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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美文赏析
暑期阅读特刊

诗意栖居于美文家园

美文者， 优美的散文作品之谓也， 但不
妨作较宽泛的理解： 散文随笔自然包涵在
内， 演讲、 文论、 书信、 日记中的佼佼者也
可入选， 方显美文家园的大同景象。

“伊利亚” 是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的笔
名， 他以此名写作的随笔集是英国文学中的
瑰宝。 若了解了兰姆悲苦的身世， 再读他幽
默、 笔致灵动、 情感诚挚的随笔， 则别有一
番滋味。 其随笔的况味不是清澈见底的，而
是以深邃情感与睿智知性的交融取胜， 在达
观的人生态度的底色上， 兰姆用缠缠绕绕的
文字写出了曲径通幽的妙品。 比如他这样言
说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人们告诉我说：某
种雍容华贵的神态， 原来和我种种其他方面
的秉赋一同被埋没不彰，如今却脱颖而出，在
我身上流露出来了。 我渐渐有了明显的绅士
派头。拿起一张报纸，我只看歌剧消息。‘人生
劳役，斯已尽矣。’”轻松的口吻后隐藏着几十
年的沉闷劳作， 令有阅历者读之慨叹。

《我在美丽的日本》 是日本作家川端康
成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获奖演讲词， 也是一
篇文辞优美的文章。 他从日本的诗歌入手，

谈及茶道、 花艺等， 对日本文化的幽微之处
作了独到的阐释。 “要使人觉得一朵花比一

百朵花更美。 利休也说过， 盛开的花不
能用作插花。 所以现今的日本茶道， 在
茶室的壁龛里， 仍然只插一朵花， 而且
多半是含苞待放的。” 日本文化素有 “菊
与刀” 两面， 这就是 “菊” 了。 川端康
成是一个日本之美的忠实拥护者， 他的
文章自然充分体现了这一点。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
《拉丁美洲的孤独》 是代整个拉美地区立
言。 马尔克斯是魔幻现实主义代表作家，

而在这里他用平实的话语道出肺腑之言：

“拉丁美洲不愿意， 也没有理由成为任他
人摆布的棋子。 她除了希望自己保持在
西半球的独立自主地位， 没有任何不切
实际的幻想。” “我们有权利相信： 着手
创造一种与这种乌托邦相反的现实还为
时不晚。” 对自己生活的大地的深厚感情
使作家的创作和社会责任感很好地交汇，

形成了震撼视听的文字。 这与他的小说
《百年孤独》 是相辅相成的， 不管是魔幻
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还是直抒胸臆的表
达， 都源于对拉美这片广袤土地的爱。

写出深邃情感与睿智知性完美交融
的文章需要作家脱俗的心灵和高超的文
字技巧， 蒙田、 卢梭、 波德莱尔、 吉辛、

罗素、 林德、 泰戈尔、 纪伯伦、 爱默生、

梭罗等都是佼佼者。

书中另有一类文章以勇气和理想的
光芒感动世人， 闪耀在历史的天空中。

1775

年， 英国政府与北美殖民地的矛
盾因波士顿事件而激化，北美人民召开了
反对英国统治的弗吉尼亚会议， 政治家、

演说家佩特瑞克·亨利发表了 《不自由毋
宁死》 的演讲， 鼓动人民公开与英国宣
战， 被美国人尊为伟大的爱国者。 他呼

吁：“屈服与奴役之外， 我们再也没有别的退
路！ 我们的枷锁已经制成！ 镣铐的叮当声已
经响彻波士顿的郊原！ 一场杀戮已经无可避
免……我不知道其他人在这件事上有何高
策， 但是在我自己来说， 不自由则毋宁死！”

自由的呼声传至今日依然令人动容。 美国独
立战争不屈不挠的精神也证明了自由的召唤
有着怎样强大的力量。 唤醒民众，唤醒自己，

理想的光芒在艰难时世或掘金年代都是不可
或缺的，因为它如同黑夜中的一点光亮，虽不
大，但终会蔓延开来，呈燎原之势。 它存在于
人们视野所及之处，也永存于心灵深处，是人
类最可珍视的东西。

