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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季羡林留德日记袁愕然于野一塌糊
涂冶使用之频袁例院野地上满是雪水袁一塌糊
涂冶袁野天气仍然热得一塌糊涂冶袁野他学了
一学期袁说袁难得一塌糊涂冶袁野昨晚刚下过
雨袁 凳子都湿得一塌糊涂冶袁野早晨天阴得
很利害袁屋里黑得一塌糊涂冶遥

乍读袁一个尧两个尧三个袁尚不在意袁
四尧五尧六相继入目袁不免皱起眉头袁七尧
八尧九接踵而至袁眼里就喷出火来了袁恨不
能拿笔统统删去遥 待到后面袁看他形容寒
冷尧饥饿尧梦境尧复杂尧疲倦尧泥泞袁以及脑
筋之乱尧生字之多尧风暴之大尧物价之贵袁
全是一塌糊涂袁又不禁摇头苦笑袁想院这位
民国年代的留学生一塌糊涂成癖袁不足与
之计较的了遥
读罢全部长达十年的日记袁 掩卷回

想袁野一塌糊涂冶岂止使用成癖袁简直和他
的生活纠结缠绕成一团袁你中有我袁我中
有你袁亲密无间袁出神入化遥

要要要倔得一塌糊涂遥 1935年 9月袁季
羡林留德袁期限为两年袁若想拿博士学位袁
时间明显不够遥 有没有变通的法子呢钥 有
的袁就是拿中国题目做文章遥 季羡林的清
华校友尧与他同期赴德的乔冠华就是这么
干的遥 乔冠华本科读的是哲学袁到了德国袁
博士论文做的是叶庄子哲学的阐释曳袁中国
人谈庄子袁自然比德国教授牛皮袁结果仅
用一年半就顺利通过论文答辩遥季羡林本
科读的是西洋文学袁长于德文尧英文袁如果
想在两年内完成读博流程袁首选应该是中

国文学袁 其次则是德国文学或英国文学遥
季羡林拒绝走捷径袁 他追求文凭的含金
量袁权衡来权衡去袁最终敲定梵文遥

梵文是印度的古典语言袁也是佛教的
经典语言袁季羡林独钟它野在古代有过光
荣冶遥 然而袁光荣是一回事袁难度又是另一
回事袁接触了才晓得袁季羡林写道院野梵文
真是鬼造的浴 冶野文法变化固极复杂袁最要
命的是例外袁每条规则都有例外袁例外之
内还有例外袁 把人弄得如入五里雾中遥 冶
野左看右看袁 终于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
断开一个字袁自己断开了袁字典上也找不
到遥头有点发昏袁心里像一团火在烧遥恨不
能把书撕成粉碎遥 冶

恨解决不了问题袁换作别个袁就会当
机立断袁改弦易辙遥 季羡林是一根筋袁尽管
为梵文所苦袁折磨得头昏脑胀袁精疲力竭袁
但一觉睡醒袁马上又抖擞精神袁迎难而上遥
更有甚者袁他不仅咬定梵文袁还追加巴利
文尧阿拉伯文尧塞尔维亚要克罗地亚文遥 明
知两年之内绝对拿不下袁仍旧硬着头皮往
前冲袁一副山东汉子的倔脾气遥

要要要傻得一塌糊涂遥 季羡林是书呆
子袁从来不知爱惜身体袁举个例子袁为了省
钱买书袁整天啃干面包袁喝清水袁不是一
天尧两天袁一月尧两月袁十年中的大部分日
子袁都是如此敷衍肠胃遥 一天中午袁他独自
呆在教室袁偷偷啃干面包袁恰值有人进来袁
他不愿让人知道真相袁 迅速把食品藏起袁
然后躲去厕所袁三口两口吞下去遥 食品可
以保密袁健康状况却无法掩藏院不久袁他患
上失眠袁彻夜辗转反侧袁无法入睡袁最厉害
的时候袁四天四夜没有合眼曰免疫力低下袁
稍冷就伤风曰颜面枯槁袁骨瘦如柴遥 周围的

人劝他去医院检查袁查也查不出什么大毛
病袁无非是神经衰弱袁加上饥饿和疲劳遥 医
生建议他去疗养袁季羡林的对策袁你猜是
什么呢钥 他在日记里写道院野除了工作外袁
还能作什么呢钥 工作就有失眠遥 我反正也
拼上了袁你失你的眠袁我偏工作遥 冶

