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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业余写手，深感惭愧的是对作
家孙犁的作品，仅止于 《荷花淀》《芦
花荡》 等早期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小
说，对孙犁的了解也仅止于“荷花淀
派”创始人，其他知之甚少。近来，网
购了一套 《耕堂文录十种》，这是孙犁
晚年的作品集结。读后相见恨晚，孙犁
为人作文的很多做法想法，令人敬仰，
并于我心有戚戚焉。

在孙犁诸多的美德中，我最钦佩他
的洁身自好。他直言：“我有洁癖，真
正的恶人、坏人、小人，我还不愿写进
我的作品。”“我唯怕恶人恶声，每听到
见到，必掩耳而走，退避三舍。”经历
过抗日战争的烽火，经历过解放战争的
硝烟，经历过新中国成立后各种政治风
浪的冲击，患过重病，受过打击，遭过
非议，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使孙犁丧失
理智，迷失良知，反而越老越有品位，
越有情怀，越有风骨，不得不使人想到
他的家乡白洋淀里亭亭玉立的红莲，

“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傲岸
而高洁，端庄而灵秀，芳远而清新。

为什么避讳恶人小人，孙犁这样解
释：“不写小人。小人心态，圣人已尽
言之。如舞台小丑，演来演去，无非是
那个样儿。且文章为赏心悦目之事，尽
写恶人，于作者，是污笔墨；于读者，
是添堵心。写小人，如写得过于真实，
尤易结怨⋯⋯在生活中，对待小人的最
好办法，是不与计较，而远避之。写文
章，亦如此。”在孙犁看来，写文章既
自娱，更悦人，是一种精神愉悦，可见
晚年的孙犁对文学创作的审美达到了一
个新的境界，这是他自身修养的缘故，
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哲学。在他心目中，
恶人小人，不要说写，就是意念上也要
避开，想起这些人和事，就“心浮气

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晚年
他尽可能不回忆“文革”前后那些不愉
快的事。他把自己的灵魂视作白玉，即
使点滴丝缕的瑕疵也要反复打磨剔除，
然后静静地滋养在澄澈的清水里。

怕得罪人，也是孙犁不愿在文字中
触及恶人小人的一大原因。他的很多小
说，其实皆为纪事：“我晚年所作小说，多
用真人真事，真见闻，真感情⋯⋯但我这
种小说，却是纪事，不是小说。强加小
说之名，为的是避免无谓纠纷。”可以
想到，每每伏案提笔，孙犁小心翼翼，
内心纠结，不写不快，写了惹麻烦，也
不快，那支流畅的笔就颤巍巍地滞涩
了。《耕堂文录十种》 中的每一单册虽
不是大部头的恢宏巨著，但写起来却很
为难，可以说这是孙犁在难测的人心与
污浊的尘世夹缝中，艰难炼制的一颗颗

璀璨明珠，是他那颗赤诚之心的真实记
录，是一个连狗和猫都不愿意得罪的慈
祥老人的最后闪光。

为了不得罪人，孙犁先是声明不再
为人写序，随后只写一点书评，写书评
不行，又退一步写信，但“不久又发
现，写信如果说实话，照样可以得罪朋
友”。于是干脆连信也不写了，不再给
他人的作品提意见。“不得已，也只是
写封短信：大作收到了，正在拜读，如
有什么意见，定当及时奉告。实际上，
是从此就没有下文。”在良知和友情之
间，他小心地做着取舍，小心地摸索着
通幽的曲径，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系
着脆弱的友情，这个欲望一减再减、祈
求安静的老人活得并不轻松安适。

文字中的孙犁怕惹麻烦，而现实中
的孙犁的确有更多的无可奈何，其作品

中不时出现自嘲的文字——“比如街道
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
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
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
米里有沙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
眼，囫囵吞之⋯⋯”这就是作家每天面
对的现实，别人都适应了，麻木了，听
而不闻熟视无睹了，而他这种适应，倒
不如说是喃喃的申诉与谴责。而“我如
果是一条鱼，看见有人来把水搅浑了，
我就赶紧躲开，游到远处去。如果躲不
开，我就钻到泥草里去⋯⋯”则让人想
象到孙犁生活的艰涩与逼仄，到了无处
可去的地步。与环境的疏离恰恰反衬出
孙犁的“洁癖”，只有眼里容不下沙子
的人，一直敏感的人，一直渴盼美好生
活的人，才会有强烈的排斥反应。作为
一个无力抗争的老人，孙犁也只能通过
文字书写内心的怨尤和渴盼，写出来，
才得以缓缓地透一口气。