杰斐逊的 《独立宣言》 不仅是对美国民
主价值观的重要阐述， 也具有普世的价值。

人权是世上每一个人天生就拥有的， 但在不
平等的时代， 总有一些人比大多数人更 “高
贵” 些。 天赋人权需要人间的斗士拼尽血泪
去争取。 《独立宣言》 为北美殖民地人民争
取独立和自由， 而百年后的马丁·路德·金发
表 《我有一个梦想》 的著名演说， 则充分表
达了黑人要求平等的诉求。 天下一家、 不分
种族肤色是人类的梦想， 相信也是未来不久
就可实现的现实。

二战时期， 温斯顿·丘吉尔领导了英国
人民对德国法西斯的战斗， 赢得了战争的最
后胜利。 《热血、 辛劳、 汗水、 眼泪》 是他
的著名演讲：“我没有别的， 只有热血、 辛
劳、 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我们的目的是
什么？ 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 胜利。 不惜
一切代价争取胜利， 不顾一切流血恐怖也要
夺取胜利， 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 也要争
取胜利， 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 这是
对邪恶的抨击、 对人类生存和自由的坚持，

文字在这里拥有了穿透时空的力量。 丘吉尔
不仅是一个彪炳史册的政治家， 他的文学才
能之高甚至使其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丘吉

尔的二战回忆录是融史实和文笔之美的典
范， 他在战争期间的演说充满着对国家的热
爱和对普世价值的坚守。

左拉的 《上法国总统书 》 、 赫尔岑的
《波兰的流亡者》、 萧伯纳的 《贝多芬百年
祭》 等名文无不以勇气和理想的光芒闪耀在
历史的天空中。

思辨性的文章是严谨的 ， 有时难免枯
燥。 在很多杰出的作家笔下， 却流淌出严谨
与优雅兼具的美文， 拥有不朽的生命力。

《普通读者》 是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
芙的文学评论集， 于畅达而幽微的文辞中显
示出深刻的见解。《〈简·爱〉与〈呼啸山庄〉》是
其中论述作家勃朗特姐妹的篇章， 她这样分
析：“当夏洛蒂写作之时， 她以雄辩、 华丽而
热情的语言来倾诉：‘我爱’， ‘我恨’，‘我痛
苦’。 她的经验虽然更为强烈， 却和我们本
身的经验处于同一水平上。 然而， 在 《呼啸
山庄》 中， 却没有这个 ‘我’ ……有爱， 然
而却不是男女之爱。 艾米莉是被某种更为广
泛的思想观念所激动……她朝外面望去， 看
到一个四分五裂、 混乱不堪的世界， 于是她
觉得她的内心有一股力量， 要在一部作品中
把那分裂的世界重新合为一体。” 对夏绿蒂
和艾米莉的这种卓见是开创性的 ， 眼光独
到， 充分显示了伍尔芙作为评论家的洞察
力， 也证明了文学批评未必要用艰深晦涩的
语言， 情感的注入、 畅达的文字应更具有对
读者的感染力和说服力。 《普通读者》 中的
篇章大抵如此， 这与伍尔芙创作小说的意识
流手法大相径庭， 也可看出这位女作家多方
面的才能。 文学批评贴近普通读者， 这些篇
什是很好的文字实践。

德国哲学家尼采在其主要著作 《查拉图
斯特拉如是说》 中将哲学的思辨化为优美的

文辞倾泻而出， 于美丽的形式中阐发自己的
思想。 尼采是一个洋溢着 “酒神精神” 的大
哲学家， 他向来不吝啬在自己的著作中挥洒
深刻而华丽的文字， 冷中带热， 热中带冷，

倾泻而出， 关注人类的命运和终极问题。 虽
一度陷于疯癫状态， 但面对狂乱的时代， 或
许他才是最清醒的。

柏拉图的 《苏格拉底的申辩》、 弥尔顿
的 《论出版自由》、 伯克的 《论崇高与美》、

华兹华斯的 《〈抒情歌谣集〉 序言》、 德·昆
西的 《论 〈麦克白〉 剧中的敲门声》、 卡莱
尔的 《论英雄和英雄崇拜》、 阿诺德的 《论
今日评论的作用》、 席勒的 《美育书简》 等
都是体现了理性思辨魅力的美文佳作。

感受美文 ， 欣赏美文 ， 可以使我们的
心灵获得更好的滋润， 暂时忘却喧嚣的市
声， 进入幽静的精神家园。 人类需要诗意
的栖居， 阅读天然地成为最好的方式 。 在
如饮春醪般的沉醉中， 久违的宁静不期而
至， 让我们在炎炎的夏季尽情地享受这清
凉的一刻吧。

