了。

《世有桃花》是安意如继“漫漫古典情
系列”后，回到古典文学中的新作。以桃
花为经，历代经典诗词脉络为纬，漫谈古
今人事沧桑。主体风格不离以往轻灵，亦
可见作者自身文字的历练，感受经年加
深。我们不妨静下心来读读这本专为桃
花吟唱的书。 （甘武进）

【【悦读悦读《《世有桃花世有桃花》】》】

为为桃桃花花吟吟唱唱
【书摘】你曾活在我所有的守望里。而今你真实来到眼前。我欢喜如天地初开，日月新生。

当你执意要离去，我多么想流泪，对你明言：等了这么久，等得都忽略了时间，你看我娇颜如桃
花，可知我苍老了心，只是为你苦撑着不肯凋零。你知道吗，你会了解吗？这一别，天上人间，永
无见期。此后茫茫无涯岁月。我是否能长生不死已不重要。最可怕的，不是记忆会消失，而是
铭心刻骨，拂拭不去，清晰永如昨日。

四四方方的中国字是华夏文明的记
载，是五千年历史的书写。正如，当代新散
文实力作家黑陶在他的《烧制汉语》一书中
写道：“每一个汉字，追溯其源头，都充满山
河的气息，植物的气息，星辰的气息，祖先

活动的气息。汉字是纷繁世界（物质、精
神）象形的转述和凝定。色彩、音响、动作、
情感，都涵纳于简洁的笔画之中。”我想，这
恐怕就是对“汉字”最精准的概括。

黑陶的家乡宜兴，因盛产紫砂壶闻
名。光焰熊熊的窑火之前，一个个被映红
映烫的身影，成为他最印象至深的画面，
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带着“烧制”的文化
烙印，黑陶把这份精神的传承用在了对汉
语的研究上。他要用家乡之火，炼汉语之
词，解读带有个人生命印记的汉语词汇。

《烧制汉语》是一本解读汉语的精品
之作。作者怀着对母语的敬意之情，采用
天干地支这种独特的记录方式来结构全
书，运用杂家语体的风格来记录，内容涉
及艺术、文学、语言、历史、宗教等。所触

之广，足见其多学，而所思之深，更引发思
考。文章篇幅不长，有些甚至仅是一句
话，但短小精悍，耐人寻味。

“拥有汉字，感觉幸福。”这是黑陶身
为汉语传承人的幸福感；“一颗活字，无论
泥制、木刻或者雕刻，都让我珍惜，敬重。”
这是他对汉语的敬惜，唯有敬才懂得惜；
对于当代汉语的遭遇，黑陶痛心疾首道：

“犹如半埋于泥尘之中的铜雕，而写作者
的使命就是，洗净铜雕，让每一个汉字充
分显露出它的能量，并赋予味道质感。”这
更是身为作家、汉语研究者、一个中国人
的责任与使命。伟大的汉语文明更需要
更多年轻人的传承，《诗词中国》《快乐汉
语》等电视节目的热播与受欢迎，足以说
明，汉语之美、汉语之重。

黑陶认为，汉字的使用具有三个层
面，即“记录交流层面、审美层次、创造层
面”，这也是汉字的三重境界。中国上下
五千年的历史，就是记录交流层面。书
法、诗歌中的汉字之美就属审美层次，而
创造层面则是各类经典文化著作。

字见其人，字见时代。黑陶通过文字
娓娓道来，他欣赏颜真卿的书法，更敬重
颜真卿的刚健雄伟的人格魅力；他认为，
江南不光是婉约，更具有质朴、刚毅的父
性。陈舜臣说：“对自己的文明具有绝对
信心才会出现奇迹。”布罗茨基也对他热
爱的俄语赞道：“俄语可能是寓居灵魂的
最佳场所。”那么，对于每个炎黄子孙来
说，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民族记忆，灵魂
信仰。 （张帮俊）

【【悦读悦读《《烧制汉语烧制汉语》】》】

灵魂的信仰灵魂的信仰
【书摘】汉语之美是甘凉丰沛的山泉，可以汲——饮。每一个汉字，追溯其源头，都充满山河

的气息，植物的气息，星辰的气息，祖先活动的气息。汉字是纷繁世界（物质、精神）象形的转述
和凝定。色彩、音响、动作、情感，都涵纳于简洁的笔画之中。拥有汉字，感觉幸福。

阅读是一种“身居斗室，神行千里”的
独特体验。南京作家王霞的《每一座城，
都有自己的记忆》，就以饱蘸深情的笔墨，
佐以女性特有的细腻，书写了她独特的旅
行体验，让人读后可以随其纸上神游，感