“故乡有美好的一面，也有不美的一
面⋯⋯说实在的，对故乡的恶与丑我不
忍心以散文的形式赤裸裸地写出来——
如有可能，不妨可做小说的素材——那
些令人发指的行径变成文字，我怕玷污
了整本集子的审美；当然，我还希望那些
恶与丑能渐变为善与美。因此，对这些
东西，我的文字是极力节制的，也添加了
温和的成分，个别全景式呈现的篇章，未
能入选本书。”这是我的散文集《流星划
过夜空》自序《逃离与回望》中的文字，不
合时宜地引用在这里，丝毫没有傍孙犁
这棵文学大树之意，只是用以印证我与
孙犁老先生在写作上的一点不谋而合，
想不到我的一点感受，孙犁早就多次诉
诸文字了。这样的文字与心灵的“撞
车”，也算是一次美丽的邂逅吧。

（作者系山东教育报记者）

于我心有戚戚焉于我心有戚戚焉
——与孙犁晚年作品的邂逅

韦清

“收集云彩”听起来仿佛是件
荒谬的事情。像云彩这样瞬息万
变、飘来飘去的东西，我们怎么能
收集呢？毫无疑问，它们几乎就
跟任何其他物品一样难以收集。

云朵遵循着大气层变幻莫测
的法则，形成于稳定的气流中，
而云的形态却总是在发生着变
化。在某一刻，它们进入到波动
气流中并扩散开来；下一刻，它
们又被撕扯成碎片。在某一刻，
它们高高耸立，筑成有着阴森云
底的黑色云塔；下一刻，乌云消
散，化作精致的半透明排骨云。
再后来，它们就离开了——要么
是以降雨的形式将水分倾泻出
去，要么经过蒸发又重新回到蓝
天之中。云就像是天空的表情，
但并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摆设。
你可以考虑去收集一切能收集的
东西，收集云彩听上去似乎是其
中最没意思的选项。

但是，你错了。收集东西并
不等于要拥有它。你甚至也不用
去想如何抓住它。你要做的，只
是去看，去记录。

这才是这本 《云彩收集者手
册》 的意义所在。它将把你领入
收集云彩的大门，帮助你识别所
有独具特色的云彩种类，以及云
对太阳光散射、折射或衍射而形
成的一些奇特的光学现象。当你
观察到一种特殊的云，便可以将
其详细记录在相关页面上，这种
云就被你“收集”到了。理想的
做法是随身携带一台相机，这样
你就可以用照片作为你收集到某
种云的证据了。

每增加一种藏品，你就可以
获得集云的分值，分数的多少由
这种云或现象的稀有程度决定。
常见的层积云只会给你加 10 分，
马蹄涡那种一闪而过的镰刀形云
彩却能给你加50分。最高分55分
属于非常罕见且生动的开尔文-亥
姆霍兹波——云彩收集领域的珍
宝。

你应该认真地把分数记录到
“目录与记分卡”上，随着分数
增加，你可以带着贪婪的笑声把
那些分数数上一遍又一遍。这些
分数将会作为判断你的收藏品价
值的必要条件，也会加剧你与其
他观云者之间的激烈竞争。

这本手册旨在作为你的照片
记录的一个补充。当然，你也可
以不拍照，不过很少有观云者会
抗拒拍照。本书所有图片都来自
赏云协会的成员，在协会官网上
也可以看到这些照片的大图，同
时还附上了云彩拍照小贴士。瞬
时气象的这些照片记录可以说是
你所收集到的云彩的物理表现，
就像那些收藏在家里、偶尔被抚
摸一下的东西一样。

收集云彩不像收集硬币那样
有可持续性，也不像收集稀有邮
票那样可以进行交换，但有一些
非常切实的意义。云彩体现了我
们周围这个世界的变幻无常。就
像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的
那样，“自然是一朵多变的云，
始终一样，却又从不一样”。

