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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等奖（选登）：

我的阅读史
任珏方

在初冬的一个夜里，静静回忆了下我
的阅读历史。看的第一部小说叫什么，已全
然忘记。但书的样式还记得，是由报纸上的
连载剪下装订而成。做这件事的是我父亲。
父亲爱读书，然后他把这习惯传给了我和
弟弟。我姐也爱读，到如今也是。那时候，我
的小学已快上完，但成绩不好。每天一早被
父亲逼着起床背书，父亲视之为笨鸟先飞。
父亲先是为我的学习担忧，随之又为我把
时间花在阅读上而担忧。很明显，他在摇
摆，最终他败给了他的文艺之心，不仅继续
提供报上剪下的小说，还为我们兄弟俩长
期订阅了江苏版的《少年文艺》。就在那时，
黄培佳、程玮、周少芬三个女作家，通过这
本杂志深深影响了我。

父亲从人造革包里拿出杂志时，我和
弟弟的眼睛都会一亮。爱不释手，这词用在
那个情景里，一点也不过。我们珍惜阅读机
会。那时，我母亲已经离世。父亲带着三个
孩子度日。有时候，姐姐将午饭烧滚，揭开
锅，里面只有沸腾的水，没一粒米。外出借
米的父亲还没回来。生活可见有多拮据。在
此情况下，父亲还能为我与弟弟订一本杂
志，我们怎么会不珍惜。后来，阅读给我们
带来了惊喜，给父亲带来了骄傲。在县里学
生作文比赛中，我拿了初三组第一，弟弟拿
了初一组第一。

当语文老师的父亲，馈赠给了我最好
的人生礼物——阅读。我感谢他没因为我
的成绩不好而打断我的阅读。这有多重要，
从我活到现在的人生轨迹就可以看出。

进入高中校园，离开了父亲，我开始全
新的阅读里程。我就读的中学在一个镇子
上，风带着泥土的芬芳，能够从镇这头直吹
镇那头，其间自然刮过校园，校园文化气息
薄弱，我只在学校食堂的东边找到一个很
小的图书馆。很快把里面的图书看得了无
兴趣。于是开始将父亲给的生活费一点点
攒起来，订阅《小说选刊》。每月一本，带来
一顿文学盛宴。为此，有幸读到了莫言、张
贤亮等人的经典中篇小说。这本杂志，加之
《小说月报》，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成为我
的必读杂志。一直读到觉得上面有些小说
我也能写时，我开始了小说创作生涯。

青年时代到来，我对未来的不确定，充
满期待和憧憬。这种多方位的感悟与假设，
左右了我的阅读。我被英国女作家吸引住
过，连续读了《傲慢与偏见》《理智与情感》
等书。温暖，像被春天的阳光照着，心头有
东西在萌芽，蠢蠢欲动。阅读感觉如斯，还
被《约翰克里斯朵夫》震撼过，开卷的浩荡
江水声，至今还在脑中回响。也喜欢中国古
典作品，唐诗宋词尤其喜欢，看到不同版本
的就心痒痒。那时，诸子百家的作品让我叹
服，竟然能够让文字如此精妙简练地待在
应该待的地方，增删一字皆不能。在京工作
期间，被夸有古典功底，我脸微微一红。被
古典熏陶，主要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也喜欢
冷门，像美国嚎叫派的作品，曾为金斯堡诗
歌中对一根手指的描述而激动不已。世上
怎么有这样铿锵澎湃的描述！我差不多要
叫起来。《猫》《春梦》等日本作家的作品，也
是在二十岁的年纪时读的，自然很是喜欢。
在这个年龄段上，我阅读量大且杂。那时，
我已有异父异母的兄弟，他在部队，每年黄
梅天后，我和弟弟要去帮他晒书。一大包一
大包的书，让我们兄弟俩都很兴奋。不仅能
够读，还被允许每次带一两本回家。读多
了，看多了，撑大眼眶，就形成自己的阅读
观念：每一种文体，每一个作家，都是文坛
一朵花，不能说这朵花好看，那朵花难看。
也是在这个年龄段，我发表了第一首诗歌。
在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天地》节目中，

