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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作欣赏

刘英团

“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
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
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
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2016 年 5 月 25 日凌晨，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外
国文学研究家和钱钟书口中“最才的女，最贤的
妻”杨绛先生走完她 105 岁的人生历程，如她所
愿地“回家了”。她出身名门，却居简低调；她遭
遇起伏，却豁达乐观；她曾借由英国诗人瓦特·
兰德的“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
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
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瓦特·兰德《生与
死》）的诗句表达心境。

杨绛先生以 105 岁的高龄驾鹤西归，著名传
记作家罗银胜以温暖的笔触叙写了她的百年人
生，这也是唯一的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
阅的传记。在《杨绛传》（追思纪念版）中，罗银
胜对杨绛先生的人生经历和文学创作进行了更
详细的解读，主要包括她童年的成长、家庭的变
迁、求学的历程、文学的创作，以及她同钱钟书
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生动地呈现了先
生一百多年的人生轨迹。罗银胜的《杨绛传》很
注重细节，其中不少内容直接引述自杨绛著作
中的记载。作为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比谁都了
解钱钟书。她打趣丈夫与生俱来的呆气，但也
知道他绝非不知人间为何物的“蠹鱼”，不仅不
受制于书本，还是驾驭书籍的主人：“《管锥编》

《谈艺录》的作者是个好学深思的钟书，《槐聚诗
存》的作者是个‘忧世伤生’的钟书，《围城》的作
者呢，就是个‘痴气’旺盛的钟书。”

杨家世居无锡，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知识分
子家庭。父亲杨荫杭对杨绛特别钟爱，在父亲
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
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杨绛和
钱钟书都学西方文学，都在图书馆像书虫那样

“饱蠹”。杨绛说：“文学上的‘交流’是我们感情
的基础。彼此有心得，交流是乐事、趣事。钟书
不是大诗人，但评论诗与文都专长……”杨绛爱
读诗，也喜欢和钱钟书一起谈诗论诗，以慰藉清
静如水、淡泊名利的灵魂。杨绛一生，正如她所
评价《吉尔·布拉斯》的著者阿兰·勒内·勒萨日：

“一身傲骨，不肯迎合风气，不肯依附贵人。他
敢于攻击时下的弊端，不怕得罪当道。她不求
名位，一生只靠写作谋生。”而“她的文字是绚烂
至极归于平淡的，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都是能
流传下来作为经典文本的”（季进语）

杨绛用她的一生，活出了大多数人都难以企
及的“至高境界”。“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
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
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
事。”从《我们仨》中，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杨绛
先生的痛彻心扉：“我觉得我的心上给捅了一
下，绽出一个血泡，像一只饱含着热泪的眼睛”；

“我的心上又绽出几个血泡，添了几只饱含热泪
的眼睛”；“我的心上连连地绽出一只又一只饱
含热泪的眼睛”；“我心上盖满了一只一只饱含
热泪的眼睛，这时一齐流下来……”而这种“生
离死别”也让杨绛先生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
的领悟：“钟书仍重病。我尽力保养自己，争求

‘夫在前，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他们
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
走，但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
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
界。”这是杨绛非常喜欢的名言。杨绛说：“我家
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
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
是书房。”一些淡雅的花草，散摆在案头和阳
台。杨绛认为，“这是我们自己的一种生存方
式。”杨绛不承认自己是作家、翻译家，她笑言自
己“一事无成”。但是，“你们捧钱钟书，我捧杨
绛”（夏衍语），“杨绛是一个从容优雅的精神贵
族，她对抗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的态
度，堪称生命的正能量；她经尽人生起起落落，
依然平静、充实、恬淡、知足又不卑不亢地生活
着……”一如著名出版人王婕所言，靠近她，温
暖了我，温暖了世界。捧读《杨绛传》，她的名字
如星光闪耀，透过罗银胜的文字叙写，杨绛先生
身上的坚韧和智慧，仍将给生者以前行的指引
和力量。“阅读人物传记很像到外国旅行。你到
了一个与你自己的国家很不相同的国家，你了
解了一些那里的生活方式和语言，你的生活就
因这种经历而改变了。”爱尔兰剧作家、评论家
萧伯纳如是说。

