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切片，1900》
雷颐 郑州大学出版社

本书就1900年的大清事迹“切其
一片”，通过对切片的病理分析，意义
却未见得轻而浅。清政府对危机的发
生起了什么作用，危机产生后又是如
何处理的？鸦片战争60年后，社会阶
层的变化对此又有什么影响？在这场
惊涛骇浪中，官员们又是如何应对
的？简言之，本书将视角投射在清政
府对危机的判断和管控、新的社会阶
层对社会进程的影响、中高级官员对
时局的判断和应对之上。

《局部：伟大的工匠》
陈丹青 北京日报出版社

本书是陈丹青视频节目《局部》第
三季的讲稿，作者寻访意大利教堂、修
道院，聚焦凝固于墙上的湿壁画。“文
艺复兴三杰”常被比作高峰，作者却将

“次要作品”与它们的创作者娓娓道
来。千百幅湿壁画既是君王与臣民的
教科书，又是图像的狂欢。艺术不是
进化链，不要以为越是后来的艺术，越
是好。

《弃猫》
[日] 村上春树 花城出版社

村上冷静将自己与父亲漫长的
隔阂、决裂与和解转换为看得见的文
字，向读者展示父亲人生中经历过的
动摇与恐惧，如今成为了村上对世界
的迷茫与不安。村上也写到真实的
历史，反思战争，批判恶行，思考个体
与集体间的对立，找寻单个人生与世
界历史间的关联。自我存在意义的
认同、与世界的隔阂、承接家族历史
的艰难，这些村上文学的根源问题都
在本书中得到展现和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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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处》
袁凌 天地出版社

故乡这个记录出生、成长、迁移、
死亡的地方，牢固地寄存着每个离乡
人共同的记忆 。袁凌忠实追溯了一
个人的离乡与回归、青春到不惑的心
路：孤身离乡的线索、在外漂泊的孤
寂、城乡沉默的变迁、自我成长的印
记……从小县城去到大城市，从候车
室回到出生地，真实记录了一个外省
青年的精神成长，一段城乡中国的无
声变迁。

徐淑：瞻望兮踊跃
——话说历代才女之九

□张 芳

麦家的理想谷
□展 颜

天妒英才说王弼
——读《三国志·魏书》札记

□汪 微

天地生人，竟有一种奇才，其
聪俊灵秀之气在千万人之上，而运
蹇命薄、天不假寿之憾又置之于千
万人之下，魏晋玄学最杰出的代表
人物王弼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令人不解的是，对于这样一
位划时代的哲学天才，作为正史
的《三国志》居然没有专门为他立
传，只是在《三国志·魏书》的《钟
会传》中作了只言片语的交代：

“弼好论儒道，辞才逸辩，注《易》
及《老子》，为尚书郎，年二十余
卒。”幸好，紧接其后的裴松之注
中对王弼其人其事作了较为详尽
的记载和论述。我很多年前就已
读过王弼的《老子注》和《周易
注》，对其过人的才思击节赞赏，
也对这位天纵奇才在23岁就英年
早逝痛惜不已。然而直到近日细
读《三国志》裴注之后才发现，我
对王弼的价值还是太过低估了。

从两三岁起，王弼就被称作
“神童”。历来世人对文坛“神童”
的评估依据，基本上是小小年纪
对华丽辞藻的驾驭能力和敏捷才
思的轻松流露。但这样的“神童”
跟王弼比起来，显得苍白和平
庸。王弼的闪亮之处在于，周密
完整、高度成熟的哲学思维竟然
在18岁左右已经基本形成。千百
年来，文人学士对《周易》《老子》
《庄子》等代表中国古典哲学最高
水准的经典所作的注解可谓汗牛

充栋，但在我看来，至少对《周易》
《老子》二书的注解水平无出王弼
之右。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高
度成熟的思想家、哲学家注释《周
易》《老子》时才 18岁。1700多年
前的王弼却让人不可思议地在这
个年龄达到了后世无数哲人学者
耗费毕生心血也未必能够企及的
高度。这时的王弼，距离他的离
世只有短短5年！

