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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阅读

■品 鉴

一部深耕着三秦大地的厚重之书
□李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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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深秋时去杭州，萧耳来找我聊天。我们聊了她

刚出的一本散文集，话题转到她正在修改的长篇上。她

讲了创作这个长篇的来龙去脉和枝枝叶叶，沉浸其中，

不能自拔，而在我看来，这是作家最好的写作状态。我

没着急跟她要电子版来读，就像精烹细制的美餐，我愿

意等到它正式亮相的时刻。

今年夏天，这部小说如期出版，书名定为《中产阶级

看月亮》。我花了三天时间读完。这确是一部容易让人

陷落的文本，每一行字句都是雪泥鸿爪，细密而琐碎，毫

无疑问，这是一部好小说。

故事很简单。一对文青——春航和青瓦，年轻时情

愫暗生，却阴差阳错未能成眷属。辗转十几年过去，春

航离了婚又再婚，青瓦也结婚生女，两人重逢仍视对方

为知己，为情人，为诗，为世界——月亮般纯净空濛——

他们的情感既不羁也不系，浮沉于情于事，最终又流散

开来，各自归于家庭和平淡。

爱情无非镜花水月，这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春航

和青瓦的爱情脉络也并非有什么过人之处，相逢，流

散，再聚，痴缠，进而无奈，凉薄，最终分手。这本小说

里面的故事没有大起大落，更谈不上大开大合，它遵

从的路线是如此日常，平易。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

部好小说。

为什么呢？因为从来没有人把文艺青年写得如此

到位，刻骨，呼之欲出。

《中产阶级看月亮》里面没有什么宏大背景，离奇曲

折的故事，但她写出了两个动人的形象，春航和青瓦。

春航和青瓦早早地就被文艺蚀了骨。文艺在他们

两个人的身上，首先的特质，不是浪漫不是文学不是艺

术，而是一种病。这个病令他们在现实与理想——或者

说臆想中添加了一个滤镜。他们对世界的看法是雅致、

美丽、诗意的，也是伤感、失望、哽咽的，他们的胸腔里噎

着一个小胶囊，里面是浓缩的感时伤怀，赋予日常生活

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一汤一饭以生命和灵魂，目光所

掠之处，都是意味深长。因为敏感，纤细，孤绝，他们一

旦抓住一个同类，就不会轻易放手，尤其是青瓦。在他

们迷失在人海的时候，青瓦执拗地在时间和空间中打捞

春航的下落。

春航是青瓦的稻草，而且是惟一的一根，她死抓着，

好从形而下的现实世界浮游进入形而上的理想国，畅快

呼吸，尽情倾诉，自由歌唱；青瓦于春航而言，也是一根

稻草，平凡、细弱，几次埋没于时间的浮尘，但它总是顽

强地又探出来，时不时地在他的胸腔里戳一戳，撩拨撩

拨。功夫不负有心人，十几年后，青瓦到底是找到了春

航，两根稻草变成一双筷子，亲密地放置在一处。于她

于他，都是喜极而泣。

文艺腔是很难写的，写多了，写偏了，难免飘忽；写

少了，写实了，又有泯然众人的风险。文艺是既实又虚、