（《一生的美文计划———世界名家美文
100

篇》， 季羡林顾问， 徐如麒主编， 团结出
版社

2007

年出版）

王剑冰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3

年
5

月出版。

20

世纪， 是中国散文创作上变革最大
的
100

年。 这
100

年间， 中国的散文创作取
得了巨大的成就。 一般的散文选编往往
重视现代作家作品， 而忽视了当代作家
作品。 该书在选编时力图做到现代散文
和当代散文在篇目上的平衡。 编者不仅
仅在精短上用心， 更在纯美上用意， 题
材上力求广泛， 以展现

100

年间不同时期、

不同社会层面的人们的精神风貌。

淡霞编，中国和平出版社
2006

年
1

月出版。

该书精选
100

篇被公认为最优秀的散
文名作， 分为“感动一生的文章”、 “最
美的游记”、 “心灵的鸡汤”、 “思想的
力量”、 “感悟人生”、 “永远读不够的
美文”、 “大师佳作”、 “文化的魅力”

8

个部分， 内容丰富， 体例鲜明。 同时，

本书设立了“入选理由”、 “作者简介”、

“作品赏析” 等辅助栏目， 旨在给读者提
供指导性的阅读建议。

陈国恩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6

年
6

月出版。

该书里的文章都是名家名篇， 总体上
来说外国的作品居多。 在选择篇目时， 编
者没有选择太偏于说理的文章， 而是选择
偏于叙事与抒情的文章。 这些文章的题材
广泛， 无论是谈论草木虫鱼， 还是吟咏风
花雪月， 文章都打上了作者的精神印迹。

从这些文章中我们可以读出作者独特的生
命体验和人生态度。

郭小聪编，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9

月出版。

该书的编选独具特色， 在求新之外，

编者选择篇目时还求美。 该书共收入
64

篇
文章， 分为

7

个专辑： 第一辑“故乡与远
方”， 展现出人生的爱与美； 第二辑“心
灵的馨香”， 展现出人生意义与心灵的高
贵； 第三辑“远处的青山”， 表达了对和
平生活与和谐世界的理想追求； 第四辑
“世界正变得单调”， 体现了对现代精神、

大众文化及环保意识的关切与反思； 第五
辑“永久的刹那”， 展示出沉浸在艺术美
的享受中的精神状态； 第六辑“在我们前
面的大师， 要爱他们”， 刻画出文化大师
的风采； 第七辑“报考人名单”， 向我们
展示了从容幽默的心态。

我只剩下了回忆

还有微笑

哥尔德斯密斯的《乡间晚会》，不到
5

页
的文字，将乡间绅士和太太们的可鄙可笑
刻画得栩栩如生，让人忍俊不禁。 失聪后
的贝多芬敏感而暴躁，音乐才华的施展被
极度压抑，他如受伤的野兽般躲藏起来独
自舔舐伤口，然而，一双火热的眼睛又透
露出内心的激情。 萧伯纳的《贝多芬百年
祭》将他誉为“纯音响世界最奔腾澎湃的
灵魂”，确是准确恰当。 川端康成的《伊豆
的舞女 》闻名遐迩 ，此书中的 《伊豆的印
象》 以其惯用的清淡笔触记录了 “内伊
豆”、“南伊豆”的风情。 很多人都会有很多
种不同的嗜好，比如曹操的“何以解忧，唯
有杜康”， 比如爱因斯坦喜欢在闲暇时候
拉拉小提琴；而丘吉尔首相居然画得一手
好画，他在《我与绘画的缘分》一文中如此
说道：“这样的嗜好在一个最苦闷的时期
搭救了我。 ”

短小的篇章，深厚的意蕴 ，几乎每一
篇都让人微笑或沉思。

让我深刻感受到人间大美的是卢梭
的 《漫步之五》。 《漫步之五》 选自卢梭
的最后一部作品 《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
想》， 这是卢梭与自己的灵魂最后的深入
交谈。 长者往往就是智者， 阅尽繁华与
沧桑之后的平静从容， 让后来者钦羡之
余陷入沉思。 人们对于幸福的理解与追
求， 总是各不相同， 而同一个人的不同
阶段， 因际遇阅历的影响， 也会有很多
的不同感受。 年轻时候， 人们追逐的往
往是金钱、 权利、 享乐……到了相应的
年纪，看多了起起落落，也便云淡风轻。 卢
梭在圣皮埃尔岛上，或躺在随波漂流的船
上，或坐在汹涌澎湃的比埃纳湖湖畔， 或
站在流水潺潺的溪流边， 回顾饱经风霜
的漫漫人生， 独自遐想， 追问幸福的源
头 ， 体会 “心灵的宁静 ” 的弥足珍贵 。

