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词话全译释评》
王国维 著 李梦生 译评

中华书局 2018年7月出版

《壮丽余光中》
李元洛、黄维樑 著

九州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重新生活》
张平 著

作家出版社 2018年7月出版

《一寸灰》
毛尖 著

中信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一个人的文学史》
程永新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8年8月出版

11
2018年9月28日 星期五
版面编辑：肖煜 视觉编辑：喻萍
电子邮箱：hbrbds@163.com

搭建跨越时空的阅读桥梁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出

生于浙江余姚，当代著

名散文家、文化学者、艺

术理论家、文化史学

家。著有《文化苦旅》

《千年一叹》《行者无疆》

《何谓文化》《中国文脉》

《山河之书》《霜冷长

河》等。

作者在在线

一部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图书 ——读《河北百科全书》

□张锡杰

近日，一部由河北大学主持完
成的河北省重大社科项目——《河
北百科全书》，顺利完成编纂并由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
从 1999 年 12 月启动编纂，历时 20
个寒暑，先后有 800 余名专家学者
参与，在全体参编人员不懈努力和
密切协作下，终于得以高质量完
成，为改革开放 40 周年献上了一
份厚礼。

《河北百科全书》不是一般的
工具书。它是对一个时期最先进
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总
结和概括，也是对河北民族传统文
化 和 现 代 科 学 文 化 新 发 展 的 总
结。它是河北省的一项基础性、创
新性、标志性工程，也是一项具有
重要意义的科学文化建设工程。
河北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
燕赵故土，京畿之地，东临渤海，西
倚太行，北枕燕山，南傍黄河，地理
环境优越，文化历史悠久，民风质
朴豪爽，自古就有“燕赵多慷慨悲

歌之士”之美誉。河北不缺史书典
籍，也不乏历史戏曲和文学名著，
但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
急需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百科全
书”。因此，《河北百科全书》又是
一部应运而生、与时俱进的著作。

百科全书被誉为“没有围墙的
大 学 ”。 阅 读 这 部《河 北 百 科 全
书》，感到格外亲切，深受教益。该
书站在历史和全局的高度，全方位
记述和展示了河北的历史、现实和
未来，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河北的基
本省情和发展进程，真实再现了河
北的自然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传
承、政治区位优势和区域经济特
色，客观反映了河北在现代化建设
方面取得的伟大成就，概括描绘了
河北面向 21 世纪的发展前景，涵
盖了河北的物质、政治、精神、社
会、生态五大文明。它对于扩大河
北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增强建设经
济文化强省的能力，无疑具有重要
的价值和意义。具体来说，该书有
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一是知识容量大，涵盖河北五

大文明、众多学科。《河北百科全
书》，分为总述和历史、地理、海洋、
社会生活、政治法制、经济、教育、
科学技术、文化、医疗卫生、体育、
文物古迹、当代人物 13 个分编。
全书共 5900 余个词条，近 300 万
字、800 余幅图片，内容浩繁，知识
量大，权威性强，是一本包罗万象
集大成的“知识宝库”。条目正文
后，还附有河北大事年表等资料。
可谓“一部书在手，河北万事通”。

二是在严谨求实的基础上探

索创新，力求突出河北特色。《河北
百科全书》在坚持《中国大百科全
书》的编纂原则和规范的基础上，
借鉴了已出版的其他省市百科全
书的经验。在坚持严谨求实的基
础上探索创新，力求突出河北特
色。如“总述”在总结概括河北在
自然地理、人文历史、社会文化和
经济发展方面的省情时，鲜明地阐
述了“得天独厚的京畿之地”“穿越
时空的燕赵风骨”“博远深厚的灿
烂文化”“稳步发展的多元经济”等
基本情况和突出特色。定位鲜明
准确，评价恰到好处。同时，在“分
编”部分，又根据河北特点，特设了

“海洋”和“文物古迹”分编。河北
有 487 千米的海岸线，具有独具特
色的海洋资源，快速发展的海洋经
济，将会成为河北发展新的经济增
长点。众多的文物古迹也是河北
的一大特点和优势。黄帝与炎帝
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涿
鹿之战”，都发生在河北境内；春秋
战国时期的易县燕下都、灵寿中山
故城和邯郸赵王城等大型古城址，