靠近她，
温暖了世界

——读《杨绛传》有感

王 霞

我一直觉得自己逻辑思维能力很
差，读悬疑推理类的书是一种折磨，所
以收到这本书没有打开包装就放那儿
了。透过透明的塑料封套，腰封上“医
学+罪案学+心理学+烧脑+虐心”字

样更是让我畏惧。
这是王小枪的赠书《医探》。
随手翻开是因为病倒在床，百无

聊赖地拿起。来源于人人熟悉的日常
生活中的绝妙推理，却牢牢抓住了我
的注意力，激起了我的阅读欲望

民国初期，被恶老婆捧为“京城第
一妇科圣手”的李过年，表面上是妇科
大夫，暗地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
派出所所长严修的秘密顾问。李过年
极度痴迷于推理，甚至他给人治病都
从推理入手，从病人的细节推出其病
因，令人称奇。

李过年早年的暗恋对象孙美瑶新
婚之夜丈夫暴亡背下克夫之名，不仅
被逐出夫家，还被逼债。眼看就要陷
入绝境，李过年及时出手帮她还债、洗
清冤屈，而他却不知自己正一步步掉
进别人的陷阱。

在推理出几个看似完全不相关的
案子后，李过年发现自己竟然成了杀
人犯！即便他不是杀人凶手，即便他
精于推理，他也无法自证清白。

的确是腰封上所说，李过年把医
学、罪案学、心理学融会贯通，游刃有

余地施展于推理断案。看似毫无蛛丝
马迹，却在他的眼中，条缕清晰，每一
个推理都丝丝入扣。而读者就这样不
由自主地随着李过年，绞尽脑汁，时而
狐疑，时而恍然大悟而暗自佩服他的
思维周详、严谨，推理得令人信服。这
烧脑二字的确如此。

不由得钦佩这位作者。
王小枪，毕业于山西医科大学。

编剧，最早进驻新浪网的专栏作家之
一。出版了十余部长篇小说。他还是
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电视剧
编剧委员会会员，曾担任《密使》《追击
者》等多部电视剧编剧。曾任《道士下
山》等电影的文学策划。所以，他能如
此娴熟地在书中揉入医学知识而达到
天衣无缝。他的情节设计让我这样一
个毫无推理能力的人，也能津津乐于
其中，好像穿越了时间，追随着李过年
的眼睛和罪犯的脚步，一步一步地深
入到罪案的核心之处，与案中人一起
提心吊胆，一起疑神疑鬼。于是，我深
深体会到了什么叫虐心。

在最惊心动魄处放下书本，静静
思考。王小枪把这些人物和一个个故

事，放置在民国初期的背景中，真是
高明。正因为时局大乱初平，法纲不
稳，才会世事纷乱，鱼龙混杂。种种
生活中，人们为了一己私心与利欲，
放弃了道德之本，人性之善恶尽显无
遗。

透过历史的烟尘，作者也是在用
李过年推理审案，甚至是自身经历警
戒我们：人生不能用来计划或谋算。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煞费苦心所营造
的一切，也许就是在为自己挖一个无
法跳出的深坑。这怎如单纯赤诚之
人，心底坦荡荡，活得轻松愉快！

出人意料的情节，精彩生动的描
述，加之用李过年的家庭生活作为主
线而生活气息浓郁，又兼有幽默的元
素，使得这部烧脑虐心的推理小说好
玩 了 起 来 ，以 至 于 我一气呵成地读
完。