阅读者仿佛也随之沉浸其中，远山、原野、

湖泊、丛林……深深沉醉于此间弥漫着的
清新空气，思绪如烟云缥缈于尘世之上。

清风吹来，恰好翻至捷克作家塞弗尔
特的《世界美如斯》，此文以加缪的“我们
没有时间孤独， 我们只有欢乐的时间”作
为前言。 文中塞弗尔特缅怀往事，脑海中
浮现的是“如此之多的善良人的面容”。 在
我们的生活中，似乎总是善恶并存。 我们
也总是常常抱怨诸事的不尽人意，而作者
却在友善地、 怀着热爱诉说曾经的人与
事。 “我只剩下了回忆，还有微笑！ ”编者将
《世界美如斯》作为书名，既因为本书收集
了全世界各国的经典美文，也因为此书所
蕴含的人间的欢乐与善良。

清晨，窗外的梧桐树上早有嘶嘶蝉鸣，

阳光穿过枝丫的缝隙，点点淡金散落在《世
界美如斯》的书页上，偶尔有风翻起几页，

视线随风而动， 有一种令人喜悦的绚烂与
轻灵。

（《世界美如斯》，

[

法
]

普鲁斯特等
著， 叶君健等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
2004

年
3

月出版）

德富芦花·我家的财富
房子不过

33

平方米， 庭院也只有
10

平方
米。 人说， 这里既狭窄， 又简陋。 屋陋， 尚
得容膝； 院落小， 亦能仰望碧空， 信步遐
想， 可以想得很远， 很远。

日月之神长照。 一年四季， 风霜雨雪，

轮番光顾， 兴味不浅。 蝶儿来这里欢舞， 蝉
儿来这里鸣叫， 小鸟来这里玩耍， 秋蛩来这
里低吟。 静观宇宙之大， 其财富大多包容在
这座

10

平方米的院子里。

院里有一棵老李树，到了春四月，树上开
满了青白的花朵。碰到有风的日子，李花从迷
离的碧空飘舞下来，须臾之间，满院飞雪。

邻家多花树， 飞花随风飘到我的院子
里， 红雨霏霏， 白雪纷纷， 眼见满院披上花
的衣衫。 仔细看有桃花， 有樱花， 有山茶
花， 有棠棣花， 有李花。

院角上长着一棵栀子。 五月黄昏， 春阴
不晴， 白花盛开， 清香阵阵。 主人沉默寡
言， 妻子也很少开口。 这样的花生在我家，

最为相宜。

老李树背后有棵梧桐， 绿干亭亭， 绝无
斜出， 似乎告诉人们： “要像我一般正直。”

梧叶和水盆旁边的八角金盘， 叶片宽
阔， 有了它， 我家的雨声也多了起来。

李子熟了， 每当沾满了白粉的琥珀般的
玉球骨碌碌滚到地面的时候，我就想，要是有
个孩子，我拾起一个给他，那该多高兴啊！

蝉声凄切之后， 世界进入秋季。 房东留
下的一株黄菊也开了。 名苑之花固然娇美，

然而， 秋天里优雅闲寂的情趣， 却荟萃在我
家的庭树上了。 假若我是诗翁蜕岩， 我将吟
咏“独怜细菊近荆扉”， 使我惭愧的是我不
能唱出“海内文章落布衣” 的诗句来。

屋后有一株银杏， 每逢深秋， 一树金黄，

朔风乍起， 落叶翩翩， 恰如仙女玉扇坠地。

夜半梦醒， 疑为雨声； 早起开门一看， 一夜
过后， 满庭灿烂。 屋顶房檐， 无处不是落叶，

片片红枫相间其中。 我把黄金翠锦都铺到院
子里了。

树叶落尽，顿生凄凉之感。 然而，日光月
影渐渐增多，仰望星空，很少遮障，令人欣喜。

（本文摘自 《最美的散文》 （世界卷），

[

美
]