虚实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什么尺度可把握，既要烟火

气，又要烟得袅袅婷婷。萧耳的做法很好，她把两个人

物放在了世俗中，春航的两次婚姻都很现实，一次是女

方家里背景好，于他能有提携，第二次则是他身体不好，

需要人照顾，于是找了个护士。青瓦相对好些，年轻时

一心求浪漫，她的婚姻角度完全是世俗掂量，半斤和八

两，般配了，就结了。

春航和青瓦还都是赚钱的好手，追求清高和腔调，

前提是物质方面不能困窘。这也是中产阶级的由来。

这个由来不是一般的重要，是非常非常重要。人必生存

着，爱才有所附丽。春航和青瓦衣食无忧，于是有闲情

去操心风花雪月。

春航和青瓦是爱对方的，但就像任何通常情侣一

样，他们更爱自己。他们絮絮叨叨着关于自己的一切，

对方愿意听，能听懂，就是他们相爱的最大理由。他们

是多么孤独啊，在烟尘喧嚣的中国当下，在金钱至上的

忙忙碌碌中，他们的诗和梦、风花和雪月，令他们在夜深

人静时，变成了孤绝的人。就像月亮一样，月有阴晴圆

缺，月亮里面还有嫦娥和桂花树，月亮代表他们的心。

他们并非不知道月亮其实是一个星球，上面坑坑洼洼

的，荒凉空旷，美好是距离和想象造出来的。

所以，他们哪怕在最爱的时候，也还各自守着家庭，

尤其是春航。身体的不适，让他对护士妻子极其依赖。

他和青瓦在一起谈谈情、做做梦、碎碎说，但他按时回到

妻子的身边，柴米油盐，生老病死。

青瓦也是一样，她是这段情感关系的主动维系者，

她似乎更不在乎自己的婚姻，更希望能跟春航长相厮

守，但她从来不会像护士长那样照顾春航，青瓦是小女

孩属性，予取予求。有些时候她故意让理性缺席，以此

来放纵自己。她是两个人中更任性更自私的那个。

这部小说写得密不透风，又天马行空。把中产阶级

或者说文艺青年的惆怅忧郁、美丽敏感、任性自我、沾沾

自喜，描摹得活灵活现。凌虚蹈空，要表达出来，绝非易

事。萧耳不只表达了出来，还表达得那么纯粹、精准，还

一副闲散慵懒、歪打正着的样子，难能可贵。小说因为

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对于细节的要求就会格外苛刻，

总体而言，完成度相当好。

陕西作家阿莹的散文集《大秦之道》是一部主题

散文集，有《汲古》《仰止》《雅鉴》《游思》等四辑50余

篇，主要是近四五年所撰写的散文，他以一人之力，实

现了对三秦大地的历史和文化、人文胜迹和先贤遗

址、文明创造的一次大面积巡视和考察，以开阔的历

史视野、深邃的人文眼光以及丰富的考古、艺术知识，

从一个个人和物的个案中，或发现着为时光遮蔽的历

史隐秘，或重现着它们巨大的思想文化意义，或在蛛

丝马迹中寻绎和复原着那些非凡人物的伟大业绩和

人生命运轨迹……其历史文化含量之重和寄情之深，

与那些文人雅士“到此一游”的海量的游记散文划出

了明显的界限，进入了历史文化散文的新境界。它是

作者对三秦大地丰富的历史和文化的一次深耕，也是

他献给三秦大地和它的伟大人民的一曲深情的颂

歌。诗人艾青说过：“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

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从阿莹的散文中，我所感受到

的正是这种赤热的情怀。

阿莹的历史文化散文有着执著的民族文化自信，

也有自己坚定的人民立场和崇高的信仰。《石峁城之

古》《石鼓山之谜》《法门寺之佛》《地宫艺术之光》等肯

