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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楚些的随笔文字是需要学养的! 坦白地

说!我有些吃力" 而且!楚些的文字让人想起鲁

迅先生笔下孤独的雪!鬼精灵般飞来飞去!闪闪

地旋转升腾着!凉凉地落在你带着体温的脸上!

让你一个机灵清醒过来" 这时!你不得不一次次

停下来!感受他那跃动着的思想灵光"

楚些是河南大学文科教授! 从事文学理论

和文学欣赏的教学! 研究方向为当代小说散文

评论!特别专注于新世纪河南小说散文研究" 除

文学评论外!他业余从事散文写作!也曾担任新

散文网站版主!现主持新散文观察论坛"

楚些的这组学术随笔系列
!"

篇!大多是他

早期作品"

就我入之不深的阅读看!这些带着楚些早年体

温的文字!特点有三"

首先!楚些是个严正的思考者!有着高昂的

人生态度"他对国魂#民魂的关注!让人时时感受

到他骨子里的一腔热血和对人世情怀的悲悯"楚

些不玩文字游戏!不含糊其辞!以其锐利的洞察

力表达自己对生活或阅读的发现!表达他的憎爱

和思考" 虽然作为评论家的楚些多是理性的!隐

晦的!但也不难看出他的血气方刚和锐气!他会

从按捺不住的才情中走出来!直抒胸臆"

在$必须遥寄!关于鲁迅%中!他以不容置疑

地口吻说&'鲁迅的精神是不可磨灭的!他的思想

与人格互相映发" (民族魂)三字!可谓切中恳紊

的评语" 即使是在今天的现实中!只要一个社会

还需要正义#良知和责任!就应该面向已经屹立

的思想大山!低下我们虚浮的头颅!然后直面惨

淡!将心比心" *

'凭仗飞魂招楚些*!从楚些铮铮有声的文字

里!所能感受到的是一个热血男儿对国家民族命

运的严正思考!他用激越的灵魂和勇敢的心真诚

地呼唤正义#良知和责任!呼唤'魂兮归来*"

在$推开伯恩斯坦这扇窗户%#$当大话成为

一种本能%等文中!楚些或从现今的文学奖项谈

起! 追溯到伯恩斯坦不避讳年轻时代对文学奖

项的过度热情和虚荣之心!解剖自我心路历程!

到他在接近知天命时对外宣称从此与文学奖项

绝缘!既不参与奖项的竞争!也不再担当评委的

高调退场行为! 揭示出一个作家心智成熟后的

信念的落定"

掷地有声的楚些让我想起篇篇都在明辩是

非的王小波" 王小波在$我的精神家园%序言里

说&'萧翁说明辨是非难! 是因为这些是非都在

伦理的领域之内" 俗话说得好!此人之肉!彼人

之毒+一件对此人有利的事!难免会伤害另一个

人" 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

右未必是公平的 ! 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

的" *而楚些不顾念这些难处!他像中年的王小

波那样背起了明辩是非的责任! 他不惮于前驱

的使命感!在今天这样一个有'立场*无'是非*

的语境中!让人有'壮哉斯言*之叹"

其二!楚些的人道主义情怀" 无论是对文史

或时事的纵论!细腻而又包容的楚些总能站在人

本的立场上!传递着他自觉的平民意识" 对那些

头顶光环的历史人物!他总能从生活#人心#本色

等层面发掘出让人怦然心动的东西!从人性的细

微处一点点剥去历史的层层定格!揭出掩没在历

史深处的人性的光辉" 而对身边一些非常态事

件!他以悲悯的情怀!靠着自己敏锐的洞察不停

地表达自己的质疑和发现!发出自己的声音"

对$作为女子的文成公主%!楚些首先想到

的是她待在深宫中'就被掌握在身后的阴影里*

的命运! 是她为民族国家所做出的自我牺牲&

'一位身处异乡的公主! 一名原本脆弱的女子!

她首先做的可能是掩住自己的爱欲!千头万绪!