房龙等著， 徐知免等译， 北京出版社
2008

年
2

月出版）

编者按
很多专家指出，美文文学性强，文辞优美，意味隽永，文

质兼胜，有助于陶冶美好情操，并且大多篇幅较短，适合忙碌
的教师阅读。 本版重点介绍近年来较为优秀的美文选集。

梁实秋·旅行
古人云， “一生能着几两屐？” 这是

劝人及时行乐， 莫怕多费几双鞋。 但是
旅行果然是一桩乐事吗？ 其中是否含着
有多少苦恼的成分呢？

出门要带行李， 那一个几十斤重的
五花大绑的铺盖卷儿便是旅行者的第一
道难关。 要捆得紧， 要捆得俏， 要四四
方方， 要见棱见角， 与稀松露馅的大包
袱要迥异其趣，这已经就不是一个手无缚
鸡之力的人所能胜任的了。 关卡上偏有好
奇人要打开看看， 看完之后便很难得再
复原。 “乘兴而来， 兴尽而返”， 很多人
在打完铺盖卷儿之后就觉得游兴已尽了。

在某些国度里， 旅行是不需要携带铺盖
的， 好像凡是有床的地方就有被褥， 有
被褥的地方就有随时洗换的被单———旅
客可以无牵无挂， 不必像蜗牛似的顶着
安身的家伙走路。 携带铺盖究竟还容易
办得到， 但是没听说过带着床旅行的，天
下的床很少没有臭虫设备的。 我很怀疑一
个人于整夜输血之后，第二天还有多少精
神游山逛水。 我有一个朋友发明了一种
服装， 按着他的头躯四肢的尺寸做了一
件天衣无缝的睡衣， 人钻在睡衣里面，

只留眼前两个窟窿， 和外界完全隔
绝———只是那样子， 夜晚出来曾经几乎
吓死一个人！

原始的交通工具， 并不足为旅客之
苦。 我觉得“滑竿”“架子车”都比飞机有
趣。 “御风而行，泠然善也”，那是神仙生
涯。 在尘世旅行，还是以脚能着地为原则。

我们要看朵朵的白云，但并不想在云隙里
钻出钻进；我们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
高低各不同”， 但并不想把世界缩成假山
石一般玩物来欣赏。 我惋惜米尔顿所称述
的中土有“挂帆之车”尚不曾坐过。 交通工
具之原始不是病， 病在于舟车之不易得，

车夫舟子之不易缠，“衣帽自看” 固不待
言，还要提防青纱帐起。 刘伶“死便埋我”，

也不是准备横死。

旅行虽然夹杂着苦恼， 究竟有很大

的乐趣在。 旅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
丑恶。 “大隐藏人海”， 我们不是大隐， 在
人海里藏不住。 岂但人海里安不得身， 在家
园也不容易遁迹。 成年地圈在四合房里， 不
必仰屋就要兴叹， 成年地看着家里的那一张
脸， 不必牛衣也要对泣。 家里面所能看见的
那一块青天， 只有那么一大块。 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清风明月， 在家里都不能充分享
用， 要放风筝需要举着竹竿爬上房脊， 要看
日升月落需要左右邻居没有遮拦。 走在街
上， 熙熙攘攘， 磕头碰脑的不是人面兽， 就
是可怜虫。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们虽无勇气
披发入山， 至少为什么不带着一把牙刷捆起
铺盖出去旅行几天呢？ 在旅行中， 少不了风
吹雨打， 然后倦飞知还， 觉得“在家千日
好， 出门一时难”， 这样便可以把那不可容
忍的家变成为暂时可以容忍的了。 下次忍耐
不住的时候， 再出去旅行一次。 如此的折腾
几回， 这一生也就差不多了。

旅行中没有不感觉枯寂的， 枯寂也是一
种趣味。 哈兹利特‘

Hszlitt

’ 主张在旅行时
不要伴侣， 因为“如果你说路那边的一片豆
田有股香味， 你的伴侣也许闻不见。 如果你
指着远处的一件东西， 你的伴侣也许是近视
的， 还得戴上眼镜看。”

一个不合意的伴侣， 当然是累赘。 但是
人是个奇怪的动物， 人太多了嫌闹， 没人陪
着嫌闷。 耳边嘈杂怕吵， 整天咕嘟着嘴又怕
口臭。 旅行是享受清福的时候， 但是也还想
拉上个伴。 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受得住孤独。