都为河北的文物考古和开展文化
旅游，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是编排分类合理，图文并
茂，意趣盎然。《河北百科全书》
编排分类合理，条目选择严谨，
释义科学客观。特别是分类条目
清晰规范，较好地反映了河北的
历史全貌，并且注意条目与条目
之间的层次关系，便于读者查检
和系统阅读。全书所配的 800 余
幅图片，除少量反映河北总体情
况和特点的图片编排在全书的前
面外，大量的随文图片，采取插
图 的 形 式 ， 编 排 在 条 目 释 文 中
间，图文并茂，意趣盎然。还有
条目正文按汉语拼音顺序排列，
正 文 之 前 列 有 以 拼 音 为 序 的 目
录，正文之后列有分类索引，以
便于不同方式的检索。

凡此种种，均体现了参编人
员的匠心和求新的精神。因此可
以说，《河北百科全书》 是一部无
愧于时代的精品图书，是一部不
可多得、不可不读的高质量百科
全书。

古典今译，确实不仅仅是技术
性的语文转换。

既然是流传千年的文学经典，
必定蕴藏着一脉充满活力的神韵。
这神韵并不只是栖息在一些隽语、名
句上，而是静静地执掌着全篇。就像
我们面对一个人的气质、风范、灵性、
格局，无法具体地从他的衣扣、鞋带、
口音、肤色上一一验证，却又那么强
烈地散发远近，无可抵挡，也无可争
辩。这在文章上，可称之为“文气”

“文心”“诗意”“诗品”，同样是一种通
体笼罩却又无法捕捉的存在。没有
它们，即使是差不多的遣词造句，差
不多的抒情描写，差不多的形容排
比，也只是一些丧魂落魄的篇什。

因此，今译之难，难在“招魂”。
“招魂”之始，是回顾自己初读

该文时的惊喜原因。世上有那么多
词句漂亮的篇章都只是匆匆浏览一
过，为什么这几篇文章却让人耳目
一新、不忍释卷？此间情景，就像

“一见钟情”所带来的直觉震撼，如
果能够寻得主要原因，那也就是寻
得了魂的踪影。

“招魂”之继，是让自己与遥远
的作者通过“移情”来“合魂”。他不
再是古人，而成了自己的朋友，能够
呼吸与共。他的一切思维方式、情感
逻辑，已经与自己很近。因此，所谓
今译，也就是用现代话语表述一个隔
空而来的“自己”。天下人心是相通
的，异时能够相通，异地也能相通。

本书选了十篇风格迥异的古典
美文，来作试验。

第一篇是《离骚》。我在译本之
前加了三个衬托性的潜在问句：“我
是谁？来自何方？为何流浪？”然后
紧接首句，构成对这些潜在问句的
直接回答：“我是古代帝王高阳氏的
后裔⋯⋯”据很多朗诵专家说，这种
穿越时空的一问一答结构，特别能
够引发他们低声开口的欲望。好，
那就由它来引领全书吧。

《逍遥游》，篇名这三个字，早已
成了我的人生理想和艺术理想。庄
子首先是大哲学家，安踞先秦诸子
中的至高地位，却又顺便成了大散
文家。

司马迁的《史记》，是史学和文
学的最高组合。很多学人都赞同我
的一个论断：即便从散文上说，他也
是中国的第一支笔，就连“唐宋八大
家”也不能望其项背。这次选译的

《报任安书》，是他在《史记》之外的一
篇自述。这是一封从一个地狱之门
寄向另一个地狱之门的奇特书信。
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人格力量。

《兰亭集序》，以书法而著名。
很多文人毕生都在临摹它，却对这短
短三百多字的文理，不甚了然。其实
这是魏晋名士们的言谈范例，王羲之
写得还不算太玄，只是沿袭一时之
习，凭着一些宏大的流行话语，做一
些随意而放松的笔墨感叹。没想到，
居然把笔墨感叹得无比美丽。

陶渊明是司马迁之后真正的散
文巨匠。我选了《归去来兮辞》，此
文纯真自然，恳切朴实，气路简约，
很能代表他的风格。

接下来，当然是“唐宋八大家”
了。八大家中，唐代两家，宋代六
家。唐代两家是韩愈和柳宗元，我
各选了一篇。对于韩愈，我没有选
那些大家熟知的论述性文章，嫌它
们理多文少，倒是选了一篇个人化
色彩较强的篇目。有一个叫作李愿
的朋友要回到隐居地盘谷去了，韩
愈以文相送，写得有点意思。苏东
坡曾说：“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
愿归盘谷》一篇而已。”（见《东坡题
跋》）这口气有点大，但毕竟是苏东
坡的见识，我们就顺着他读一读吧。