定的不仅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创造，还歌颂了在中

华文明遭遇浩劫的战乱年代那些为保护中华历史文

化的仁人志士所付出的巨大牺牲。《法门寺之佛》中，

明代乡绅重修寺塔碑文中一处“伟大的遗漏”、抗日爱

国将军一个“伟大的谎言”、“文革”浩劫中为护寺住庙

法师“自焚”的一次“伟大的涅槃”，感人至深，惊心动

魄。在数百年历史风雨中，这些“伟大”事件的真相或

已湮没，或隐而不彰，但阿莹却通过自己的散文，将他

们的牺牲和贡献艺术化、情节化，使其刀雕斧凿一样

凸显出来，彰显于地宫宝库重见天日之时。在有名的

法门寺塔和地宫之旁，为这些无愧于民族脊梁的人物

立起了一座文字之碑、文学之碑。作为中国宗教文明

象征和见证者的法门寺塔不倒，这座抵抗邪恶、张扬

正义、弘扬着伟大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字碑就将永远为

人们所铭记。

从《法门寺之佛》一文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为了

增强散文的可读性，阿莹从自己早有创作实践，并颇

有不凡收获的戏剧文学中借鉴了情节性、场景性因

素。如《乐游原之下》从武惠妃墓的盗案，引出韩休

墓的被盗，又由韩休与《五牛图》作者韩滉之父子关

系，联想到盗墓者电脑中所录存之韩休墓中知名的

风景壁画，并推测画的作者或许正是墓主人的儿子

韩滉！若果真如此，他揭开的不仅是一桩画坛的趣

闻，而且还会改写中国风景画的绘画史！在作者以

丰富绘画艺术知识对韩休墓风景壁画的鉴赏中，我

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个艺术家的情怀，还看到了一个

官员的责任和担当。正是这些侦破式盗宝、卖宝事

件，使《乐游原之下》一文，有着侦破小说般的艺术魅

力，异曲同工的，还有《仙游寺之宝》《上官婉儿之殇》

《药王山之神》等篇目。

阿莹的历史文化散文，还是以人为历史主角的散

文。《大秦之道》中的许多篇幅，虽然写器、写物、写事、

写遗迹，但在阅读之后我却常为与它们相联系甚至共

命运的许多伟大人物而感动。如《草堂之雾》《诗人之

梦》《玉华宫之路》《上官婉儿之殇》等。《草堂之雾》之

价值不仅在对鸠摩罗什这个为佛教中国化作出伟大

贡献的译经大师而赞叹，更在于对这位历来面目模糊

的番僧的人生履历的清晰呈现：随母走遍西域名山古

寺，是他青年人生的第一阶段，滞留西凉的17年应该

是他汉化并坚定人生志向的更为关键的几十年，而草

堂寺的译经盛场则是他结实收获的生命季节。我曾

经读过一个诗人写的圣僧鸠摩罗什的长诗，却将西凉

这一段忽略了，曾经以为是史料缺失，而阿莹的文章

却似乎轻而易举地将这些史料钩沉出来，让圣僧降落

于凡尘。

《玉华宫之路》更是一篇因其对唐太宗、唐高宗两

代皇帝与唐玄奘关系的独具慧眼的透视而令人受到

极大的心灵震撼的散文力作。在部分正史和人们印

象中，玄奘与几代皇帝的关系似乎永远如新婚蜜月般

的美满，曾经有小说家就写过如此的玄奘传。阿莹却

以现有史料为依据，揭开了另一层真相：唐太宗对玄

奘的器重固然有一个开国英主的胸襟气度与爱才之

乐，但并不排斥有用这个传奇大师的声望来增加其从

父兄手中抢来的皇位的神圣性；而玄奘与他的结交也

有其使佛法得以弘扬，而且上升为国教的目的。这是

人间皇帝与宗教人士之间的特殊利益关系。《玉华宫

之路》通过作者自己在交通发达的今天，也依然遥远

