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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
就是“和你在一起”
——
—评《致D：
情史》兼忆祖父母
!赵景阳

书不厚，除开序言，内文不过75页，这是一
位84岁高龄的丈夫写给身患癌症、不久于人世的
妻子的一封情书。是啊，一份情书能有多长呢，但
这份情书写得真挚，真挚到令人动容。或许是因为
我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所以才让我看到了一份对生
命和真挚爱情的尊敬。
看这本书是在年前，那时我的祖父罹患肺炎住
进重症监护室。因为每天的探视时间只有固定的半
个小时，祖母总是早早就候在监护室门口，等门一
开就进去，不为别的，只为给祖父按摩身体、陪他
说话。看到两位老人手拉着手时，我被结结实实地
感动了。
我想，当两个人相濡以沫走过了那么多年，
“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悸动早已不在，爱情也已蜕

的推移，两个人的成长和变化，灵魂深处一点点的
变成了亲情。他们执子之手，彼此扶持、照顾、体
融合，便为这么多年的相濡以沫，添注了更丰富的
谅、尊重、信任，生儿养孙，照顾家庭，相伴度过
那么多年。等到儿子们都成人，有了自己的家庭， 内涵。
这实在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啊。就像书中老年的
他们才可以真正再次享受自己的二人时光，无奈岁
作者高兹开始怀着巨大的感恩和一点点的羞涩，含
月无情，他们都已老去，夕阳西下，暮年之时才猛
情脉脉地回忆曾经和爱人一起走过的历程时，那份
然发觉，早已就无法离开身旁的这个人。
在时光涤荡之下的淡然和平静，让人感动。那种带
这本书就写在这样的时刻，爱妻即将离开这个
世界，作者高兹为她写下了字字啼血的文字之后， 有浓浓情意的叙述，不着痕迹的描写，源于一位老
人即将离世时，最后的回忆。那种回忆，没有了最
选择自杀离世，以一种惨烈而又悲壮的方式，和自
初的激情，没有了少年时的冲动，有的只是淡淡的
己的爱人一起携手离开。
温情。
记得有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是独自一人来
我们都是贫瘠的动物，渴望爱，渴望被爱。我
到这个世界上，最后又独自一人离开这个世界。”
也许是作者怕有这样的结果，怕自己的爱妻孤单， 看完这本书后，想了很多，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家
才要和她一起离开。当我读完整本书，合上书页， 人，想到了祖父祖母，想到了许许多多的家庭。这
个世界的构成，最根本的源头是爱——
想起才离世不久的祖父，心中百感交集。
—是因为爱，
我相信，无论是在世界的哪个角落，永恒的爱
组成一个个的家庭；一个个的家庭，组成了一个个
情都让人歆羡。但是，爱的存在不一定就是永恒的
国家，这个世界才会完美。而更多的时候，我们觉
美好。在我的记忆里，我的祖父祖母也会因为一点
得自己没有爱，那是让别的物质蒙蔽了自己的双
鸡毛蒜皮的小事而争吵，譬如，碗没有洗干净了、 眼，其实，我们都活在巨大的爱中。
菜做得咸了、买这个东西不合算了等等。就连书中
那一日，我在祖母家，祖母抹着眼泪对我说：
的高兹都想过：“两个人过日子，是不是比一个人 “好端端的一个人，怎么一感冒就走了呢？老头子
还要孤单？
”
可想活着呢，他订的报纸都还没看完呢……”
的确，两个人最初选择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
我潸然泪下。我走到窗口看着院外的绿树萌发
两情相悦，不仅仅是因为彼此有一种好感，而更多
新芽，想着多年之前初次相遇的少年少女，他们走
的是他们有着可以沟通的余地，彼此信任，就算一
过了那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他们彼此搀扶走到了自
方闭着眼睛向后倒，也会觉得安全，因为他 （她）
己的暮年，他们紧握着彼此苍老的手……
知道自己的身后永远有一个人搀扶着他 （她）。
我的脑海浮现一个古老的问题——
—什么是爱
而在组建了家庭之后，爱情就会渐渐退为其
情？这个问题，众说纷纭，答案有千万种。但有一
次，对彼此的责任、对下一代的责任就会成为重
—爱情，就是“和你在
种，估计谁都不会反对吧——
点。而爱情则是维系这个家庭的原动力，随着时间
一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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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书
虽已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推荐书目： 《谢觉哉家书》
作者：谢觉哉
推荐人：胡勇
《谢觉哉家书》 收录了
谢觉哉自1919年至1965年
间写给家人、友人和家乡
干 部 群 众 的 书 信 ， 共 115
封。这些书信能够保留至
今，实属不易。家书中除
了关于子女教育、家风修
养的话题之外，还涉及诸
多历史人文与家国往事，
是一本常读常新的佳作。
谢觉哉作为人夫人父，他
的心田时时荡漾儿女情长；
作为游子，他也默默关注
家乡的父老乡亲及社会发展。同时，家书中也体现了谢觉哉
作为共产党人的坚持原则和铁面无私。
谢觉哉对子女的教育既温情如水又严厉如铁。谢觉哉的
儿孙辈人丁兴旺，家乡亲友众多，他常告诫他们“行行出状
元，一切事情，只要努力，用心做好，抛弃旧的不好的习
惯，没有什么做不好”
。
谢家是当地的书香与耕读之家，但在谢觉哉看来，读书
是为了“更加善于劳动生产”，打破了旧时代读书是人生唯
一出路的想法。谢觉哉认为，职业无贵贱，能自食其力才是
正道，即使做农民也很光荣，绝不能依靠父荫得到任何照
顾。他对女儿冰茹说，无论做什么工作，“自己总要出力、
用心才好”。无论对追随他步伐参加革命的谢放，还是在家
乡从事教育的谢子谷，或是做其他行业的女儿，以及那些孙
辈，都要求他们做“有志气，能自立的人”
。
全书百余封书信，纵贯近半个世纪，集亲情、乡情于一
体，也从一个家庭的变迁映射出一个时代的动荡与革新。