要要要爱得一塌糊涂遥 爱过世的母亲袁
这是季羡林永远的心痛遥 当年袁母亲在世
时袁他八年没有回家袁如今袁天人永隔袁他
后悔不迭遥 野我一想到母亲袁 就止不住要
哭遥 冶他借日记倾诉袁野夜里梦到母亲袁每次
都是哭着醒来袁冶野昨夜梦到母亲噎噎终于
哭出梦来遥 冶

爱远在天边的叔父遥 季羡林能到济南
念书袁到北平上清华袁到德国留学袁多亏叔
父在背后支撑遥 他对叔父的爱袁胜过早逝
的父亲十倍尧百倍遥 有一天的日记说院野吃
过晚饭袁又想到家袁想到叔父袁不由得跪
下袁默祷母亲保佑我得以如愿回家奉事叔
父过一个快乐的晚年遥 冶又一天的日记说院
野看到叔父的来信袁说到家里的窘状袁心里
说不出怎样好袁 叔父在家里苦撑四年袁想
起来便觉得有点对不住他老人家遥 冶1946
年元旦袁他已经到了瑞士袁准备回国袁当天
的日记记载院野昨天夜里新旧年交替的一
霎那袁我自己想试试看袁第一个想到的人
究竟是谁遥 结果第一个想到的是叔父他老
人家遥 我离开他已经十年多了袁我不知道
他现在是什么样子袁我只能和泪虔祷上苍
加佑他袁给他寿考与健康遥 让我承欢膝下袁
把前半生的辛苦抹过去遥 冶

爱美丽的女子遥 这一点袁季羡林并未
遮掩袁我们也用不着回避袁且看他的记录院
野最近每天早晨到研究所去的时候袁 总遇

到一个女孩子袁 最初只注意到她身段婀
娜袁今天在转角遇上袁几乎碰了一个满怀袁
她用眼一看我袁我才注意到她这秋水似的
眼睛袁我的灵魂让她这秋波一转转到不知
什么地方去了遥 冶野吃过早点袁到梵文研究
所去袁今天又遇彼美袁她穿了一身白衣服袁
远望过去袁简直像散花天女袁走到跟前袁我
真有点不敢看她遥 冶野七点下课遥 出来回家
的路上袁 又遇到每天早晨遇到的美人袁她
似乎愈来愈美袁我的灵魂简直让她给带走
了遥 冶
此外还有少女伊姆加德遥 季羡林写作

博士论文期间袁常常请她帮助打字袁接触
多了袁擦出火花遥 1945年 9月袁季羡林决定
回国袁伊姆加德极力挽留遥 当月 24日的日
记透露院野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遥 我真
有点舍不得离开她遥 但又有什么办法钥 像
我这样一个人不配爱她这样一个美丽的
女孩子遥 冶数月后袁当他身在瑞士袁犹念念
不舍院野自从离开德国袁没有一天不想到伊
姆加德遥 现在才知道袁我爱她已经爱到无
以复加了遥 冶明明已经分手袁马上就要踏上
归途袁1946年元旦的日记又写道院野第二个
想到的是伊姆加德袁这宛宛婴婴温柔美丽
又活泼的女孩子遥 我仿佛又看到她把微笑
堆在口角上袁没有一个大画家能画出这种
神情意态袁不只是美袁简直有点神秘遥 噎噎
但我离开已经快三个月袁而且恐怕愈离愈
远了遥 我也虔祷上苍袁希望我们还可以会
面袁而且永远不再分离遥 冶
糊涂啊糊涂浴 野此情可待成追忆袁只是

当时已惘然浴 冶

“一塌糊涂”成癖的人
要要要 读季羡林叶留德日记曳有感

卞毓方

本报讯渊通讯员 夏范兴冤为营造浓厚的读书氛围袁鼓励机关
全体人员将阅读融入工作和生活袁连日来袁县纪委监委组织开展图
书赠阅活动袁通过推广鼓励读书袁优化知识结构袁不断提升机关干
部政治素质和人文素养遥

县纪委监委干部监督室聚焦阅读的广度尧深度尧高度袁精心选
择阅读书目袁 向全体机关干部推荐 叶县纪委监委图书赠阅书目清
单曳袁书目清单涵盖政治理论尧纪检监察业务尧经济历史等多个种类
共计 468种图书袁可谓种类繁多尧内容丰富袁广大纪检监察干部根
据自身读书需求和喜好选择种类名目袁然后填写叶县纪委监委图书
赠阅活动个人拟采购图书清单表曳袁由干部监督室统一订赠遥

县纪委全体机关干部利用业余时间潜心阅读袁 并结合各自思
想实际袁认真撰写心得体会曰定期开展读书荐书交流会尧经典朗诵
等活动袁以书为友尧交流分享尧启迪智慧尧提升能力遥