王弼《老子注》有一个与众不
同在于注解力求贯通文气，化解
原文中可能产生的歧义。譬如对
《老子》第四十五章“躁胜寒，静胜
热”一句的解释：“躁罢然后胜寒，
静无为以胜热”，这样的阐释，显
然是在原文中巧妙地加入了几个
被省略的关键字，一下子便使文
气变得明白晓畅，又不失原文的
典雅隐晦风格。读者再结合“心
静自然凉”等切身经验，就比较容
易使字面意思豁然贯通了。悟性
高一些的读者还可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揭示出深层哲学含义。再如
对《老子》第四十章“天下万物皆
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句的解释：

“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

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
无也”，王弼强调，“有”的开端乃

“以无为本”，这个“本”就是“根
本”的意思。再结合另一处注解：

“凡有皆始于无，故未形无名之
时，则为万物之始”，王弼意在阐
明，无目的性是万物之所以“成”
的先决条件，“以无为本”还算不
上最高境界，道家理论的核心最
终指向的是“以无为用”。这样一
解释我们就会恍然大悟：原来道
家所说的“道法自然”“不争”“无
为”并非主张消极避世，而是顺应
事物的发展规律厚积薄发的意
思，最终目的还是要“有为”。也
许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吧，王弼的
才情确实是许多皓首穷经的大学
问家所无法比拟的，他在解释《老
子》中的“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一
句时告诉我们，多与少总是相对
的，切不可贪多务得。要知道，越
少越贴近根本，越多反而越远离
根本、靠近枝叶。

同样，王弼的《周易注》也是
深入浅出，时有创见。《三国志·魏
书》裴注称，时人“见弼《易》注，所
悟者多”，王弼注《易》不用象数，

而扎根于《老子》，以道家思想解
《易》。以少言甚至无言之心的纯
粹体验方式，去契合天地间的大
美。他在解释《艮卦》象传中的

“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一
句时强调，抑制内心的不和谐情
感，思虑不超越本位，就会获得融
合互补、相互协调的和谐美。而生
理与心理的和谐，是达到人与宇宙
生命相契合的必然前提。王弼精
密哲学思维的开启，使魏晋玄学
水平迈上了一个崭新的台阶。

才华横溢的王弼在他的《周
易注》《老子注》中提出“无为本，
有为末；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的
理念，搭建起一种别致的哲学构
架。但他同时认为名教既然存在，
自有其存在理由，这也体现了他做
学问不钻牛角尖、不认死理的一种
放达态度，连当时对名教特别看重
的司马氏也对王弼持欣赏的态度，
因此王弼后来受“高平陵之变”的
牵连而免遭杀身之祸。从这一点
来看，王弼比跟司马氏持不合作态
度的何晏、嵇康他们要幸运多
了。然而，天纵奇才又妒英才，王
弼在极其有限的生命中做出的哲

学成就，都是以注释形态出现的，
尚未来得及着手撰写系统的学术
专著。真的难以想象，如果天假
以年，王弼还能打造出多少令人
眼前一亮的学术奇迹？

按照惯常的理解，我们怎么
也难以把“高度成熟的思想家”和
十八九岁的年龄挂上钩。然而就
是这位年纪轻轻的思想家，在周
围许多著名玄学家，诸如何晏、阮
籍、嵇康、向秀、郭象等清谈“三
玄”（即《周易》《老子》《庄子》）时，
却不屑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庄子》
上，因为在王弼眼中，《庄子》还不
足以作为对宇宙人生深刻洞见的
源头，真正够格的仅有《周易》和
《老子》。《三国志·魏书》裴注中记
载当时另一位著名玄学家何晏对
王弼发出由衷的慨叹：“仲尼称后
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
际乎！”裴注中还提到一位叫刘陶
的清谈家，此人“善论纵横，为当
时所推”，但是每次与王弼辩论都
会很快理屈词穷，于是得出一个
结论：“弼天才卓出，当其所得，莫
能夺也。”

合上《三国志·魏书》，满脑子
都是王弼可敬可爱的身影，我有
一种在时空穿越中获得刹那永恒
的感觉。王弼走得实在是太早
了，真让人痛心。我只能平一平
心跳，轻轻抚摩封面，在心中默默
张罗对美的祭奠……