两颗出世的心，一段桃源之爱

人中之杰，
词中之龙
——
—《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词》读后
◆郑建钢
《众里寻他千百度——
—辛弃疾词》 （以下简称
《辛词》） 一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恋上古
诗词”系列丛书之一。作为出版界的“国家队”，
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向十分重视普及和推广我国源
远流长的古代文化。从2008年开始筹划“恋上古
诗词”系列丛书以来，该系列丛书销路一直很好，
其中好些书已经断货。今年初，随着中国诗词大
会 （第二季） 的惊艳登场，全国范围内掀起的读
诗、学诗和写诗热潮。为此，今年1月，人民文学
出版社再版“恋上古诗词”系列丛书。这次推出
的版画插图版，加大了字体，增加了页码。古色
古香的插图，大号的字体，无论男女老少，阅读
起来都饶有趣味。
词是宋代文学的代表，宋词则是继唐诗以后
我国文学的又一座高峰。而辛弃疾的词，毫无疑
问宋词中的翘楚。辛弃疾不但是词人，更是一个
政治家、军事家。南宋理学大师朱熹在 《答杜叔
高书》 中写道：“今日如此人物，岂易可得！”就
连康熙皇帝都十分推崇辛弃疾：“君子观弃疾之
事，不可谓宋无人矣，特患高宗不能驾驭之耳。
使其得周宣王、汉光武，其功业奚止是哉？”辛弃
疾主张抗战、恢复中原，却没有得到南宋统治集
团的重视，反而不断受到投降派的排挤，一生坎
坷，郁郁不得志。他胸怀激愤、壮志未酬，寄之
于词，成就了中国文 学 史 上 的 一 番 伟 业 。 正 如
《稼轩词序》 所说，辛公“果何意于歌辞哉，直陶
写之具耳”
。
东坡词和稼轩词，是宋词的两座里程碑。从
苏东坡的“以诗为词”，到辛弃疾“以文为词”，
不只是词风的转变，更是词的领域的开拓。这种
变化，既易于表达对南宋小朝廷苟且偷安的抨击，
也更能够表达“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愤懑、
抒发立志恢复中原的强烈渴望。因此，辛弃疾在
词中大量引入经史百家的典故，增强词的表达能