主持人海蓉将我的文字

变成了声音。随后，收到全国各地的来信，
多到让我惊讶。

阅读往高深走，是在报社副刊部工作
期间。《尤利西斯》《追忆似水年华》等名著
能够在书店得到，鲁迅、海子、顾城等作家
著作能够全套收下。王小波的《时代三部
曲》一举奠定了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有了
收入，生活再拮据，我也像我父亲一样，在
阅读上不为难自己。在儿子读小学二年级
时，我就迫不及待为他订阅了《儿童文学》。

开始创作小说后，阅读发生了一些质
的变化，由欣赏者变成解剖者——从写作
技巧与方法上对作品进行剖析。在阅读面
上，对西方当代文学关注多一些。有些作品
让我生出冷汗，比如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
红》曾经让我沮丧——难以望其项背。好在
他的《我脑袋中的怪东西》安慰了我，让我
意识到作家与好作品相遇，不是经常的事。

阅读改变生活，就这么讲，显得空洞。但
我的亲身经历，恰恰如此。我这人没什么长
处，愚笨愚笨的，尤其不善人际交往，书呆子
而已。但阅读拯救了我，让我从能读到会写，
交到了朋友，遇到关心我的人，还能一直靠
文字吃饭，这样的经历应该有说服力。

二等奖（选登）：

天堂有座图书馆
毛月香

很长一段时间，我病了。
我的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感觉

紧致的身体一下子变得松散无力，我的大
脑、五脏六腑、血液、细胞一一被掏空，轻飘
无力。我的灵魂出了窍，大脑停止了思想，
心空空如也。浮气、躁气、空虚、寂寞似惊涛
骇浪一波又一波将我吞噬。

我得了一种叫“寂寞空虚症”的病。病
恹恹的我每天拖着空荡荡的躯壳不知道要
寻找什么？白天不想做事，晚上不想做爱，
行尸走肉般浑浑噩噩混过日出又日落。面
前的一大堆山珍海味也丝毫勾不起我的食
欲，每次杯觥交错的狂欢后是更多的寂寞
空虚。因为，物质、肉欲根本满足不了我，然
后我浑身上下每一个细胞却在嚷吼着饥
饿，每一根汗毛都在嚎叫着干渴。

于是，我不得不掏出手机，聊微信，看
新闻，无休无止刷抖音，看火山……我的

“寂寞空虚症”暂时缓解了。放下手机，很
快，新一轮巨大的寂寞空虚卷土而来，我感
觉自己置身于黑漆漆的热气球中，在半空
中漫无目的地飘呀飘，着不了地又找不了
北。就这样，我陷入无尽的寂寞空虚中，像
在空中坐着摩天轮，一轮又一轮不停地旋
转着，一轮又一轮让我不停地陷入自责、不
安、痛恨……

我无聊到点开微信“附近的人”，一会
儿功夫，会有好多好多人跟我打招呼，“你
好！”“早，美女！”“还没睡？”是他们的开场
白，还有人上来就是赤裸裸的“约吗？”“加
个好友，聊聊呗。”最多的一次居然有50几
个人，仅仅是短短的几分钟时间。看来寂寞
空虚无聊的人大有人在啊！

我们这些寂寞空虚的人，一生只能靠
他人的认可来找到自己，那些自欺欺人自
我感觉良好的表面主义能让我们找到幸
福，找到快乐，从而感到了自己的存在。于
是，这种无聊透顶又充满危险的搜索“附近
的人”却成了大家乐此不疲的游戏，大家在
虚拟世界中获得自我存在感。

回想起来，我这个病，大家的病，整个
社会的病，什么时候开始的？物质富裕的时
候，生活安逸的时候？还是电子产品盛行的
时候？我想，都有。最多的时候，还是从我们
丢弃阅读的时候开始的。