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
多， 避之唯恐或晚， 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
人之间是亲切的。 到美国落矶山上旅行过的
人告诉我， 在山上若是遇见另一个旅客， 不
分男女老幼， 一律脱帽招呼， 寒暄一两句。

这是很有意味的一个习惯。 大概只有在旷野
里我们才容易感觉到人与人是属于一门一类
的动物， 平常我们太注意人与人的差别了。

（本文选自 《中国
20

世纪名家散文经典·
梁实秋》， 有删节。 此书由林非主编， 太白
文艺出版社

2008

年
10

月出版）

用美文点亮人生之灯

《人一生要读的
60

篇美文》 全书精选
了
60

篇中外名家美文。 老舍的 《又是一年
芳草绿 》 细腻精致 ， 给人以美的享受 ；

李广田的 《花潮》 激越奔放， 给人以思
想的震撼； 张炜的 《融入野地》 借景抒
情， 偏重对历史文化的探究和情感的表
达， 倾注了更多人文关怀， 蕴含了很深
厚的文化意味 ； 朱自清 《春 》 和 《绿 》

的描写 ， 唤起人们对自然的喜爱之情 ；

屠格涅夫与纪伯伦那跳跃性的语言， 读
来像是一首诗 ， 攫住了我的心和灵魂 ；

加缪 《生之爱》 中那感人肺腑的亲情让
我怀想家人， 感觉幸福无比……这样的

美文贴近生活， 读来韵味悠长。

此书中每一篇文章都蕴含着深刻的生活
哲理。林语堂在《人生自然的节奏（节选）》中，

以自然的四季作比喻， 道出了人生几个阶段
的特点，“我爱春天，但是太年轻。 我爱夏天，

但是太气傲。 所以，我最爱秋天，因为秋天的
叶子的颜色金黄，成熟，丰富，但是略带忧伤
和死亡的预兆。 ”在这篇文字中，林语堂充满
对人生之秋的赞美， 显示出在人生哲学上的
朴素、宽容、平和而理智的品格和气质。 尽管
人生之秋如此幽雅迷人， 但是它也是自然到
来的，它不能超越春天和夏天。林语堂指出人
生的秋天作为一个阶段呈现出完美的特征，

同时也表明了他成熟时期的人生态度， 这是
一种幽雅、淡泊而又充实的生活态度。

美文展现了生命中温暖的爱 。 冰心在
《荷叶母亲》 中， 写雨打红莲， 荷叶护莲的
场景， 十分温馨感人， 既充满了浓浓的爱
意， 又让人顺理成章地联想到母亲对子女的
呵护。 母亲是孩子躲避风雨的港湾， 当风雨
袭来时， 她们都会将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

在母爱的保护伞下， 一切暴风雨都仿佛是脆
弱的水珠。 文章的结尾处， 冰心深情地呼
唤：“母亲啊

!

你是荷叶， 我是红莲， 心中的
雨点来了， 除了你， 谁是我在无遮拦天空下
的荫蔽？” 看来， 母亲一切的辛劳与无私的
付出， 都是为了让子女有一个健康、 舒适的
环境， 这就是出母爱的伟大。

美文带给我们生命的思考 。 席慕容在
《白色山茶花》 中写道， “因为每一朵花只
能开一次， 所以， 它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
步。 满树的花， 就没有一朵开错的。 它们是
那样慎重和认真地迎接着唯一一次的春天。”

每当读到这里， 我的心中就特别感动———她
的语言是那样的质朴， 却又是那样的深刻；

像春日里的细流， 缓缓地注入了我的心田。

我不得不惊叹于席慕容的才华， 试想， 花有
开错的时候吗？ 因为一生仅有一次生命， 我
们才必须要尊重， 才不能错过， 才不能让无
情的岁月悄悄地溜走。

在 《人一生要读的
60

篇美文 》 中 ， 类
似这样精彩而充满智慧的文字随处可见 ，

书中还有许多有助排解人生苦痛的小故事，

它们都像是我们黑夜里看到的一扇有着亮
光的小窗。

读 《人一生要读的
60

篇美文》， 感觉就
是在看人生沿途的风景， 看过了， 不仅获得
了美感享受， 还净化了心灵， 从而有了催人
积极向上的勇气和力量。

（《人一生要读的
60

篇美文》， 喻娟主编，

鲁迅等著， 华文出版社
2009

年
7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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