力。用典多，既是辛弃疾词作的特点，同时也是学
习理解的难点。向诗词爱好者推介古诗词，首先要
解决的，是文字和典故方面的障碍。这些障碍一旦
扫除，词的疑点难点就会迎刃而解，词的精髓就能
一览无余。
《辛词》 编著者郑小军，系浙江传媒学院教授，
专攻词学，颇多建树。 《辛词》 是他词学研究的第
三部力作。考虑到各类读者的需要， 《辛词》 的编
撰原则是“以多数读者相对容易接受、欣赏为度”，
这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恋上古诗词”的主旨，也
是向广大读者普及和推广古诗词的需要。因此，
《辛词》 在编撰上颇具匠心。首先，精选辛弃疾词
110首，占稼轩词总数六分之一强，选词尽可能兼
顾各种题材类型、多种艺术风格以及不同时期的代
表性作品，同时也考虑作品的可读性。其次，注释
部分，对词中掌故、语典、名物、人物、职官、地
理、疑难字词等等，逐一出注，并根据需要，作疏
通串讲，解决了文言阅读的困难。第三，每一首词
都进行较为详尽的解读，介绍作品的相关背景，简
要分析作品内蕴与创作特色，间引历代学者相关评
语，以供读者参考。
除此之外， 《辛词》 的很多注释包涵了现代掌
故，拥有许多独此一家的第一手资料。比如，湖畔
诗人汪静之曾经告诉 《辛词》 的编著者，其代表作
《过伊家门外》：“我冒犯了人们的指摘，一步一回
头地瞟我意中人；我怎样欣慰而胆寒呵。”就是受
到了辛弃疾的 《鹊桥仙·送粉卿行》 的影响。
再比如， 《木兰花慢·可怜今夕月》 的解读中
写道：词人以 《天问》 体入词，专赋送月，已属创
举，至于综合神话传说，放纵想像，驰骋思绪，间
有惊人发现，比如大胆设想此处月落西方时，彼处
正月出东方，暗合近代天体学说，较欧洲哥白尼、
伽利略早三四百年。故王国维 《人间词话》 赞稼轩
此词曰：“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

家密合，可谓神悟。”1964年8月，毛泽东与周培
源、于光远谈哲学问题时也曾指出：辛弃疾 《木兰
花慢·可怜今夕月》 和晋张华 《励志诗》 中“大仪
斡运，天回地游”都包含着地圆的意思。编著者如
此旁征博引，大大拓展了词的解读空间，使读者获
得多方面的资讯和启迪。
《辛词》 经过精心策划安排，哪怕只是具备中
学甚至小学文化，哪怕是第一次接触辛弃疾词作的
读者，也能够毫无障碍地阅读和欣赏。
让我们恋上古诗词，需要一本书、一套系列丛
书的引导。希望有更多的专家学者以他们的潜心研
究，提高公众学习、欣赏古典文学的水平，从而使
学习中国古代文化蔚然成风。