实在让她有些心力交瘁! 她无法享受品位生活

的平和!她只能不停地与自己作战!要把小我完

全奉献出去!这对于古代中国的一名女性!是何

等之苦痛" *

$随笔一则%里!楚些透过百家栏目康震先

生主讲唐代八大家之欧阳修系列中的细节,,,

话语的变化!阐述了'物我为一或浑然两忘*才

是最高的语言技巧!也即本色!而这个无技巧却

是逐层深入的结果" 而他对文学和人生的阐释

是!所谓切实于人生!指的是文学向现实发问的

锐度" 并举例说&'左拉对客观物态描写的精细

程度远远超出巴尔扎克! 然而左拉的遗憾在于

他的笔下只有事件! 而巴尔扎克的伟大恰恰在

于!他的笔下是无比深刻而又真实的人生!个人

的人生的起落背后!掩藏的是整个时代的起落"

其三!楚些的文字带有明显的哲思色彩" 随

笔重要的是要向读者传达一个人的思想#体悟#

心得!不断迸发出思想的火花" 楚些笔下的人和

事! 沿循着从世俗生活到文学再到生命哲学的

思维轨迹!总带有思想的印痕"

比如他说!'文化也好! 台球般结实的制度

也好!冷酷的语境中是没有温情可言的!轻烟笼

心事!且又隔着历史的窗户!谁又能看透其中悲

欢离合的故事" *比如他说!'境界这个词!在我

们的文化谱系中!常常是神采奕奕的" 不过境界

的出位却不是靠装就能够抵达!即使装一时!却

不可装一世" *比如他说!'王子猷后又几十年!

陶渊明出!最高的果实落下!越过四季的手指!

定格于永不衰老的时间之上" *比如他说!'一曲

木兰代父从军的故事百代流芳! 人人为之唏嘘

叹息!也许!恰恰证明了历史中此类材料的薄" *

但楚些的文字确让我有怯怯的感觉! 内心

充满对他渊博学识的崇敬" 面对作为评论家的

楚些!写下这些文字甚为惶然!有话不尽言!言

不尽意之感" 而且因为自己阅读的局限!也自觉

解读不了楚些的高度#深度!无法驾驭楚些文字

的思辨源头和走向! 怕以自己的井底之见贻笑

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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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

有读书高" *我上小学时!就听老师和大人讲起过

这首诗"就连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父亲竟然也会

背这首诗的后两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

当时!农民大都是文盲!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

子女能读上书!掌握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可见

在那个文化教育还比较落后的年代!人们对读书

的重视"其实!这首古诗是说&历代统治者都十分

垂爱贤才!重视选拔贤能!并且鼓励学子读书上

进" 要人们重视读书!努力读书!将来对自己#对

国家#对社会都有好处!现在仍有一定教育意义"

唐人章碣有诗$焚书坑%云&'竹帛烟消帝业

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

来不读书" *这是一首讽刺诗!作者针对秦始皇

焚书!实行愚民政策!指出他以为得计!可以成

就子孙万事之业!实际是枉费心机!竹篮打水一

场空!反而加速了秦朝的覆灭" '文化大革命*的

'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为了达到其篡党夺权

的目的!把所有的书!都说成是'封#资#修*的东

西!以此来愚弄人们" 结果激起民愤!全国人民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在一

个不许读书的社会里! 文明的存续和世道的安

宁是难以想象的" 贤明的统治者总会鼓励读书!

重用读书人!以求盛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

文化出版事业!空前活跃发展!为我们读书提供

了良好的机遇!我们应当珍惜"

小时候!在我们这个离城镇偏远的小乡村!识

字的人很少!要想借到本书看比较困难"有时只能

借到几本连环画书"就是从这些小人书中!我才知

道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的故事"

长大后入伍从军!在部队虽有时间读书!但

又赶上'文化大革命*!很多书被视为'反动的坏

书*" 文革后期!当时我在师政治部当干事" 一

次!下到飞行团了解情况!团政治处刚从地方图

书馆通过关系!弄来了一套文革前出版的$红楼

梦%!我借来看" 春节放假时!我把书中的情节讲

给几个战友听!他们很是入迷" 在那个时代!能

看的书很少!只有$毛泽东选集%

#$%

卷和$毛主

席语录%" 就是这些书!它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

受益匪浅"

十年过去了!我到飞行团当了飞行大队的政

委!以后又当了团政治处主任#团政委" 改革开

放的初期!由于工作忙和飞行训练任务重!没有

时间读书!

&'()

年转业回地方后! 亦是如此!很

少看书!整天忙一些琐事"

我退休后!闲来无事!借书消遣!逐渐喜欢上

了读书" 有时我在想!在工作岗位时!能多读些

书该多好哇!对工作会有极大的帮助" 可能这就

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吧- 离开工作岗

位!我没感到寂寞!因为有书伴我" 它令我感到

充实和满足" 现在我每天都能坚持
*+!