县纪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袁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袁给我们广大纪
检监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袁希望广大纪检监察干部多读书尧读
好书尧好读书袁通过阅读不断加强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袁为综合素
质的提升打下坚实基础遥

县纪委

组织开展图书赠阅活动

野我养了 100多亩的小龙虾袁非常需要掌握龙
虾养殖技术袁平常除了技术人员上门指导袁其余的
全靠从这些书里自学遥 现在村里书屋相关的书籍
比较多袁有关养殖方面的书籍还配有光碟袁通俗易
懂袁也比较容易掌握遥农家书屋是我们村民致富的
耶文化粮仓爷遥冶日前合德镇耦耕堂村种养大户顾明
亮对记者说袁他是该村农家书屋的常客袁也是看书
找资料受益最大的农户遥

在耦耕堂村农家书屋袁 整齐干净的书柜上摆
满了各类书籍遥该村农家书屋管理员介绍说袁像顾
明亮这样从农家书屋里学知识得实惠的农民有很
多遥在该村袁养殖户几乎都养成了定期到农家书屋
野充电冶的习惯遥 看似不起眼的小书屋带起了该村
的蛋鸡尧水产养殖产业袁在农家书屋的浓厚学习氛
围影响下袁该村村民纷纷发展蛋鸡和水产养殖袁促
进了农民脱贫致富遥

除了帮农民充电尧掌握致富知识之外袁农家书
屋也是该镇聚集人气的野交往沙龙冶遥 该镇条心社
区王学坤是最常泡在农家书屋的野常客冶袁他喜欢
看书报袁练书法遥 他告诉记者袁大人和小孩一有空
闲就往这儿跑袁泡在农家书屋看书尧聊天成了当地
农民新时尚遥 大人来农家书屋更多的是在茶余饭
后袁孩子同样一到假期放学也喜欢往书屋跑遥 野现
在农家书屋很热闹袁来借书尧看书的人很多袁平时
打扑克尧喝酒的人少了袁社区内形成了一种读书重
学的好风气袁人心更上进袁邻里更和谐遥冶该社区负
责人说遥

如今袁农家书屋已经成为合德镇农民用科学尧
闯市场尧奔富路的野粮仓冶袁它就像一盏盏路灯袁照
亮了农民的致富路遥

“文化粮仓”助民富
本报通讯员 韩珍梅 记者 杨向东

野我们村里的农家书屋春节尧
国庆尧五一等法定假日和礼拜天都
不打烊袁在这里看书阅读袁这种过
节的方式非常棒袁也能让孩子们受
到教育遥 冶5月 19日是星期天袁带
着儿子前来看书的四明镇建华村
民王晓娟说袁平时工作忙袁生活节
奏又快袁正好利用节假日静静地读
几本书袁为自己充充电遥

农家书屋的图书汇集政治尧法
制尧文化尧科技尧生活尧少儿等多个
方面袁基本满足村居群众的精神需
求袁真正做到野接地气袁惠民生冶遥同
时袁安排专渊兼冤职图书管理员袁提
供空调尧饮水机尧桌椅等便民设施袁
让群众能够安心尧静心学习文化科
学技术知识遥每个书屋藏书不少于
2000册袁 部分社区还配备电子阅
览室袁 同时在农家书屋配备象棋尧
纸牌等娱乐器材袁让看书的群众既

可以看书袁也可以下棋打牌娱乐袁所以农民朋友来
农家书屋看书的人越来越多遥

野近两年来袁我们的农家书屋及时新设了党的
十九大精神尧 新党章尧 全国两会精神等政治类书
籍袁增添了涉农法律法规类书籍袁满足不同层次村
渊居冤朋友的求知需求遥近几个月袁国家相继召开了
几个重大会议袁时政类书籍也增添了不少袁一时成
为大家争相阅读的刊物遥 同时袁 做到重大节假日
耶不打烊爷袁 免费开放袁 进一步丰富了群众文化生
活遥 2019年春节期间袁全镇农家书屋共接待群众
看书近万人次遥 冶海通镇文广中心主任介绍袁春节
这段时间每天都会有不少群众前来看书尧读报袁闲
暇时间到农家书屋泡书吧已经成为该街道村渊居冤
民的新时尚尧新常态遥

时
政
刊
物
成
﹃
新
宠
﹄

本
报
记
者

李
文
华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蕴
涵着高远的思想、优美的音韵、丰富的哲理、深邃的意
境，是缔造中华文明的宝贵精神财富。虽然历经时代
变迁、世事沧桑，经典文化却始终折射着独有的光辉，
影响塑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彰显出强大
的生命力。近年来，我县大力推进“书香射阳”建设，不
少学校在学生中倡导对国学经典阅读，此举值得我们
点赞，这必将对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产生积极的影
响。