当时只道情深，奈何此生缘浅

大地和母亲，
失落与寻找
——
—读莫言《丰乳肥臀》有感
◆魏益清
幸的是最终都难逃横死于政治漩涡之中的命运，
母亲是一个绕不开的喻体，莫言的 《丰乳肥
可谓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
！
臀》 便塑造了丰满的大地之母形象。莫言将普通
显而易见，莫言笔下的母亲形象，将广大女
人物的平凡故事进行陌生化处理，从而把平常转
性的美好品质皆叠加到了一起，与脚下深厚的土
为奇崛，对特定历史阶段的故事赋予历史的深沉
地、多灾多难的民族国家具有某种同构关系，对
厚重感，引人遐思，并通过对共性的揭示，让我
母亲的礼赞恰是可从小处延伸至对整个国家民族
们穿越千百年去寻求民族苦难与救赎的根。
寓言的书写。在近现代中国的涅槃重生中，知识
小说中的上官鲁氏用自己丰腴的身体和宽广
分子在经历了彷徨与探索后，对民族和个人的未
的胸怀，含辛茹苦地生养了九个儿女，甚至对没
来给予的深沉思考，最终还是回归到“大地之母”
有血缘关系的司马粮也疼爱有加。令我印象最深
式的根蒂去寻求答案。
刻的细节是，上官鲁氏在磨坊劳动时像鸟儿一样
古今中外，“大地母亲”这一形象在作品中
吞食粮食，回家后再吐出来，让自己的孩子果腹。
多有呈现，在中国的新时期小说中亦曾形成一股
母爱的伟大彰显得淋漓尽致，让人为之动容。但
热潮。20世纪的中国处于动荡之际，战争的残酷
另一方面，鲁氏沉着冷静，甚至是冷漠，比如她
和国家在探索道路上遭遇的波折，使人在肉体和
对公公和丈夫的死亡只投去麻木的一瞥，为什么
精神上遭受困苦，知识分子在思考历史和现实时
会这样？可想而知，在动乱的战争年代，面对残
不自主地向“母亲”寻求精神慰藉，大地给予了
酷的苦难现实，最基本的吃饱穿暖成为了人们唯
“受困”的作家以张扬才华、铺展思考的舞台。
一的生存追求。
茨威格曾在其小说 《象棋的故事》 中写道：
除了呵护生命之外，莫言笔下的母亲又是苦
难、丑恶、卑污的承受者和化解者。 《丰乳肥臀》 “即使看上去无实无形的思想，也需要一个支撑
点，不然它们就开始毫无意义地围着自己转圈子，
中上官鲁氏幼年父母双亡，寄养在姑姑家，自从
嫁入上官家一直受到丈夫特别是婆婆无端的凌辱。 思想也受不了这空无一物的虚无之境。”因此无论
是作家还是作品中人物的生存，都需要这种皈依
又生养众多儿女，独自把他们拉扯成人，其艰辛
之所。
程度无法想象。鲁氏与饥饿斗争，一次次从死亡
上官鲁氏在悲惨的生活中，身心受到极大创
的边缘走过，有流亡的悲惨，有卖儿鬻女的无奈。
伤，自觉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之时，教堂的一声钟
不光是鲁氏，她的女儿们也都是女中豪杰，但不

推荐书目： 《香草山》
作者：余杰
推荐人：夏小秋
可能，大家都知道王
小波、李银河的书信
集——
—《爱你就像爱生命》，
对 余 杰 夫 妇 的 《香 草 山》
相对陌生。
《香草山》 是一本自传
体爱情小说，以书信集的
形式讲述了男女主人公廷
生、宁萱从不相识到相识、
相知、相爱的甜蜜故事。
但是，这本书，作者并不
是简单地“撒狗粮”“秀
恩爱”，他更像是在故事中
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爱”
“在爱中如何追寻自由灵魂”
。
不少人认为， 《香草山》 里的感情太过于纯净，是太过
于理想化的爱情，是“童话故事”。我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二
十几岁读这本书，被他们的真挚感情所感染，惊叹爱情太美
好；三十岁的现在，再读这本书，虽说逐渐体悟到这是现实
生活中难寻的理想爱情，但依然喜欢它。的确，生活中越是
难能可贵的，越是值得我们珍惜。出轨、为买房假离婚、为
钱财争吵……纷繁复杂的功利社会中，看多了夫妻或情侣间
或背叛，或为利益互撕的故事，再看到 《香草山》 中所描绘
的这样两颗出世的心，桃源般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你不陷
入其中？静下心来读一读 《香草山》，可以帮你洗涤被尘世沾
染的心灵，带你寻找爱情原始的样子，体味人世间最纯、最
真、最美的感情，想想，也是一件幸事。
世事喧嚣，人生寂寞，找到一个良人何其不易，又是何
等幸运。
愿每个人都有座“香草山”
。