曲折的瞻仰之路，以穿越式的联想复活了当年玄奘的

通向玉华宫之路：

玄奘当年一定是乘着御车慢腾腾进入这道门阙

的，当时的心情也一定郁闷难耐。这位庄严博学的大

德，在唐太宗给他营造的（长安城南村慈恩寺）的曼妙

氛围里，可能编织过一个藏于心底的大秘密，就是通

过佛养滋润将唐太宗度为中国的阿育王，至少可以借

助皇权推动弘法扬佛，否则他何必天天不厌其烦地伴

随左右呢？然而，玄奘法师毕竟是一位出家僧人，他

显然高估了自己与皇室的关系，竟然试图改变佛教的

社会地位。文献记载他几次向唐太宗表奏，要把佛教

置于道教和儒教之上，僧侣免受刑律的管辖。谁都知

道李唐王朝一直将道教祖师李耳奉为祖先，这些懵懂

的提议显然使圣皇感到了难堪。但唐太宗毕竟是个

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后来下旨让玄奘将《道德经》译

成梵文……以示警戒。

得意弟子、著译的得力助手辩机因与唐公主奸情

败露，被唐太宗公开腰斩于午门的惨烈，终于惊醒了

懵懂、痴执的圣僧，明白了自己伴君如伴虎的处境，遂

萌生离京去故乡河南嵩山少林寺修行之请求，然而这

一无异于自贬离京的愿望也遭到太宗之子唐高宗李

治的断然拒绝。阿莹从高宗御批中挑出“切复陈情”

四个字，浓缩了皇室对这个年过60的高僧大德的绝

情。如果说封建宫廷对失宠后妃们的处理是“打入冷

宫"，而玉华宫对玄奘来说，完全无异于后妃们的“冷

宫”。相比于国都慈恩寺的12年，唐玄奘在玉华宫4

年的心境可想而知！一次意外小腿的骨折竟然能使

他一命归西，就说明当时的他已经多么衰弱！

据报载，阿莹的散文《法门寺之佛》中三个伟大的

护宝之举，已被敏感的艺术家改编为舞台剧，并颇受

欢迎。那么仅从《玉华宫之路》所透露的一代大师唐

玄奘从慈恩寺之走向玉华宫的路，就包含了帝王与圣

僧之间多么惊心动魄的命运故事，多么丰富深刻的社

会历史内容。

书中《好古之吏》中对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保护三

秦重要古迹之举的描述，令人在记住这位文化官员

的同时，也联想到阿莹从未夸耀的文化政绩，却让人

看到他散文中的职业视野。阿莹从青年时代起，无

论岗位、职务如何变化，他对文学的热爱和痴迷却始

终如一，这使他观察、处理任何历史和现实的文化现

象时，始终有着对人情感、精神的关怀和眷顾。正是

这些原因，我从《大秦之道》中既读到了历史，理解了

文化，更看到一个个具体生动的人。《大秦之道》不愧

为一个深爱着家乡故土的老秦人创作的，并值得更

多人阅读和思考的，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知识性和

趣味性的厚重之书！

月亮里面的碎碎说月亮里面的碎碎说
□金仁顺

黄君编辑的《三贤集》（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分量很重。三

位作者都是当代文学艺术界、学术界的耆宿。刘老是知名杂文

家、诗人，沈老是书法家、诗人，周老是古典文学专家、诗人，他们

的诗文是这个时代的骄傲。

刘征先生的诗词创作成果丰硕。2000年，5卷本《刘征文集》

首发式暨刘征从事教育、文学活动50年研讨会召开，臧克家致

函祝贺说：“当前，旧体诗风气旺盛，作者林立，但评论甲乙，刘征

应居首位……我曾认为他‘山向眼中秀，水在心底流’，山有山的

个性，水有水的柔情，诗人的精神与大自然会合，不做作，首首出

于灵魂深处。”