这个年代，很多人憧憬物质、名誉与享
受，却很少有人关心自己的内心需要什么。
我们真正需要什么？我想，每个人在他的阅
读中会有不唯一而又肯定的答案。

热爱阅读的人就不会孤独了吗？会。
但，真正优秀的人往往会觉得自己是孤独
的，也会认为自己的优秀来源于自己的孤
独。孤独不等于寂寞空虚，面对孤独的时候
你感到寂寞空虚，那是因为你不够强大和
优秀。热爱阅读的人能够撑起孤独时的那
份强大！

一个人书读得多，他明白的东西就多，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他不会被外界的环境
所改变，不会被寂寞孤独的恐怖所折服，他
把生活中寂寞的时光变成了阅读的享受。
阅读的力量逐渐在他的心里铸造了一个完
全独立于外界力量的王国，他就是他精神
世界里的王者。

我舅舅是50年代的高材生，在那个特
殊时期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和他热恋
的对象在恐吓中精神出了问题。后来，我舅
舅一生未婚，一生清贫，一生豁达。一般人
理解不了我舅舅是靠什么力量忍受精神肉
体的折磨、人格尊严的侮辱和一生时光的
孤独的？其实不难理解，看他满屋子的藏书
你就会知道了。阅读的力量支撑他内心的
信念，让他度过那段非人的岁月和一生孤
独的时光。

阅书、品茶、吟诗、抚琴、作画曾是中国
古人的几件乐事。读书已被融入到古人的
生活当中，并且乐此不疲。“书卷多情似故
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眼前直下三千字，胸
次全无一点尘。”是阅读滋养了我们的性
情，让我们心灵宛如秋雨中的池水，逐渐丰
盈。阅读就像母亲的手，在黑暗中牵着我们
找到光明。在阅读中我们能够自我创造一
种境界，引导自己进入某个特定的时空，与
自己的过去、现在、未来对话，真正拥有自
己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阅读的自己不平庸，不会被功利而被
动的谋生态度所折腰。不平庸的你会感慨
外部世界的精彩、人类历史的厚重、生命涵
义的丰富。照镜不觉面目可憎，对人言语亦
有味。这种不平庸是阅读的浇灌给你的，是
书籍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
的。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不平庸的你
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想要的天高和海阔，这
是阅读的功劳！

阅读的意义很多人都会高谈阔论几
番，但在这浮躁的社会，又有多少人还在认
真坚持着？我们对孩子赶鸭子上架般培养
阅读兴趣，却不知当阅读成为一种任务而
不是习惯时，是整个民族的可悲。

当全世界都在关注某国拿了多少个诺
贝尔奖时，我们却在关注一个艺人偷税漏
税多少个亿的可耻。人家国家怀着对科学
知识无比尊重的态度在培养下一代，我们
国家下一代的理想却是争着当明星、当网
红。娱乐至死，无声无息，国将不国。痛心沉
思，是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我们太过追求
金钱、名利和享受，获取知识的目的也是为
了追求这些。很难有人再去享受慢阅读的
快乐，知识也变成了速成化，电子产品的便
捷代替了书本的墨香。殊不知，快餐的危害
不止是没有营养可言，长时间还会伤身。

扪心自问，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完一
本书了？到处是玩手机的低头族，玩着玩着
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灵魂。现如今，中国
的阅读量瞬间被日本、德国、犹太人秒杀。
虽然我们提出了“全民阅读”的口号，开放
了图书馆，增设了零零散散的图书屋，学校
推广了“家校共阅读”，开展了“阅读促进
会”。但是，阅读不是口号，不是任务，不是
作秀，而是能够真正走进我们心灵，丰富我
们的精神，装点我们的灵魂的日常习惯，就
像吃饭睡觉。你若一天没看书，都会感到失
落、空虚、局促不安。