响，为她带来了基督的福音，使她忘却了身心的
痛苦，皈依基督后她的精神就多了一种依托。在
司马库被枪决后，上官鲁氏没有走进绝望之境，
她将人的生死比喻为韭菜生长似的断裂和接续，
进而旷达乐观地与残酷的命运进行抗争，不贪生
亦不畏死，要求自己的儿女抬起高贵的头颅。
显然，儒道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已潜移默化地
渗入到民族精神的基因当中。在八路军收复村子
之后，上官鲁氏说她看到了一切。她到底看见了
什么，我们不得而知，或许她亲眼目睹了上官家
族、东北乡土地的变迁和政权更迭的过往，抑或
预见到了它们的未来。
莫言作品中表达的灵魂归趋是诉诸土地、宗
族及其生发影响的文化、精神。关于救赎方式，
古今中外知识分子大多将灵魂安放在土地、宗族、
宗教。三者皆有永恒真理的意味。中国知识分子
习惯皈依前两者，西方人则诉求于上帝。
近现代中国罹患动荡和抗争，作家群体以其
各自的独特视角和体验反省重新谱写了历史，其
目的皆是在失落中寻找精神的依归。人生在世不
过是一个循环圈，从何处来而归何处去。而这一
切都已被现代知识分子解构得分崩离析，成为无
法捡拾的碎片。人类躁动不安的灵魂何时才能停
止漂泊，找到安身立命的归宿？对于这个问题，
还无人给出一个满意的答案。

推荐书目： 《浮生六记》
作者：沈复
推荐人：桐间露落
沈复，字三白，姑苏
人。生于清乾隆二十八年，
卒年无考。既非达官，亦非
名士，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布
衣。若非贡生杨苏补于冷摊
购得他的手稿 《浮生六记》
并于光绪三年付梓，则此书
湮灭于世了。
此书为杨购得时，六记
已缺其二。其余四记，卷一
为 “ 闺 房 记 乐 ”、 卷 二 为
“闲情记趣”
、卷三为“坎坷
记 愁 ”、 卷 四 为 “ 浪 游 记
快”，其中记叙了沈复夫妇23年朴实琐碎的家居生活，凭着
“笔墨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征服了200年间的无数读者。
沈复的妻子陈芸被林语堂先生评价为：“中国文学及中
国历史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
”陈芸与作者尽享闺房之乐，做
菜种花，男耕女织，怡情小钓，逢时休闲，踏青郊游等等，
他们在平凡简朴的生活中追求美好浪漫的生活。
陈芸不得沈父的喜爱被逐出家门，而沈复居然随她离开
了家庭的庇护，以致大半生颠沛流离，却未曾有悔。陈芸身
体不好，又因为触怒了亲人而被逐出家门，后来又被小人欺
侮，终于一病不起，她说：“知己如君，得婿如此，妾已此
生无憾！若布衣暖，菜饭饱，一室雍雍，优游泉石，如沧浪
亭，萧爽楼之处境，真成烟火神仙矣。”一段读来，让人产生
一种莫名的悲伤。一时一地的幸福最迷人，最使人易于陷入
疯狂，但难得是细水长流，是此生爱着，盼着下一世还遇见
对方，成为恋人和夫妻。这就是 《浮生六记》 里的爱情。
陈芸死后，沈复心灰意冷地感叹“恩爱夫妻不到头”，劝
人莫要如此恩爱。
只道情深，奈何缘浅，令人扼腕嗟叹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