让中小学生在诵读经典文化中加强修身立德。国
学经典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蒙启和道德感召，孔子的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孟子的“得道多
助，失道寡助”，董仲舒的“仁义礼智信”，《论语》中的
“温良恭俭让”，《大学》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等等，都说明德是人之为人的基本。为人，德是第
一位的，品行最重要。对中小学生来说，教师要让学生
通过阅读经典文化，懂得什么是孝道、爱心、宽容、诚
信、谦让，引导他们将品行作为立身之本、做人之基，
从而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提升修养。

让中小学生在诵读经典文化中感悟和谐之美。经
典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和谐理念，弘扬其思想精华，对
于促进社会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不管是道家倡
导“合乎自然”，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还是儒家
提倡“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抑或是

墨家践行“兼爱非攻”思想，谋求天下大同等等，让人
们感受到了和谐的魅力。当前，我们大力推进和谐社
会建设，就是要建立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
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对于学校来说，要通过开展诵
读经典文化活动，把和谐理念融会到每个中小学生心
中，用公民道德规范学生行为，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
滋养，从而筑牢社会和谐的基石。

让中小学生在诵读经典文化中学会勤学善思。学
习是生存之本，好学是成功之基。《论语》中孔子的“三
人行必有我师”、“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阐明了谦逊
好学勤思的道理；《增广贤文》中的“书山有路勤为径，
学海无涯苦作舟”，诠释了勤奋苦学之法……这些都说
明了做人最要紧的是学问、才干、本领。当今时代，新
知识、新事物日新月异，不学习就会落伍，就会被社会
所淘汰。对于学校来说，要通过开展诵读经典文化活
动，引导中小学生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受到古人治
学的深刻启迪，只有通过勤学善思、练就过硬本领，将
来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祖国建设。

用经典文化助力孩子成长
易木

古人云院野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遥 冶
爱书成癖是文人的事儿袁穷的叮铛响袁居陋室袁

饮粗茶袁只要有书在手袁便可喜上心头遥 据说大诗人
陆游就是藏书成癖袁 愿意散尽家资来藏书袁 他的书
野或栖于椟袁或陈于前袁或枕于床袁俯仰四顾袁无非书
者遥 冶因而他把书房命名为野书巢冶袁估计那时的藏书
量可作私人图书馆遥

少年时候袁我的理想便是能当一名图书管理员袁
坐拥书城袁其乐无穷遥 那时袁能读到几本好书实在不
易袁以连环画居多袁生吞个故事情节而已袁没有太大
的文学价值遥 况且没人引导袁看书的时间和心意倒是
足够袁 但却在最好的时间里与古典文学名著失之交
臂袁深引为恨遥

情窦初开的懵懂年龄袁同学间互相交流袁亦舒尧
琼瑶的书袁就成了我们争相传看的爱情宝典遥 漫步在
风花雪月里袁痴迷于情深似海中袁青春里充满了梦幻的色彩曰也看金
庸袁仗剑天下尧生死相许成了心里的暗涌曰夜晚袁三毛的书在我的枕
头下安睡袁梦境里随着她自由的心灵游走在沙漠边缘袁感受她的爱
与忧袁怜与恨袁花开与花落噎噎

长大后袁喜爱张爱玲袁情迷叶半生缘曳袁世均和曼桢的爱情成了心
底的一道伤袁方懂爱情多是身不由已不能圆满遥 后爱严歌苓袁从叶天
浴曳开始袁随她的文字驰聘草原的天际袁身临西藏的雪原袁欣赏海外
的天空袁追忆文革的岁月遥 于她袁历史的沧桑一瞬袁俗世里的儿女情
长袁人来人往皆是故事遥情感和欲望在她的笔下就是切好的菜袁她信
手拈来袁酸甜苦辣咸袁随她的心意调配袁天马行空袁却是意外地好遥
看雪小禅的时候袁像是在看她个人的时光秀遥那么自恋尧鲜衣怒

马尧薄凉的味道遥 她的照片袁床边是一摞一摞的书袁她戴着红边眼镜
在读遥 想来袁没有三更有梦书作枕袁怎能腹有诗书气自华曰不在文海
里蒸煮熬游袁怎能炉火纯青袁自成一派钥