忽然想起这位1800多年前的
东汉女作家，是因为一档名叫《见
字如面》的电视节目。那个冬天
的夜晚，忽听电视里传来几句非
常美丽的表白：“……你就像随风
飘泊的蓬草，我就是寂寞深闺的
思妇。素琴，我只会为你而弹；镜
子，我只会等你回来再照；你不在
我面前，宝钗我是不会拿出来的；
你不在我床前，香料我是不会打
开的。”

我在原地愣了几秒钟，冲到
电视机前看个究竟。原来，这是
一档专门朗读书信的文化节目，
旨在用书信方式打开那些值得人
们知道的美好故事。现在，一名
时下很走红的女演员正深情朗读
着一位东汉才女写给她丈夫的情
书……

这种蓝布旗袍般家常又亮丽
的书信，我是很久不曾读过了。
于是在脑海中苦苦搜索书信作者
的名字。只隐约记得自己青年时
代读过她的作品，《诗品》作者钟
嵘给过她不错的评价，她丈夫亦
是位有名的才子……难道是她
吗？急切地找出几本书来证实，
果然是她！这封情书的作者正是
东汉才女徐淑。

手头的史料这般介绍徐氏：
徐淑，陇西（今甘肃通渭）人，东汉
女作家。丈夫秦嘉为郡吏，夫妻
感情深笃。秦曾奉使赴洛阳公

干，徐因病居母家，未能面别。后
来秦嘉病卒于津乡亭（今湖北江
陵县），徐淑兄逼其改嫁，她坚决
不从，哀恸终生，守寡一生。

徐淑留下的作品寥寥，仅有
诗一首，文三篇，但后世的才子们
给了它们很高的评价，比如南朝
的钟嵘将徐淑诗列为中品（不要
小看中品，在钟氏眼里陶渊明诗
亦只是中品）；明代胡应麟认为

“秦嘉夫妇往还曲折，俱载诗中。
真事真情，千秋如在，非它托兴可
以比肩”；清代沈德潜则称其“词
气和易，感人自深”……

今天重温徐才女的诗文，心
里仍是极佩服的，然钦佩之余，也
有一点小疑惑：徐氏作品虽佳，到
底只是一些写离愁别恨的诗和散
文，数量既少，题材亦不新鲜，究
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历代心高气
傲的文学大咖们毫不吝惜给了徐
作这么隆重的赞美呢？我苦思了
三个晚上，多读了几遍徐淑生平
和作品，这才把这件事大致想明
白。历代名家的格外高看徐氏一
眼，应该出于以下几项原因吧：

之一，徐淑和秦嘉的感情极

好，徐氏拥有的是一份始终不渝
的笃诚爱情。无论新婚阶段还是
到了相对平淡的陶婚时期，无论
健康还是疾病，无论相聚还是天
各一方，秦嘉待妻子都像一首老
歌里唱的那样：“花虽好，有时枯，
只有爱不能移……”徐淑亦然。
他俩那种“长命无绝衰”的感情历
来是被传为佳话的。

之二，秦嘉的文才配得上徐
淑。当他不得不远赴京城公
干，写下了三首洗尽铅华、感人
至深的《赠妇诗》，第一首写他
临行之际遣车迎妇，徐氏因病
不能返回面别，使得他心中凄
怆，寝食难安：“……长夜不能眠，
伏枕独辗转。忧来如循环，匪席
不可卷。”第二首写他想前往妻子
那儿面叙款曲，终因交通不便等
原因未能成行：“河广无舟梁，道
近隔丘陆。临路怀惆怅，中驾正
踯躅……”第三首写他赴京前以
礼物赠遗徐氏，遥寄款诚：“宝钗
好耀首，明镜可鉴形。芳香去垢
秽，素琴有清声……”