一个民族的阅读，得从让孩子真正爱
上阅读做起。让孩子爱上阅读，我们怎能不
阅读？言教不如身教，身教不如境教。当整
个民族皆在阅读，这个民族就有了精神，有
了灵魂。

努力放下手机，一本好书，一杯绿茶，
一方心静，感觉自己又飘了起来。这次的飞
舞和早段时间失去灵魂的轻飘飘不同，是
自我的放飞。

我看到了天堂有座图书馆，通往天堂
的阶梯是用书籍铺垫而成的。

流水淘沙
秦曼村

文字，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
承载我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就注定要以
其无限的魅力，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书
籍，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会成为我
们人类最亲密的朋友，因为它记录着斑驳
的岁月、历史的风尘和千年的绚烂，记录着
我们人类智慧的结晶。所以我从小就爱上
了文字，爱上了读书，也因此而热爱生命，
热爱生活，热爱世间的万物。可是，从古到
今，书籍之多浩如烟海，谁也无法终其一生
而读尽天下书籍。所以，我们只能在短暂的
人生中凭己所好、据己所需撷取那书海中
的浪花一朵朵。岁月长河，滚滚书籍，人生
百年，沙里淘金，读书就是要从中获取真知
灼见，使我们更加优雅和充实，更加豁达和
睿智。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童年读书，读趣。读了书我才知道，世间万
物无不充满趣味。《十万个为什么》《大不列
颠百科全书》让我的童年变得五彩斑斓起
来，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
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
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那里了。书，开阔了我
的眼界，童年的我在书中寻找那世界的源
头，探索那亘古永恒的智慧，也让我知道一
个人要走出自己的人生。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
少年读书，读奇。读了书我才知道，我们的
世界是多么的渺小。我一头扎进《宇宙索
奇》，我的目光被引向了宇宙深处。原来地
球的大气层有1000千米以上；原来地球自
转的速度每小时有1700公里；原来当物体
运动的速度接近光速时，时间真的会变慢
……书中无穷无尽的知识，激励着充满好
奇心的我不断去探索，因为我知道好奇钟
情于科学奥秘，能使我带着愉快的状态，期
待知识的赞赏，能使我的未来拥有学识丰
富又快乐的人生。

“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
青年读书，读志。读《二十四史》让我知道
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
帆济沧海……本以为自己将在三尺讲台上
默默无闻地度过一生了，可历史上立志成
才的故事激起了我的斗志，让我萌生起了
写作的念头。于是，在工作之余，我拿起了
笔，写下我青春的梦想、爱情的甜蜜。渐渐
地文章得到了发表，虽然只是些许的稿酬，
但我知道只要倾情付出，就会有收获。或许
收获的不是金钱财富，但以书籍为伴，志存
高远，却能让我成为精神上的富翁。

“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
中年读书，读悟。曾国藩有言：“不责人小
过，不揭人隐私，不念人旧恶。三者可以养
德，亦可以远害。”面对错综复杂的人际关
系，人到中年读了此句才悟出其真谛：要修
身养性，培养自身的美好品德，才能受到众
人的尊重，也才能远离小人的迫害。读书，
亦让我做到了“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
落；去留无意，望天空云卷云舒。”亦让我懂
得了珍惜生命，才不会虚度自己的一生，才
会让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活得精彩，使
生命的内涵得以丰富，人生得以充实，生命
得以绽放出光彩。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如今读书，读真。虽然偶尔还会有“聊发少
年狂”的冲动，但看看镜中的丝丝白发，还
是感叹岁月不饶人。初冬的阳光下，坐在窗

前，泡一杯清茶，我静静地打开了《菜根
谭》，对里面的每字每句细细品味。“贫得者
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我也曾迷失
在物质的欲望中，不断渴望得到更好的物
质条件，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心永不能满足，
日子也因此过得浮躁而虚华。读书，让我知
道了，物质的追逐是没有止境的，只要拥有
幸福家庭，哪怕生活平凡，精神也是快乐
的、富足的。