感谢王小枪的赠书，驱散了我病
中的无聊，甚至忘记了病痛。

听说这本书已经有十几家影视公
司在争夺版权，很期望它拍成电视剧
的那一天。

《医探》，探测的是人心
——读《医探》有感

阅读视界

作者:蒋勋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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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某一种疯狂，便不会看到美！
19 世纪伟大的艺术家梵高，一生只

卖出一张画，三餐不继。在他逝世 100
周年时，却有 600 万人在阿姆斯特丹排
长队等着看他的画。

梵高一生坎坷，却把饱受折磨的人
生痛苦转化成了醉人的美丽。

梵高无法与现实妥协，他要一种纯
粹的爱，近于信仰上的殉道。

美学大师蒋勋数度热泪盈眶，一站
一站地重访梵高画作现场，解读 80 余
幅名作背后的美学奥秘，破解纯粹的梵
高感动。

该书全彩四色印刷，精选梵高 80 余
幅经典画作，附梵高重要作品列表及画
作收藏博物馆，为读者提供赏心悦目的
阅读体验，从而领悟梵高的炽热与纯

粹。
内容简介
从向日葵、自画像、星空到麦田群

鸦，带你破解历久不衰的梵高传奇。
从年少到自杀身亡，从割耳到抑郁

受创，细说37年不断挣扎的人生曲折。
一八八八年底视梵高为疯子的人，

和一九八七年以天价购买梵高一张《向
日葵》的人，可能都没有读懂他画中的
心事。

为了这本书，蒋勋带着一叠稿纸，
一 站 一 站 地 重 新 来 到 梵 高 画 作 的 现
场。年轻时储存在他脑海里、笔记本里
的故事，豁然重现。这是一位美学家面
对梵高危险的美，面对真实生命的深度
烙印。

作者简介
蒋勋，福建长乐人。1947 年生于古

都西安，成长于宝岛台湾。台北中国文
化大学史学系、艺术研究所毕业。1972
年负笈法国巴黎大学艺术研究所，1976
年返台后，曾任《雄狮美术》月刊主编，
并先后执教于文化大学、辅仁大学及东
海大学。现任《联合文学》社社长。近
年专注两岸美学教育推广，他认为：“美
之于自己，就像是一种信仰一样，而我
用布道的心情传播对美的感动。”

《蒋勋破解梵高之美》

地址地址：：望海西路望海西路66号号
热线热线：：8528912385289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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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管彦杰
出版: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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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一线、黑白之间、正邪难

辨、生死考验。一名警官笔下的真
实警察故事，告诉你：文武双全的警
界精英是怎样炼成的；繁华世情的
背后真相是怎样的黑暗！

热血青春与诡谲奇案的碰撞，
一次情与法的抉择，一场爱与恨的
纠缠。

新世纪警营文化代言人，开启
“后海岩”时代的浪漫篇章，作者任职
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研究犯罪学与
犯罪心理学，以自身真实从警经历

写就的青年警察的热血篇章。
内容简介
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述警察大

学校园生活与本世纪以来青年警察
生活最真实现状的小说。书的前半
部分语言清新，情节欢快，塑造了潘
东、方子凝、陈晨、盛大雷、郭小虎等
一大批当代警校大学生的形象，生
动展现了新世纪警校生的亲情、友
情与爱情，再现了丰富多彩、独具特
色的警校生活；书的后半部分急转
直下，直面警察职业理想与社会现
实之间的巨大差异、单纯情感与名
利欲望之间的尖锐矛盾、情与法的
剧烈冲突……

作者简介
管彦杰，山东青岛人，笔名管警

官，管爷吉祥，80 后。人民警察、大
学教师、作家，也是一名出色的独立
音乐人。任职于中国人民公安大
学，其带队风格与授课内容深受学
生喜爱。出版中国第一部从心理学
专业角度深入解析金庸武侠小说人
物的专著《繁复世情，璀璨江湖——
漫谈金庸经典之<射雕英雄传>》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被誉
为“左手接海岩，右手解金庸”的具
有侠义浪漫精神的青年警察作家。