在一个时期，旧体诗词写作属于“大人物”们的遣兴专利，不

具有社会普遍意义和文化普遍价值。改革开放后，旧的价值观念

遭到瓦解，旧体诗词的审美特性被重新发现，写作旧体诗词就成

了广大诗词爱好者的自觉行为。刘征旧体诗词创作的高峰正是

在这个历史阶段，作品多有老杜沉郁凄凉之感，也常见李白飘逸

畅达之态。开局宏大，格调高雅，一唱三叹，情思绵绵。

因为一些诗词作者古典文学的欣赏水平较低，缺少必要的

国学根基和诗词写作技巧，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当代

诗词创作始终达不到应有的艺术水准。刘征的诗词写作，建立在

自己雄厚的文化基础之上，笔力扛鼎，风骨苍润，延续着中国诗

词创作的传统，有很强的文学性和思想性。

沈鹏先生以书法名世，诗亦不凡。沈鹏的诗词，完全基于自

己的生命体验，不管是写情状物、吟咏山水，还是慎思言志、折柳

奉和，严格遵循诗词的创作规律，谨慎用典，细心推敲，把自己的

诗词创作推向了艺术的高峰。

刘征对沈鹏的诗有独到的见解，他在《师道和书道——沈鹏

〈三馀吟草〉序》中写道：“诗与书不仅如同比翼鸟，还如同连理

枝，两者的血脉是相通的。优秀的书法作品，那纵横起伏流转跌

宕的笔画，是从书家的血管里奔流出来的，体现着书家对艺术的

追求和理解，体现着书家的个性和文化素养，有时还体现着书家

的悲欢。”在刘征的眼里，沈鹏的诗“开卷便感到清新的气息，如

荡清波，如步春林，令人心旷神怡”。

沈鹏的诗有文学思考。文学创作需要思想，诗词创作也需要

诗人对人生、对自我、对现实保持清醒的观察和思考。刘征对沈

鹏诗作的概括非常准确：“似是信笔拈来，不加雕饰，而内蕴深

沉，笔力厚重，气格高远，说它大有唐音是不为过的。”

周笃文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的诗词作品高古、醇厚，用

典较多，对于古典文学修养浅薄的人来讲，有一点阅读障碍。周

笃文的诗词作品，给读者提出了一个要求，不仅要有生活阅历，

还要具备阅读诗词作品的文化准备，至少要对唐宋以来的诗词

创作的脉络有所了解。我觉得阅读诗词，与观赏书法一样，如对

先前的经典书法陌生，就找不到当代书

法作品的审美路径。

古代诗词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

必需为背景的，所以表现得十分畅达、直

接、性情；而当代诗词终究是当代人以十

足的理由和特殊的感情建造的一条曲径

通幽、鸟语花香的园林，思想价值、美学

意义依然存在，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

社会性共鸣。这个问题，刘征先生做了思

考，他说：“今天创作旧体诗，应在内容上

更注重时代色彩和现代生活的特点，即

使生活小品诗也能写出新的味道，和古

人不一样。当然，我不反对旧体诗的形式

创新；但即使恪守古老的格律，也同样能

用现代的土壤滋润她，使沉睡千年的诗

词像古莲的种子一样，在丰盈的现代土

壤开出更鲜艳的花来。”