如何收集云彩
加文·普雷特-平尼

品书斋

安德鲁·米勒就是要在 《从月亮来
的男孩》 中写出一棵树木的疼痛，以文
学的样式，论证皮肉之苦与心灵之痛的
相通与差异。

——阎连科
《从月亮来的男孩》（[英]安德鲁·米

勒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是一部在
国内外备受赞誉的长篇小说，读罢全书，
我忽然觉得人生因“疼痛”而幸运，也让
我正式对“疼痛”报积极态度，而非以前
的排斥心态。如果没有痛觉，我们的人
生是不是就彻底成为一个炼狱？

小说开篇写道：“即便如此，你这
一生，是否得偿所愿？是的。你所愿为
何物？在这世上，成为被爱之人，感受
自己受人所爱。”

故事的主人公天生不能感觉疼痛，
11 岁才开口讲话，被村里人视为“怪
物”。由于传染病肆虐、家庭变故，他不
得不开始四处流浪，遭遇各种奇事——

有人利用他没有痛觉的身体贩卖灵药，
有人收藏他作为展示品。历经了人间的
丑恶与贪婪，没有任何痛感的詹姆斯却
逐渐显示出自己的天才。从皇家海军退
役后，他成为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取
得了极大的成功。然而，他天生的冷漠
也影响了他高超技术的发挥。由于不能
感知疼痛，他也无法理解别人的痛苦。

“铁石心肠”成为他的代名词。作为优
秀的外科医生，他一边用手术刀不停地
切切割割，一边对周遭诅咒个不停，毫
无同情之心。

如果没有疼痛，我们会渐渐步入迷
途，可能会因为一口沸水，而让自己舌
尖残废，而无法说话，可能因为某一晚
休息，而自己身体被外物所伤，却毫无
知觉。最终沦为没有情感，对周围的一
切小心翼翼的“怪胎”。

疼痛，其实是一份得之不易的礼
物，它让我们变得有血有肉，更像一个

人。作者发出感叹：“这个世界到底需
要什么样的人，是需要一个闪亮平庸的
人，还是一个卓绝却心如铁石的人？”

如果没有遇见那个宿命般的女人，
故事的主人公本可享受着世人的畏惧与
尊敬，冷漠地度过没有激情的一生。而
在东欧的森林里，詹姆斯遇见一个女巫
般的女人。这个女人慢慢走进了詹姆斯
的内心，她告诉他，疼痛是什么感觉，
人为什么开心时会微笑，欢乐又是什么
滋味，为什么失去朋友时，人会忍不住
流泪⋯⋯詹姆斯逐渐知道了人到底是为
了什么而活着。然而，他还是无法体
验。宿命的那一刻终于到来，他失去了
爱人，詹姆斯第一次流泪了。人类的痛
苦第一次降临到他的身上，而这苦难似
乎绵绵不绝，没有尽头⋯⋯

这是一部想象力非常丰富的小说，
魔幻又现实，令人回味。另一方面，小
说又让人明白，好的小说并非一定要宏

大而高潮迭起，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故
事，我们生活中并没有多少值得关注的
细节，反而更能让我们感受到一种深层
次的共鸣。

正如阎连科在序言中写道的：“在
没有痛感的文字历史中书写充满痛感的
人的心灵史。它不仅是文字历史的补
充，更是心灵痛史的独立；不仅是特异
人物詹姆斯的人物传记，更是一段英国
民间史的文学传书。”

最后的主人公之死让人惋惜，但作
者 仿 佛 在 告 诉 读 者 ， 现 实 生 活 中 如

“神”一般既感情丰富又天赋异禀的人
很少，身为普通人的我们应该从詹姆斯
的磨砺中学会爱自己，也爱他人。因为

“疼痛”使得我们人类更加坚强，因为
“疼痛”使得我们更加珍惜自己的生
命，是“疼痛”让他们一步一步迈入巅
峰，是“疼痛”让他们的人生命运得到
翻天覆地的改变。

《从月亮来的男孩》：写出一棵树的疼痛
王磊

书与人

通 读 厉 彦 林 散 文 集 《地
气》，作者以博大的胸襟、细腻
的情怀，传达着对故土、对祖国
的深深眷恋。作者用家国叙事的
手法记录了自己的乡土情结，以
蒙太奇式的呈现方式为我们展现
了作者的家国情梦。《地气》 中
许多篇目凝结的沂蒙精神深深地
打动着我。