小时的

读书时间" 我很相信培根的话&'读史使人明智!

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周密!科学使人深刻!

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凡有

所学!皆成性格" *

随着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 电脑网络的普

及!微博的开通!人们更乐于用短短数十秒时间

去获取信息" 由此!需要静心凝神才能完成的阅

读过程!则更显得不合时宜了" 我上初中的孙子

常跟我说&'爷!你不会上网!你要是会上网!什

么都能知道!每天做出的菜都能不重样!网上有

菜谱" *我让他多看点书!他不以为然"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喜欢上网! 喜欢以最快

的速度获取信息! 早将老祖宗流传千年的读书

传统抛在了脑后!他们静不下心来" 其实!读书

是一种能够培养的习惯" 我不会上网!但我认为

网上阅读和读书是不完全一样的" 阅读是获取

知识#掌握技能的主要途径!缺少读书的直接后

果是知识储备的薄弱!视野的狭窄+阅读又是一

项复杂的脑力活动! 是培养分析能力的重要方

法!缺乏读书会直接导致思考能力低下+阅读能

够培养良好的审美情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

值观"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王东成说&

'当今!很多外国人都把读书当成是(呼吸)!在

阅读中寻找知识!寻找乐趣!寻找生活的真谛"

而我们呢. 阅读习惯极差!在世界排名靠后" 这

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身份极不相称" *

虽然电脑网络的普及!早已扩展了人们获取

信息的途径!然而!在黑字和白纸所构成的'森

林*里!多是诱人的风景!书中的知识向大海一样

波澜壮阔!它给人智慧!给人力量"读书不仅可以

为人们打开身外的世界!更可开启人们内心的大

门"高尔基有句话很深刻&'热爱书吧,,,这是知

识的源泉" *读书真好!做一个读书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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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起源于
!"

年前大兴安岭一支神秘

勘探队莫名消失!

!"

年后! 一场到大兴安岭

的狩猎行动秘密开始""徒手杀狼# 斗熊#

猎野猪#药狐狸!驯鹰#捉黄鼠狼#毒蜂子蜇

鱼#凌空攀岩""本书用小说的形式收集了

丰富的狩猎技巧$上山规矩#猎人暗语#交易

门道#御狼奇术#响山拜神#敬老亲物#七打

八不打""本书以故事的逻辑展开了绚烂

的狩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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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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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仪)是张炜早年读索尔'

贝娄#海明威#卡夫卡#川端康成

等
&"

多位域外作家作品所涌起

的感想和体悟% 看似几句简短的

点评!却是大量深入而广泛的阅

读而得%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再

版(心仪)新增了若干作家的图

片!完善了人物生平介绍!摘选

了各位名家作品中的名言% 本书

亦可作为了解张炜早年文学发

展脉络的最好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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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炜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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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凝望)这本书里!张炜向

我们展示过去二十多年里珍藏

的
%(

幅图片! 将这些定格在画

面里的女孩#男孩#小猫#小狐 #

葡萄#荒原#森林#笑容和感动都

用如诗如画的文字镌刻!至情至

性$是旧梦!也是想象$有隐隐约

约的乡愁!也有心底那被触动的

温柔% 把那沉睡了的感悟的细胞

叫醒! 让你不禁去与美和芬芳!

阔大和纷繁! 以及力与智慧!一

一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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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英
*

彼得'詹姆斯!王莹译

新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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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惊心动魄的纪实电影!

一部警方办案的教科书% 在英吉

利海峡靠近布莱顿市的海底!接

二连三地发现了年轻人的尸体%

引起媒体一片哗然的是!他们生

前均接受过精密的外科手术!体

内各个重要器官均告失踪% 此为

英国犯罪作家协会主席#好莱坞

著名编剧彼得'詹姆斯力作 !系

列作品仅英国本土即突破
'""

万销量%

!-. !/0123$

作者&李达

江苏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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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运用具体而细致的史料

剖析!生动而切实的场景再现!为

读者展现了民国先锋周学熙#林

语堂 #熊十力 #胡适 #钱穆 #梁思

成#程砚秋#周作人#俞平伯等人

的生平轶事和思想轨迹! 讲述了

理想主义与现实生活的种种摩擦

和融合%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穿

越沙龙%

%4567,

作者&肖伊绯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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