徐淑则答诗说：“悠悠兮离
别，无因兮叙怀。瞻望兮踊跃，

伫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结，梦想
兮容辉。君发兮引迈，去我兮日
乖……”——读了两人的赠答诗
后，读者会有这样一个印象：秦
嘉的诗才堪配徐淑——而我们
熟悉的其他才媛，她们自己的诗
词虽说很出色，但其夫君的作品
就不太拿得出手了。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不对，李
清照和赵明诚不也是琴瑟和鸣、
珠联璧合的一对儿？可要说赵明
诚的诗才不在李清照之下，就不
太准确了——徐淑与其夫君秦嘉
同为东汉时期才华横溢的诗人，
这应该是她的作品为后人推崇备
至的第二个原因。

之三，徐淑将日常生活感情
融入诗文，别有一种素朴的美
丽。你看离别之际，徐氏写给丈
夫的信里有这样的句子：“行期已
至，就要动身了，该收拾的行李你
都仔细整理好了吧。”“谁说京城
很遥远，我踮起脚尖就能看到。”
《答秦嘉诗》里亦有同样风格的诗
句：“恨无兮羽翼，高飞兮相追。
长吟兮永叹，泪下兮沾衣。”……
徐氏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

饰”是也。
回想起来，历代才女们以离

情为题材的作品大多值得一读，
但和徐才女的比较起来，不知为
何就是少了点什么。究竟少了什
么？我们不妨先来看清代著名女
作家顾太清的同类作品，比如这
首《早春怨·春夜》：“杨柳风斜，黄
昏人静，睡稳栖鸦。短烛烧残，长
更坐尽，小篆添些。 红楼不闭
窗纱，被一缕、春痕暗遮。淡淡轻
烟，溶溶院落，月在梨花。”

现在我们知道了，顾氏等才
媛的作品里好像就缺少一份闲话
家常的温馨感。并不是说顾女士
这样富丽而雕琢的词作就不好，
只是读来读去，确是徐女士这般
以质朴之笔，抒写夫妻依依惜别
之情的诗作，更容易引起读者的
共鸣啊……

从徐淑的人生经历来看，她
可能算不上一个幸福的女作家，
因为早年她与丈夫秦嘉聚少离
多，后来秦嘉英年早逝，未能实现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愿望。
然而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徐氏
这辈子又无憾——因为她拥有过
真正的爱情，她写下的情诗历经
千年依然拥有知音无数。

我想徐淑的爱情，就像雨夜
里撑开的一把泛着柔光的小红
伞。这把古典的小伞，成就了佳
人徐淑，也成就了才女徐淑。

前些年，麦家在杭州西溪湿
地，创办了一个“麦家理想谷”。这
是一个公共阅读空间，当时吸引我
的是理想谷还可以免费住宿。住
在书店里是什么感觉？可能每个
文艺爱好者都有过这样的梦想吧。

麦家理想谷的口号是：“读书
就是回家。”后来，麦家发现来理
想谷的很多人只是单纯为了打
卡，并没有读书，而愿意读书的
人，又因为空间距离，无法时时来
理想谷读书。于是，麦家将“理想
谷”搬到了网上，创立了“麦家陪
你读书”公众号。

麦家的宏大计划是 100 +
1000+7+20。100指 100位专业读
书人，负责拆书、解书，把一本书
拆成7个部分；1000是指由麦家从
理想谷的藏书中精选出1000本文
学佳作，作为待拆书籍；7指的是7
天，即一周读完一本书；20指的是
用 20 年时间，陪读者朋友读完
1000本书。这个计划确实宏大。
要将一件事持续做满 20年，的确
需要非凡的行动力和勇气。

麦家发现，很多人不读书，并
非没有时间，而是没有养成读书

的好习惯。他希望用这个宏大的
计划来带领大家一起读书，帮助
大家把读书变成一件日常的事，
让大家享受到读书的乐趣，陪大
家在读书中成长。

每天清晨 6：30，公众号会推
送一本书的拆解内容，备注这天
为精读的第 XXXX天，你可以阅
读，也可以打开音频倾听。很多
文学名著，我曾经也只知其名，不
知内容。如今，跟着麦家，我的文
学知识库日益扩展，我感到自己的
确在慢慢成长。如今，公众号已经
带领大家读完了170多本书，与读
者共同度过了1200多个读书的日
夜。有时候我想，自己与天南地北
不相识的陌生读者，一起在读同
一本书，这是一件多么古典多么
浪漫多么有仪式感的事啊。