沂蒙精神就是中国精神、中
国力量的最好注解。在 《沂蒙
山》 中，作者饱含深情地写道：

“沂蒙山⋯⋯曾用甘洌乳汁为战争
淬火，用独轮车碾碎美式大炮。
这是英雄辈出的土地，代代英雄
儿女谱写出无数英雄故事与传
奇。”从革命年代到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有骨气、有血性、有志向
的沂蒙人民不向命运屈服，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战天斗地，改
造自然，重塑自我，涌现出新的
典型，谱写下新的篇章。”

“当你身置崇山峻岭，感受高
山的巍峨壮观，领略自然秀美风
光的时候；当你驻足黄金海岸，
感慨大海浩渺苍茫，欣赏惊涛拍
岸的时候；当你身处茫茫戈壁，
感叹草原广阔无垠，吟唱风吹草
低见牛羊的时候⋯⋯你是否意识
到自然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
的承载体？你是否体会到你所有
审美感受、视觉冲击和心灵震撼
都来自土地？”《土地》 中的这段
话，平实质朴，饱含深情。

厉彦林是一位乡土作家，他
的散文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
质朴的笔调表达着对故土的热
恋。其作品描写的背景、内容以
及作品中所散发的感情无不弥漫
着作者浓厚的故土乡情味道，用
自己的心灵去感受故乡的每一寸
土地，表达着对坚守故土的赤子
情怀。

《地气》 中每篇文章的创作都
有一个基体影响着作者的笔触，
这个基体就是作者的家乡——沂
蒙山。“沂蒙山”既是触发作者创

作情怀的点，又是作者表达赤子
情怀的面。“沂蒙山”在作者的胸
中俨然成了一座精神丰碑。《童年
钟声》 已经深深地镌刻在作者的
胸中；《树上童年》 给了作者无数
的幸福和欢乐；《听春》 中“农家
靠冒出地的苦菜、灰菜、马齿
苋、荠荠菜、野韭菜、野葱等可
以充饥的野菜度日”的场面；《品
春》 中对记忆中熟悉的味道香椿
芽的偏爱；炎炎夏日，老家村周
围绿树掩映的小河、池塘，耳边
响起一片的 《蛙声》 ⋯⋯

一个成熟的作家，必定有自
己的精神故乡和文学坐标。一种
成熟的表达必定是源自作者内心
深处最细腻的表达。作者笔下的

“沂蒙山”是厉彦林的精神故乡和
文学坐标，也是其创作的源泉，
这也标志着厉彦林的散文走向成
熟。

飘逸质朴、率真灵动的语言
风格，使 《地气》 这部作品极具
品读价值。《地气》 中的散文没有
华丽的辞藻，质朴而平缓，飘逸
而柔和。

写季节转换、生命开放：“季
节正在翻页，新的生命与梦想又
在深厚新鲜的土壤里孕育着嫩芽
苞”（《地气重凝》）；写村庄里

“弯弯的小河”：像一面波光粼粼
的镜子，又宛若华丽的绿绸缎，
月亮在河水中荡漾，在波浪上跳
动；写“娘的满头白发”：“不知
不觉，娘老了，腰弯了，变矮
了，满头黑发悄悄变白了，像一
团白云盘上头顶”⋯⋯

这种表达使他的散文简约凝
练，灵气跃动。富有韵味的语言
使他的作品读来如行云流水，自
然天成而又意蕴丰富。让读者仿
佛进入到自己的生活情境，亲切
而又清新。写重要事件不觉其
重，忆身边琐事不觉其轻，娓娓
道来，韵味无穷。

（作者单位：山东省临沂市罗
庄区教育局）

赤子情 家国梦
——厉彦林散文集《地气》读后

崔广胜

纸现场

日前，《童年色彩》《银河 SOHO》等
30 幅摄影作品从数千名青少年摄影爱好
者的投稿中脱颖而出，获得“发现魅力北
京”2018青少年摄影大赛组委会的表彰。

“发现魅力北京”2018 青少年摄影
大赛于今年 4 月至 8 月举行，大赛旨在
鼓励青少年热爱摄影、热爱北京、热爱
生活，引导广大青少年关注新时代首都
北京发展，用镜头记录北京的古都风
貌、京味文化。大赛由书香中国·北京
阅读季领导小组办公室、北京市新闻出
版广电局、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
导，北京出版集团主办。