（组稿：王建生）

《警色青春（你没听过的警察故事）》

张 华

《陌上花开》，安意如的作品。此
书共二十八篇，安意如用其独特的女
性细腻笔法，带领读者经历了一场场
惊心动魄的文字之旅，此间有战场，有
情场，是一个个真实的人生，直看得步
步惊心，有时后背出冷汗。有时文字

温软，极具魅力，有时坚硬如岩，恍若
隆冬，很多诗文先前已经见过，甚至背
过，让人有他乡遇故知之感，也有不少
诗文初次乍见，亦有一见倾心之暖意。

被安意如选作书名的这句诗，原
句是这样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是一个温暖的故事，说的是五代十国
中吴越国的开国帝王钱缪铁汉柔情的
故事。每年王妃都会在寒食节回归临
安，钱王甚是想念，那年春天王妃未
归，至春色将老，陌上花已开，钱王写
信给王妃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
矣。”以前我一直对这一句确切的意义
不太明晰，以为是一个女子在春风中
踏青时的自言自语，就是春花开放了，
慢慢地走，尽情地欣赏春光吧！安意
如却将此句译成：“田间阡陌上的花开
了，你可以慢慢看花，不必急着回来。”
原来是这样，真是温暖贴心！

文字有时温暖，有时却也杀人于
无形。本书中，写了几件因诗文招罪
的故事，有事关清龚自珍的“丁香花疑
案”，事涉苏轼的“乌台诗案”，事因刘
禹锡的“桃花诗案”，最后这个“桃花诗
案”真是有趣：刘禹锡被贬十年后，重

新回到京城，春风桃花开时，踏春郊
游，一场郊游一首诗，他写了这样一
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
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
栽。这首诗中的隐寓被当时人读了出
来：你们这些趋炎附势之人，有什么了
不起的呢，不过是因为排挤了我们才
攀上高位的，于是这位写《陋室铭》的
大 才 子 再 度 被 贬 ，理 由 是“ 语 涉 讥
刺”。在古代写诗说话那可真得谨小
慎微啊。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
卿？”这句诗是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
写的，读罢令人心酸如堵，悲不自禁，
安意如用的一个词叫“悲不胜悲”，想
必当时写的时候也是流了一斛辛酸泪
吧，都说写字作文要超然，站得远远
的，将自己超脱事外，其实哪能做得
到呢，很喜欢这一段文字的最后几行
字：时光千回百转，执著和忘记没有差
别……？通过经历摆脱我执，你将在
爱情里发现你的慧心。

本书的跋，是作者重版此书时写
的一段总结，告诉读者她与文字的纠
缠不断，实为宿命，作者引用了印度四

句广为流传的圣言：“无论你遇见谁，
他都是对的人；无论发生什么事，那都
是唯一会发生的事；不管事情开始于
哪个时刻，都是对的时刻；已经结束
的，已经结束了。”我看着这几句话，觉
得妥贴亲切，是谁帮我说出了心中的
声音？这原来就是我想说而未能也未
曾说出的话。

“文字修行，写作是最好的明辨自
己的方法，一个人对世界的认知，价值
观，对人生的态度，内心是否慈悲深
广，无法掩饰，无法巧言诡辩，即使短
时间可以瞒天过海，日久亦必露出马
脚，至少，我们在文字中应该活得更自
在、真实和性情。”这几句表达了文字
与人生的关系吧，陌上即路上，陌上花
开，何时能开花呢？这是一个命题，不
同的人生，不同的答案，你求索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答案。

山河浩荡，岁月悠长。所以，做一
个心存古意的守望者，自得其乐，并非
众人以为的那么寂寞，安意如是愉悦
的，作为她的读者，我的心于是也跟着
飞扬起来。

人 生 之 陌 上
——读《陌上花开》有感

心中好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