书启迪智慧，传播知识；书表达情感，
记载历史；书给人力量，催人奋进。书中的
悲欢恋情，如激弦，如幽曲，掩卷犹余音颤
袅；书中的奇句妙语，如泉涌，如露凝，读起
仍口角噙香。书籍是长河，真知是沙金，于
是，我在书籍的长河里，淘取沙金，在心灵
珍藏，觅几朵奇葩，细细品味那亘古的芬
芳。

三等奖（选登）：

一本书一生缘
陈祥渝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城区白云街
中心小学读书。一、二年级时，放学后最开
心的就是和几个小伙伴爬在弄堂口和马路
边的地下打弹子玩。上三年级时，在本校当
老师的大嫂送给我一套新书，名叫《森林
报》。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书里的故事很
好玩哦！你就慢慢看吧！我如获至宝，第一
天翻了翻，虽然好多词语很生疏，但被有趣
的插图和故事的梗概迷住了。《森林报》并
非报纸，而是一套图文并茂的书，中文版将
其编为春、夏、秋、冬四册。作者是二十世纪
俄罗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比安基。他采用
驻森林记者发布新闻报道的形式，用生动
活泼的语言讲述森林中春、夏、秋、冬发生
的形形色色的事件，将森林中的护林员、老
猎人、白桦、云杉、驼鹿、云雀、丘鷸……各
种生灵的的生活表现得栩栩如生，令人神
往。同时，还向读者介绍如何去观察和发现
大自然的奥秘，使小读者在轻松愉快、充满
情趣、充满想象的阅读中激发起对大自然
的情感和对祖国山河的热爱。从此，我疏于
打弹子了，而喜欢上了《森林报》，平时做完
作业，就捧着它翻来覆去地欣赏。后突发奇
想，要是能亲自到森林中去走走看看该多
好啊！于是，每逢星期天就跑到城内的河埂
和城外的土岗，还有练湖的小树林去寻寻
觅觅，可至多只听见鸟鸣蝉噪，难得看见野
兔和刺猬，更没有发现类似《森林报》中讲
述的精彩事件，未免惆怅。可一想，这是因
为树林太小了。一次，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是“我的理想”。我毫不犹豫地写道：长大了
要去访问大森林，当探索大自然的探险家。
十二岁，小学刚毕业，恰逢进驻丹阳的一个
地质物探大队招收勘探队员。我高兴得不
得了，心想，勘探队员跋山涉水，穿林海，过
草原，不就和探险家、森林记者一样有趣
吗？于是，我瞒着家里，哼着当时流行的《勘
探队员之歌”：“是那天上的星，为我们点燃

了明灯；是那林中的鸟，为我们报告了黎明
……”到物探大队去报名，人家笑了，嫌我
年纪小，不收。美梦破灭了，可向往大森林、
探索大自然的痴情与日俱增。

光阴荏苒。六十年代初，国家精简城市
人口，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报名了，
目的地是嘉山苗圃，吃住就在有近千年历
史的嘉山寺。听带队的介绍：苗圃就是种树
苗的，和各种树木打交道。嘉山风景优美，
满山青松，鸟语花香，还有果园，野鸡野兔
出没其间。我暗自高兴，以前在城里最远只
去过练湖的小树林，这下可以去山里的大
森林探险了。

天有不测风云。不久，“文革”的狂风也
刮进了山中古刹，人心混乱。可我有一帮忠
实的伙伴默默地作为我的精神支柱，这就
是一直珍藏的《森林报》，还有鲁迅的小说、
散文和《郭沫若杰作集》《历代游记选》《中
国文学史》《唐诗三百首详析》等书籍。平时
休息，我总习惯地带上书，爬上山，仰看蓝
天白云，坐听松风鸟鸣。看书背诗，打发时
光。