常常在想袁书读得晚了袁就少了慧根袁人也成熟得晚袁总有追不
回的缺憾遥 现在袁常常买书也是为了弥补少年时缺书的遗憾遥 然而袁
正因不缺书读袁反而没了少年时借到一本书时的狂喜袁翻到缺页时
的遗憾袁打着手电筒钻在被窝里熬读一夜的精神遥可惜了一些好书袁
在后宫三千佳丽里没混出模样来袁始终受着冷宫的待遇遥

读书须心平气和袁不深入其间袁不得其深味遥 想当初袁文学家司
马光不仅藏书袁还视书为神遥 他看书时袁不仅要净手尧沐浴袁而且还把
案几擦得干干净净曰书读完后袁还要规规矩矩地放回原来的位置遥

其爱书之心袁非常人能及遥 想来袁爱书是一种情结袁背包里永远
会有一本袁手边永远会有一本袁路上永远会有一本袁那么人生袁还会
寂寞吗钥
记得有一副对联院野茶亦醉人何必酒,书能香我不须花冶遥 说的是

真好遥总有些夜晚袁凭窗细雨夜读书袁细雪纷纷书暖心遥那些时光袁清
影孤灯袁与书为伴袁回首时亦觉养心遥 试想袁如果没有书袁文明沉沦袁
思想混沌袁倒不如及早老去袁红尘有何可恋钥

无数个夜袁一灯如豆袁清茗一杯袁好书在手袁直读到荡气回肠袁静
若一朵莲花袁慢慢在书香里沉睡袁最为惬意遥

彼时袁三更有梦书当枕袁梦里蔷薇处处开袁似乎那梦袁都是安稳
的光阴袁都是静好的岁月袁都是秘而不宣的袁最美尧最快意的时光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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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袁我县通过开
展全民读书活动袁让书香
进社区尧进支部尧进家庭袁
全力打造 野书香射阳冶品
牌遥

上图为射阳经济开
发区陈洋办事处居民正
在农家书屋阅读遥

左图为千秋镇滨兴
村青年正在农家书屋借
阅书籍遥

彭岭 摄

本报讯 渊记者 葛静漪 通讯员 陈延冤5月 18日上午袁野书
香射阳大讲堂冶2019年第 5期主题讲座在江苏省射阳中学报告厅
火爆开场遥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尧博士生导师潘知常教授应
邀作 叶在你最美丽的时候遇见了谁要要要<红楼梦>中的青春岁月曳
专题讲座遥

讲座中袁潘教授以智慧的理念感尧艺术与历史的真实感和流溢
着时代敏锐嗅觉的话语风格袁带领大家走入叶红楼梦曳的画卷长廊遥
以青春为主题袁深入浅出地解析叶红楼梦曳中的主要人物袁细致全面
的诠释了宝玉和黛玉尧宝钗之间的爱情故事袁从探讨人物的青春认
知和青春叙述袁谈到青春的叙述空间尧历史空间与伦理空间袁讲述
了生活在封建伦理文化中的人物如何处理青春期所面对的各种社
会问题袁揭示人性特点中的丰富性尧复杂性尧可塑性遥他鼓励在场的
每一个人做好自我青春的经纪人袁向美丽和美好邂逅袁让青春在最
美的季节里向最美好的事业和未来绽放袁 向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
和价值绽放袁尤其是处于青春期时期的懵懂青少年袁要学会从多角
度考虑去解决自己在青春期遇到的问题遥

潘教授以独特的视角尧鲜活的故事尧诙谐的语言以及新颖的观
点袁让一部野有血有肉冶的叶红楼梦曳重新展示在听众眼前袁赢得大家
阵阵掌声遥

“书香射阳大讲堂”走进
《红楼梦》中的青春岁月

本报讯渊记者 浩杉冤日前袁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的
叶中国新诗百年精选曳 被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遥
我县诗人刘文亚的两首诗歌作品 叶祭奠曳尧叶一条河穿过我的胸口曳
入选遥

叶中国新诗百年精选曳一书袁精选了从公元 1880年至 2003年
出生的诗人袁写于 1917年至 2017年的新诗作品遥全书共收入不同
年代包括胡适尧徐志摩尧郭沫若尧林徽因尧戴望舒尧余光中尧舒婷等诗
人创作的新诗精品五百余首遥

刘文亚现为市作家协会尧诗歌协会会员尧中国诗歌网蓝 V会
员袁曾在全国各级文学期刊和网络平台发表三百余首诗歌作品袁并
入选 2016江苏诗人榜尧叶(文化部)中国文化人才库曳和叶当代诗人大
辞典曳尧2018世界华语作家渊诗人冤年度人物排行榜百强尧2019中华
文化形象大使遥其诗歌作品清新自然尧扎根基层尧贴近生活尧深受喜
爱遥

刘文亚作品入选《中国新诗百年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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