今年 11月初，我关注的另外
一个读书公众号，举办了一个留
言送书活动。话题是：“你遇到过

读不太懂的世界名著吗？最后读
下去还是弃掉了？”《战争与和平》
《百年孤独》《尤利西斯》《浮士德》
《追忆似水年华》……读者们的留
言全是经典中的经典。经典之
作，必是经过时间长河的筛洗，可
是我们读不下去便难以领略到它
们的美好。有个读者剖析心声：

“我们为什么难读经典？因为没
有哪个人陪我一起读经典。”当时
看到这句话，我就想到了麦家，麦
家不就是一个陪大家读经典的先
锋吗？

这次赠书活动赠送的书，即
是“麦家陪你读书”的衍生物——
《陪你读经典》。一套四册，分别为
寻找篇、信念篇、勇敢篇、有爱篇，
每册包含11本世界名著，由100位
专业读书人对名著进行解读。一
套书里的44本名著都是麦家亲自
挑选的：马尔克斯、雨果、加缪、海
明威、胡适、莫言、村上春树……

一本厚厚的名著，如何压缩
成每篇1500字、一周7篇、合计1万
字左右的读书稿？麦家将这件事
交由专业读书人进行拆解，提炼书
籍要点，厘清故事脉络，剖析人物
性格，化繁为简。这样，原本需要
数天甚至数月时间才能读完的大
部头，通过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就
能读透它，可以说，这是快节奏时
代一种变通的新型阅读方式。

拿胡适的自传《四十自述》来
讲，“麦家陪你解读”用了以下7篇
来进行解读。第一篇里，介绍了
胡适的生平、为人、婚姻、学术成
就，以及写作此书的缘由；第二篇
里，写胡适的父母亲如何订婚，父
亲死后，母亲又如何身兼“慈母”
和“严父”两个角色，让小胡适得
以学有所长，健康成长；第三篇
里，概括了胡适从一个“拜神者”
成为“无神论者”的思想转变过
程；第四篇里，概括胡适的求学经

历：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
学；第五篇里，讲述了胡适从中国
新公学解散后，到他去考留美官
费的中间一段的历程岁月；第六
篇里，聚焦胡适对文学改良思想
体系逐步成型的过程；第七篇里，
归纳总结了在胡适成长过程中母
亲、父亲、书籍、写作以及求学给
他带来的影响，以使他最终成为
一位伟大的思想者。

通过一天读一篇的节奏，每
天加固印象，一周结束，读者对胡
适《四十自述》的内容，以及该书
蕴含的人生道理，基本有了初步
了解。虽然，这种“从精读到泛
读”的读书方式，也许并不为所有
读书人都喜欢，但这种方式的确
更适合“想读书却没有时间或者
读不下去”的读者。事实上，这部
分读者正是“麦家陪你读书”的目
标读者，麦家希望用这种方式来
培养读者养成自我读书的好习
惯。等有朝一日，你发现你真正
爱上了读书，那么，就请自己抱起
厚厚的大部头，静静地阅读吧。
在那一方无人打扰的世外桃源，
享受书香纸墨带来的快意之感。

《梦之囚徒：无限循环》
[法]马克-安托万·马修 上海文化出版社

马修在《梦之囚徒》系列中塑造了
一个经典角色：尤里乌斯·科朗坦·阿克
法克（阿克法克是“卡夫卡”的法语倒过
来念）。这个勤勤恳恳的小人物是幽默
部的一名普通职员。他一点也不虚荣、
不自负，对于他所生活的世界没有任何
观点。这是一个真正的卡夫卡式的世
界：荒谬和极权的行政管理、住房危机、
交通堵塞、强迫性的准时……

元旦来临，一场大雪也飘然
而至。这场遍及数省的大雪，让
我想起历朝历代无数诗人的咏雪
诗。从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
片片吹落轩辕台”；到柳宗元的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再到
杨万里的“最爱东山晴后雪，软红
光里涌银山”，都是绝妙的杰作，
不过，我更喜欢的还是与咏雪有
关的趣事，想象奇特的趣作。