要说人生好多事还真是可遇不可求。
由于我好读书，又不忘钻研业务技术，1979
年，我被选派到省里学习培训，参加“文革”
后第一次全国森林资源调查。森林资源调
查，就是对林木和林地、林区内的野生动植
物，包括微生物及其他自然环境因子实地
踏勘、仪器测量、登记造册。其目的在于弄
清楚国家森林资源面积、分布、种类、数量、
生长状况；了解其自然变化规律，为国家制
定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为生态环境建设、保
护、利用提供第一手资料。作为森林勘测队
员，爬山越岭，穿林海，跨溪流，冒酷暑，淋
暴雨是平常事。我还曾有过独自在山中跋
涉，深夜敲门借宿民宅的囧事；有在山中断
垣残壁的古宫观里和老道长品茗问道的雅
事；还有过探访“仙人洞”，考察号称千年白
牡丹的趣事。现在想起来，我少儿时被《森
林报》所陶醉，立志将来当“探险家”和“森
林记者”的理想还早就实现了呢！

英国伟大的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说
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
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
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我今生无缘踏进正
规大学门，但一直将爱因斯坦的名言：“人
的差异在于对业余时间的利用”作为座右
铭。我从小怀揣“森林梦”。几十年来，一度
在家庭生活窘迫的状况下也未放弃与书籍
为伴，以阅读为乐，以学习为荣。多年来，我
在园林专业上获得了一些成绩和荣誉。但
我明白，这是与我长期坚持阅读，提升人的
综合素养分不开的。正如陆游说写诗：“功
夫在诗外。”

岁月不饶人。2003年，我从挚爱的园林
工作岗位退休了。这样也好，因为我还有好
多珍藏的书在工作期间没有时间细看，从
此可以尽情享受了。陆游说过：“读书有味
身忘老。”我确实体会到退休后保持阅读习
惯，勤于思考，与同道交流，能给人带来新

的生命活力，升华新的人生价值。说实话，
有时候，还真有点童心未泯的感觉呢！回味
今生，虽然读了一些书，但启迪我热爱大自
然，牵引我走上园林之路的正是《森林报》。

今年，我的小外孙上小学三年级了，我
打算送件礼物鼓励鼓励他。时代不同了，现
在的孩子都喜欢电脑游戏。为了启迪他的
新思维，我决定买一套《森林报》送他，可书
店缺货。我忽然想起我的大外孙上小学时，
我曾送给他《森林报》。于是，我向今年刚考
上大学的他说明情况，索回了那套书，转送
给小外孙，并在扉页上郑重地题上：“多读
书，爱自然，学知识，用科学。”

书与我
韦朝霞

小时候，书于我的概念就是小人书和
教科书。

教科书，每日老师授课必讲，于是每日
必翻，是一种机械性的“读”，然不得不下
苦功夫读。虽“读”得不快乐，但每每取得
好成绩，还是能乐在其中。

阿拉伯数字充斥的数学书最能引起我
的兴趣，一个个蝌蚪似的符号总是让我产
生无限的遐想。1斤糖、2斤桃子……我似
乎尝到了那甜得发苦，却依然让我心心念
念的冰糖块；似乎看到挑着担子，满村吆喝

“一斤麦子换一斤桃子”的农民阿伯；似乎
听到自己咬着脆生生的桃子发出的咂嘴
声。甲、乙两地相距 5千米，小明和小华分
别从甲乙两地相向而行，甲每小时行进的
速度是乙的 1.5倍……这些表述和数字在
我面前幻化成真实的场景，在完成数学计
算后，我和同伴相约把这当作游戏去进行，
用脚步去测量，用心灵去感受。此时，他们
再不是枯燥乏味的数字，而是一个个富有
生命、充满活力的精灵，我徜徉期间，与他
们嬉戏玩耍，自是别有一番乐趣。由于喜
欢，并且认真，数学一直名列前茅，最终赢
得班主任嘉奖的两本《数学附加题集》，从
此对数学类书更是情有独钟。