《三贤集》就是在丰盈的现代土壤中

开出的鲜艳的花。

这几乎是一本对老年生活的百科式的预判与解析的科研论

著，有理有据、端正扎实、入木三分、鞭辟入里。之所以这么说，是

作者用心之切、用情之深、用意之远。

人都是要老去的，这是亘古不变的法则，其实无论动物植物，

都有一个生命历程，由幼小而茁壮而灿烂而平淡而衰竭，概莫能

外。这是自然法则、生命轮回。但是，就动物而言，对老去都是恐

惧的，甚或是不甘与挣扎的。具体到人来讲，对于生命之老去乃至

死亡，总是在探寻延宕的可能，甚至奢望长生不老，尽管是徒劳的，

但似乎总是不会放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生活方式下，期

望活得更久一些，是一个恒久的话题。既然是恒久的话题，就会有

种种的探究。长生不老既是希望不要死去，更有永远年轻的想法，

其实，怎么可能呢？但世间之事，越是不可能，越有人顽固地努力，

不撞南墙不回头一般。就我们自己而言，哪个人内心没有这样的

想法呢？

尽管科学早已经揭示了生命的规律，但顽强的对于生命质量

和长度的追寻，总是让青春永驻这样的词句存续着。

啰嗦一通，言归正传，回到《天黑得很慢》书中来。首先要说的

是，此类涉及对于生命老去时形态的描摹的题材并不多见，而且几

乎是全篇幅全景式的探究与叙述，更是难得一见，就这一点而言，

作者是有温度有温情的，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之所以说有温情，

是因为作者关注到了人之将老的内心世界。尊敬老人，是人类的

优秀传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扶老携幼、老年优待等等，人类在对

待老人方面一直既有精神关切，亦有物质关怀，应该说从来也没有

忽视过。但是，对于老年人内心世界、精神层面的关怀，应该说还

停留在一个浅表的层面，对待老人，很多时候是保证就医、吃好穿

暖，再时不时地看望慰问之类。而对老年人内心世界的探寻与关

切，许多时候是空白的，更不要说对老年人精神层面的全方位的观

照。而《天黑得很慢》用纯粹的大篇幅，全面系统透彻地研究分析

这一问题，实在是值得褒赞的。

该书20万字，结构上用一周的时间进程推进，演绎出七章内

容。七章中的前四章，看似占据了全书的大半，但实际上都是一种

铺垫。在前四章中，作者引用了大量资料和信息，对目前世间关于

养老、尊老乃至延长生命、提高生命质量的方式方法进行了详尽叙

述，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间，把貌似“养老、敬老”的充分努力或

者表演展示得淋漓尽致。而这种客观的不动声色的描述，实际上

是对这种处心积虑、貌似关爱、实则把养老尊老作为一种生意甚或

儿戏的行为的不屑与鞭挞。无论是养老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养老

服务机构乃至健康专家的推介活动，实际上都欠缺一种对于生命

的尊重与真爱，或者说都只是皮毛层面的折腾，丝毫没有用心和入

心。只需要一点就能验证这些人的用心，试问他们是否愿意把这

样的养老敬老举动施加于他们的家人，或者等他们老去的时候去

亲身践行？

《天黑得很慢》一书的真正内核在后三章，是小说的主体部分，

通过陪护员的观察，反映了中国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养老、就医、

再婚、儿女等等，既写出了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慢慢接近

死亡的过程，也写了老年人精神上的孤独，同时，更写出了人间自

有真情在。后三章里的主题是“爱”，惟有爱可以让生命更有意义，

惟有爱可以让生命发生奇迹、创造奇迹，也惟有爱能够让生命更有

体面和尊严。虽然在结构上只有三章，但实际的篇幅占到了全书

的八成以上，作者如此浓墨重彩、饱含深情地诠释“爱”，实际上也

是对前四章铺垫的回应，是对人之将老时理想生活模式的推崇。

正是陪护员钟笑漾的朴实、无私的爱，才可以让作者充分地挥

洒描绘。从一定的角度讲，陪护员钟笑漾是全书的核心人物，这样

说可能有异议，有人可能认为她就是一个保姆，一个照顾老人饮食

起居的服务人员，似乎应该归之为配角，尽管有关于她的大量描

写，但他又不是老人，似乎不是全书要倾力探讨的主角。但问题恰

恰在这里，钟笑漾，笑意荡漾，以一颗金子般的良善之心，用倾心倾

情的爱表达了对于他人人格、尊严、生命的敬重，是她，把一个人老

去的过程变得不是那么孤独残忍，变得温情有加、温暖舒适、温馨

四溢。

《天黑得很慢》一书要给大家描绘的养老的美好甚或理想的场

景可能就是这样吧：有爱才有幸福，有爱才有希望，有爱才有尊严，

才能体面地老去。这可能是老之将至时唯一可以依赖的，唯一值

得憧憬与追求的。

“老辈子传下个人爱人”，人类之所以能发展延续，就是倚仗着

“人爱人”。无论历史更迭，无论身份地位，无论年龄长幼，都离不

开爱，否则，生命就没有了意义。

一言以蔽之，要让天黑得慢一些，就要点亮心底深处那盏爱意

充盈的灯，惟有爱，可以让光明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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