传说，有一年冬天，下起了大
雪，有四个人相遇在小酒店，他们
商定以雪为题，每人吟一句诗，不
会的，买酒大家喝。结果，四个人
凑出了这样一首诗：“大雪纷纷坠
地。都是皇家瑞气。再下三年何
妨？放你娘的狗屁！”吟第一句的
是秀才，小官吏连忙接上，第三个
开口的是财主，他们都以为农民
接不上最后一句，要付钱买酒。
农民心想，秀才不要种田，说话不
疼不痒；做官的吃的是皇粮，自然

大拍马屁；财主有的是余粮，下三
年雪当然不要紧，苦的是农民，那
就要被饿死，所以他忍不住骂了
一句。

看来，雪虽然是自然物，但因
咏雪者的身份地位不同，抒发的
感情也就有了很大的差别。还有
一些咏雪之作也说明了这个道
理。例如：“大雪洋洋下，柴米都
涨价。板凳当柴烧，吓得床儿
怕。”这是一个穷书生咏雪的诗
句，书生叫“陆诗伯”，宋代苏州
人，全诗采用口语，通过拟人手
法，不无幽默地诉说了生活的困
苦。“昨夜北风寒，天公大吐痰。
东方红日出，便是化痰丸。”这首
诗传说为某乡村郎中所写，咏雪

“三句话不离本行”，想象新奇，读
来让人忍俊不禁。“天上没有磨子
推，为何白面满天飞？莫非玉皇
修宝殿，筛石灰来筛石灰。”这首
诗不用说你也猜到，是穷苦匠人
所写，在作者眼中，纷纷扬扬的雪
花是白面该多好啊！那就不要挨
饿了。可是，这样的好事哪儿
有？因此，那雪花不过是建筑工
地上飞扬的石灰罢了。

大胆的想象，鲜明的形象，充
分表现作者的心情，这类诗作还
有：“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
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
庭树作飞花。”这是韩愈的《春
雪》。在诗人眼中，飞舞的白雪嫌
春色来得晚，故意化作花儿在树

间穿飞，表达对春色的期盼之情，
想象新奇，意趣横生。“朔风吹雪
飞万里，三更蔌蔌呜窗纸。初疑
天女下散花，复恐麻姑行掷米。”
这是陆游笔下的《夜大雪歌》，诗
人的想象中，雪花飘落成了天女
散花，麻姑掷米，表达的家居生活
的烟火气。“天公丧母地丁忧，万
里江山尽白头。明日太阳来相
吊，家家檐下泪珠流。”这是因“哭
庙案”被斩的金圣叹咏雪，据说金
圣叹临刑时，天降大雪，他于是吟
了此诗，诗中虽然有点儿阿 Q精
神，但形象鲜明，豪气干云，至今
为人乐道。

有趣的是，对异彩纷呈，美不
胜收的雪，有的诗作既无丰富的

想象，也不用比喻，甚至无一“雪”
字，通篇不作正面描绘，却一样写
出了广为流传的名作：“江上一笼
统，井口黑窟窿。黄狗身上白，白
狗身上肿。”据《升庵外集》记载，
此诗的作者是唐代的张打油，全
诗从侧面落笔，通篇无一“雪”，却
句句都在写雪，别致诙谐，据说

“打油诗”的名称即源于此。同样
既无丰富的想象，也不用比喻的，
还有清代郑板桥的一首《咏雪》：

“一片二片三四片，五六七八九十
片。千片万片无数片，飞入梅花
总不见。”尾句中的“梅花”另有版
本为“芦花”，这首诗前三句“朴”
得如同小孩数数，结句以“灵”回

“朴”，把雪花和白茫茫的梅花融
为一体的美景描画得十分动人。

最后想说的是，中国是诗的
国度，咏雪诗数不胜数，最“牛”的
还是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因为
大家都熟悉，这里就不多说了。

异彩纷呈咏雪诗
□夏俊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