小人书，似乎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孩子
唯一的课外书，无需宣传，早已在同学间来
回传阅，入手的时间都是以课次计算的，不
得不挤出一切时间阅读。流连于精彩的情
节，总是偷偷地翻阅，午睡课沉醉其中，疑
为无人之时，惊险处唏嘘有声，搞笑处痴痴
傻笑，直至被老师收去才恍然惊觉。

文学书，对于小时候家境贫寒的农村
女孩来说是奢侈品，因此没读过什么有营
养的书。

初中毕业进城读书，有机会去逛逛新
华书店、丹阳图书馆，穿梭在鳞次栉比、整
齐划一的书架间，有种刘姥姥进大观园的
感觉。也不知道自己该读什么书，徘徊书海
中，就像一个适婚女孩在众多应征男孩中
甄选合适相亲的对象，看到标注着“中外名
著”字样的厚本本，怎么也喜欢不起来，总
是敬而远之。原来读书这种事，也讲究一见
钟情。手指拂过一行行的图书，眼光停落在

一本本薄薄的《读者文摘》上，拿起一本随
手翻了两页，竟然就喜欢上了，一篇篇短小
却有内涵的文章正好就适合我这种无心读
书的人。也是机缘巧合，自从自己成了班上
的图书发行员，同学们订阅的各种书籍杂
志都从自己手里经过，碰到感兴趣的就向
同学借来一读，印象最深的好像就是《演讲
与口才》和《读者文摘》，后来我一直订阅，
不间断。平时看到同学买的什么武侠小说、
言情小说，也偶尔借来读之。慢慢地，自己
读的书多起来，但很杂，正规的名著还是一
本没读，知识这般浅陋，应是令人嗤之。

丹阳书城建成后，有时候得到一些购
书券，就去挑选一些自己喜欢的书。我是一
个凭感情读书的人，全靠自己的好恶去选
择，“渊”“博”皆与我不沾边，也许没有文化
也是一种快乐。直至不惑之年，经历人生诸
多变故，内心无处释放，总想付诸文字倾诉
一二。恰遇一批文学之友，欣然交往，为打
发寂寥的时光，在他们的推荐和“强迫教
育”下一年竟读了十几本书，当代经典小说
居多，一番沉醉，方觉个中滋味，虽不至不
眠不休，但确实沉迷。《活着》中福贵虽努力
活着，但现实是复杂和残酷的，命运不可抗
拒，生活充满酸甜苦辣，就算被时代裹挟得
无法喘息，但依然得撑着勉强活下去。心绪
随着书中情节跌宕起伏，随着书中人物悲
喜于形，从文字中得到了一种灵魂上的涵
泳与自由自在，和一种被了解、被同情、被
接纳的感受。

朋友推荐的书，大多一鼓作气读之，但
依然有些好书不喜欢，《静静的顿河》只读
了几十页，就一直静静地“睡”在床边；《列
夫托尔斯泰文集》也只是粗粗浏览就泰然
地束之高阁。

不为成功而读，只为读书而读，全凭兴
之所至，一卷在手，悠游其间，这样读书，我
喜欢。书，对我来说，是朋友，而不是严师。
读书，对我来说，是谈心，而不是受教。享受
与作者灵犀相通，莫逆于心的那点乐趣，抛
开那些被迫为应付考试而“读”过的书之
外，在这几年中，伴随着我的，大多是一些
人世悲欢篇，文字不追求激荡，但却直逼人
心，情感重得摧人心肝。故事娓娓道来，我
成了这些书静静的倾听者。它们都是我的
朋友，为我解闷、解惑，和我融洽地做着心
灵上的款谈，逗出我的泪与笑，激发我的爱
与恨。也使我在无形之中，对人生变化，多
了一番会心，使我在那段暗淡的日子中坚
持下来，摆脱了苦痛的牵绊，走出了人生的
灰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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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孙安琪 05专版2019年4月15日 星期一

校对：孙安琪 04专版

主办：丹阳市文体广电和旅游局
丹阳市阅读促进会

承办：丹阳市图书馆
丹阳市作家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