在历时半年的活动中，大赛组委会
组织了12场“发现魅力北京”公益行摄
团活动和摄影讲座，邀请林海音、王身
敦、吴芳、严志刚、傅拥军、李少白等
多位国内外知名摄影家作为专家导师，
在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古北水镇、通
州大运河等体现北京风貌的地标性景点
开展摄影活动，给青少年摄影爱好者提
供了“零距离”向大师学习的机会。

北京出版集团出版的主题摄影图书
《镜头下的魅力北京》 同时发布。书中选
取了众多优秀摄影师拍摄的展现北京特
色的经典作品。

镜头里“发现魅力北京”
缇妮

德国人爱旅行，也爱阅读，旅游图
书在德国人的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
用。“杜蒙·阅途”原版书在欧洲畅销近
30 年，全球销量超过 1 亿册。由京版梅
尔杜蒙公司引进出版的“杜蒙·阅途”
系列图书中文版最近在京发布。

据介绍，在“杜蒙·阅途”系列图书
打磨过程中，不仅保留了原版书中详尽的
内容和细致的原版地图，同时，几十位长
年旅居在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旅行达人
还为“杜蒙·阅途”系列图书添加了更符合
中国人喜好的旅行攻略信息，由此实现了
外版旅行指南图书的本土化。

书中不仅涵盖了食、住、行、娱、购等
旅游必备信息，还有当地锦囊、独特体验
之旅、禁忌事项等特色建议。遍及全书的
指向性符号，详尽的内文地图、封底地图、
折页地图可以帮游客迅速定位目的地信
息，甚至连存放折页地图的三角袋都可以
用来收纳票据、零钱等，真正体现了匠心
独具的德国品质。

“杜蒙·阅途”中文版系列图书目前
已经出版近 30 个品种，未来还将围绕

“杜蒙·阅途”相关图书内容，联合高
校、旅行社、自媒体旅行达人、旅行爱
好者开展“带着杜蒙去旅行”系列活动。

带着“杜蒙”去旅行
问水

在 1 万多片甲骨中，“妇好”之
名出现 200 多次。妇好是商王武丁的
妻子、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军事统
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女政治家。

这部小说的作者在 11 岁时，迷上
了妇好这位传奇女性，从此翻阅几百万
字史料，研究她的事迹，于 23 岁时，完
成这部浓墨重彩展现妇好爱情和命运
的作品。该作品2007年第一次出版，
系国内首部妇好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

（小暖 整理）

新书赏

这是一个家族近 40 年的往事，也
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的中国市民社
会生与死、离与合、烟与尘的记忆。这
是普通人的故事，讲述了人生之难、人
生之好、人生之不可追。书中讲述的
人世无可奈何的变迁，也带有一种特
殊的生活的光亮，触动人心。

在这个故事中，命运有看似平淡
实则令人心惊的伏笔，但阴影中亦有
光彩与和煦。

《玄鸟：妇
好 传 》 孙 佳
著 浙 江 文 艺
出版社

《 是 梦 》
张哲 著 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

滋味坊

这是《白轮船》作者艾特玛托夫
首部长篇小说，科幻史诗杰作。本书
以荒原上某个偏僻小站的铁路工人
的一次送葬经历为故事主线，把宏大
的时空浓缩入一日一夜，于狭窄中激
化的尖锐矛盾冲突在各个层面上考
验着人性，同时激发出人心中具有永
恒价值的真善美。现实、传说与科幻
交错纷呈，漫话千年、广囿万里，尽显
作者的缜密构思和高超技巧，让人在
阅读的过程中，不禁对自身的命运及
其与传统、现实、未来的各种关系产
生认真的思考。

《一 日 长 于
百年》 [吉尔吉
斯 斯 坦] 艾 特 玛
托夫 著 张会
森 宗玉才 王
育伦 译 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

《云彩收集者手册》[英]加
文·普雷特-平尼 著 王燕
平 张超 译 译林出版社

作家孙犁作家孙犁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供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