受笔下情思。
旅行是一次窥探，一场精神的“探

险”。在《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记忆》中，
作者王霞所到之处，不仅仅是单纯的观花
望景，而是在旅游之余，细致地挖掘潜藏
在风景背后、埋藏在历史中的那些人物、
掌故和风情。这样，一本书就具有了厚重
感、历史感。加之作者学养深厚，又使得
文本富于文学性、可读性，颇有些“女性版
《文化苦旅》”的韵味。

随着作者的笔触，安徽绩溪、江苏如
皋、湖北秭归等地名纷呈，胡适、郑板桥、
屈原等人物登场……读者可以感受到作
者所写的历史的沧桑、人生的韵味、细腻
的情思，由此引发读者的思考和共鸣。从

这个角度出发，这本《每一座城，都有自己
的记忆》符合一本好书的内涵：能让读者
共情，能与读者进行思想碰撞。至此，书
中的景点与人物，便不再是孤立沉寂的，
而是满带着作者情感和体悟的。这种情
感和体悟又不是故作深沉的“忧国忧民”，
而是带着点“女性私房话”的温度，略显俏
皮。书中也不忘介绍美食和特产，有“人
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味道，让人读后
想到此一游。

行文讲究气韵，在《每一座城，都有自
己的记忆》的七辑中，也可以感受到作者
情感着力的变化：从“寂寞的守望”直至

“相看两不厌”这五辑，作者的情感是浓烈
中带着节制的，与景物和历史人物间保持

一定的距离。但是到了第六辑“失落的故
乡”这一辑，作者的情感达到顶峰：乡愁依
依，浓情似酒，笔墨敞开了写，感情敞开了
抒，痛快淋漓，亲情、故乡、亲人，血脉相
连，难以割舍，读者为之动容、感同身受。
到了第七辑“在书籍中旅行”，情感复又回
归平和细腻，分享作者的读书心得，让读者
在阅读本书的文字之余，也感受到了作者
贯穿全书的情感微妙变化。读懂情感变化
再重读这本书，又会有不一样的阅读感受，
会感受到作者所到之处的独特魅力。

读一本书，可以感受岁月流逝、时代变
迁，可以感受作者书写的诚意和用心，可以
感受到作者对生活的热爱和探究，那便值
得一读再读，值得收藏品味。 （王立坤）

【悦读悦读《《每一座城每一座城，，都有自己的记忆都有自己的记忆》》】

纸上神游纸上神游，，笔下情思笔下情思
【书摘】在封建时代男权社会中，她们的美丽或许不是幸运，当国难家仇之时，她们便成为牺

牲品，被供奉于历史的祭台之上。又有谁能顾及、在意她们的个人情感呢？忽略了男权社会中
所谓的国家、民族大义，换个角度看，她们虽贵为妃子，却不及明末的青楼女子陈圆圆，尚有吴三
桂的冲冠一怒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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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悦读

朱西甯先生的小说集《铁浆》共有9
个短篇，写于上世纪60年代，却像是五四
运动时期的白话小说，传统的白描、叙事
和戏剧性冲突，对人性的刻画刀刀见骨。

乡情浓郁，语言凝练，带着不可抗拒的血
性和热度，铁水一般奔流而来。

故事皆发生于民国时期某村镇，各色
人等，离合悲欢，一幕幕场景逼真详实，仿
佛就在眼前。《贼》写乡野汉子义气深重替
人顶罪；《新坟》描述反对香灰符水治病执
着于自修医道的能爷，无能驱除病魔的困
境；《刽子手》写刽子手傅二畜边啖人心边
替受刑者抱不平的口头正义；《捶贴》叙述
小兄弟俩坟场拓碑与瞎乞丐斗嘴的故事；
《余烬》写合伙开店的瞎子与瘸子在大火
中勾心斗角；《红灯笼》描述得了狂犬病的
老舅雪夜求药的故事；《出殃》写头七死人
回魂报仇的灵异事件；《锁壳门》描画北方
汉子寻仇果报的故事；《铁浆》描述为争夺
生意，不惜生灌铁浆致死的悲剧。读罢，

仿佛看了一出各路人性展示的舞台剧，在
原汁原味的乡土氛围里，农人的憨蛮，愚
昧的可悲，贫穷的可怕，素人的热血，义士
的仁爱等等，跃然纸上，徐徐铺展，犹如苍
茫旧中国的萧瑟长卷。

这部小说集虽写乡土生活，却时时处
处映射着民族的血性、烈性和劣性，鲜明
刻画了人性的不屈与悲悯。

朱西甯爱写悲剧，他喜欢把主角放在
危境、绝境的炼狱里，在强烈的冲突中，展
示人心。这些人在绝望中皆有强烈的求
生欲，但最后总是阴错阳差地坠入深渊。
真正的悲剧，不是善与恶的冲突，而是善
与善的。写善与恶的争斗容易，写善与善
的才更见功力。世上大奸大恶之人少，大
多都是好人，而好人办坏事，才更令人心

痛。“人总是这样子，不说也罢。”在天地不
仁的苍茫悲剧里，自有卑微庶民的人性闪
光。

文中词句大量从村夫乡民口中吐出，
字里行间却藏着智慧。这种结合，毫无生
涩之感。朱西甯用冷静的笔触，描绘世间
的冷酷、人性的晦暗，最后又温柔悲悯地触
摸那些伤痛的心灵。所以阿城评价他的文
字，“铮铮到骨，是有温度的自然书写”。

朱西甯的作品被公认为是华语文学
的珍贵遗珠，精练古朴的语言，对现实的
贴近和超然，展示的是一个小说家的本分
和质地。坚硬而灼热的内核，扛得过时间
的侵蚀。文字在朱西甯先生笔下就是那
铁浆凝成的厚重的镜子，照出了繁华与苍
凉，也照出了朦胧的现今与后世。（李 季）

【【悦读悦读《《铁浆铁浆》】》】

铁水般奔流的文字铁水般奔流的文字
【书摘】这个死信很快传开来，小镇的街道中间，从深雪里开出一条窄路，人们就像走在地道

里，两边的雪墙高过头顶，多少年都没有过这样的大雪。人人见面之下，似乎老想拱拱手，道一
声喜。雪壕里传报着孟宪贵的死信，热痰吐在雪壁上，就打穿一个淡绿淡绿的小洞。深深地叹
口气吧，对于死者总该表示一点厚道，心里却都觉着这跟这场大雪差不多一样的新鲜。

【书摘】所有的挫折与悲伤，在发
生的当时都能使我们受苦流泪，可
是，隔了一段距离再来省视，却能觉
出一丝甜蜜的酸楚来。当年的失，竟
然成为今日的得。只要我们肯耐心
地等待，让时光慢慢地工作，慢慢地
流成一条宽阔的河流，在那个时候，
隔着远远的距离，再端详年少时的
你与我，便会看出那如水洗过一般
的清明与洁净，那像天使一般美丽
的面容了。

《波光细碎》是席慕容的最新散
文力作。在所辑的40多篇文章中，
席慕容谈生命，说幸福，忆友情，道
故乡，抒乡愁，以晶莹剔透的文字，
丰沛细腻的情感表达，叙说着隽永
的人生智慧，道白她对爱与世界的
潜心思考。

面对宝蓝色的夜空，席慕容思绪
绵绵，那些生命里的俱多过往，连同
未来日子的琐碎憧憬，云淡风轻般地
掠过心头，便有了《生命的滋味》。“毫
无疑问，爱是生命滋味里永恒不变的
主题。”这种思想的升华，也让她对生
命的理解，变得更为豁达通透。于
是，怀着对世间的一份感激，她悠然
写道：“ 如果我能够学会了去真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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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向上
向善的力量，不正是我们孜孜以求的
人间大爱吗？

席慕容的散文长于通过对世间
风物的描写，用淡雅诗意的笔触，去
阐发清丽的艺术哲思。在《写给幸
福》一篇中，她先后写到了自然界的
雾、翠鸟、喜鹊、树，以及汪洋大海里
挂着白帆的船。这些凡人眼中再平
常不过的风景，却赋予了席慕容一颗
缱绻的诗心。她把幸福诗意地比喻
成“年轻时候，那个充满了阳光的长
长的下午”，空灵中透着无比温馨和
美好，又理性地提示着我们，幸福只
是生活的一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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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席慕容坦然
地写道“没有什么可以让我气馁”。

从生命的维度而言，故乡是养育
我们的精神沃土。不管离开故乡多
久多远，无边的乡愁总会撩起人们浓
郁的思乡之情。在《天穹低处尽吾
乡》一篇中，席慕容借花献佛，明写陪
着古典文学大咖叶嘉莹拜谒内蒙古
祖居的场景，笔墨铺陈之处，却隐隐
流露出思乡之情，以及对故园的倾情
仰慕。文中，席慕容不无自豪地写
道：“（原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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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慕容十分珍视人世间的脉脉
真情。书中的多篇散文里，她不仅表
达了对恩师马白水教授的敬仰之情，
还热切回顾了与友人王鼎钧、鲍尔吉
等人的往来交集。这些温暖的记忆，
朴实无华，坦荡得一清如水，在感动
席慕容的同时，也在一枝一叶总关情
中，温暖着我们的心房，予人以温润
的心灵触动。这些细致美好，以及深
厚暖意，把世间情、凡尘爱，都和谐地
糅合在一起，构成了人世间最亲切最
朴实的情感家园。愿我们在共情共
勉中，去领略生命的磅礴和伟岸，去
洞悉世界的宁静与澄澈。 （黄东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