柳宗元的文章，也选了一篇个
人化的《愚溪诗序》。我觉得此文比
他那些写得很美的“记”更有深度，
也更有趣味。以一个“愚”字提挈上
篇，又以一个“溪”字叩出巧思。

就散文而论，宋代超过唐代。
首先是欧阳修，然后是比他小三十
岁的苏轼。我选了欧阳修的《秋声
赋》。他一上手就以“秋声”写出了
文气沛然的好文章，后面有点弱，但
结束得及时，也算是难得的佳篇
了。相比之下，他的其他几篇有名
的文章，虽然把一人、一亭、一堂都
写得很精彩，却毕竟黏着得过于具
体，受制约了。

我以苏轼的前后两篇《赤壁赋》
来归结全书。读了他的文章，便知
道他有理由对唐文骄傲。风物、人
事、情节都写得简捷而丰满，由此发
出的感慨，又都是横跨时空的超逸
思维，而不像别人的文章那样引向
一种明确的道理。他把文章全部溶

化在山水宇宙中了，却又始终贯穿
着一个既泛舟又攀岩，既喝酒又唱
歌，既感叹又做梦的人格典型。这
个人格典型醉眼蒙眬，逸思高飞，天
真好动，心无芥尘，比前面这些文章
所隐藏的人格典型都更加可爱，更
加阳光，这就是苏轼本人。他用自
己的身心创造了一个悖论：无限亲
近，又难以企及。当代年轻人说他
写的是“后现代散文诗”，很有见
地。但是，我又相信，当这些年轻人
全都白发苍苍之后，苏轼仍然是“后
现代”。

我非常看重古典今译在今天的
“当下阅读”品质，也就是希望广大
读者忘记年代、忘记典故、忘记古
语，只当作现代美文来畅然享受。
我相信，即便是屈原、陶渊明、苏东
坡的在天之灵，也不愿意看到后人
拿着他们的文章去一个字一个字查
词典的情景，而是更乐于听到异代
人用自己的审美愉悦来与他们对
晤，代他们放声。因此，我把今译全
都放在第一部分，与古典原文分开，
避免某些过于认真的读者一下子又
掉进大量注释的泥淖里，步履艰
难。如果读者能把这些译文看作

“无时差文学”来欣赏，那么，倒会更
加贴合古代作家的心灵。

这种古典今译还只是一种尝
试，可讨论、可调整、可纠错的地方
一定很多，望读者不吝赐教。

（《古典今译》，余秋雨著，作家
出版社 2018 年 6 月出版，本文为该
书序言，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人间词话》 是王国维
经典之作，是中国古典诗
词 、 美 学 领 域 必 读 书 目 。

《人 间 词 话 全 译 释 评》 以
《人间词话》 手定稿及删存
稿为上下卷，共计 114 则。
中华书局特邀出版家李梦生
为每一则词话新拟标题，作
今译、评析，并将原文中片
段引用的诗词列出全文，加
以注释和鉴赏提示，介绍典
故，与原文形成呼应。通过
准确到位的译注、旁征博引
的评析，使读者能够获得更
丰富的信息，更好地理解与
欣赏 《人间词话》。

余光中是当代文坛名
家，在诗歌、散文、翻译、
评论等领域都有杰出的成
就。李元洛是最早将余光中
诗歌介绍给大陆读者的评论
家，而黄维樑 50 年来创作
了大量关于余光中的文章与
著作，被誉为“余学家”。
李元洛、黄维樑与余光中交
往数十年，堪称文坛的一段
佳话，也是海峡两岸文化交
流的一个生动实例。该书从
两位朋友的角度，既介绍了
余光中的生活，也从诗歌、
散文、翻译、理论全方位切
入，带领读者走进余光中的
心灵世界与文学世界，分享
其多方面的文学才华与成
就。两位作者的文章既有深
厚的学养，又具有较高的可
读性。

该书是作家张平继 《抉
择》《十面埋伏》《国家干
部》 之后，又一部聚焦反腐
题材的现实主义作品。小说
讲述了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
因贪腐落马后，其家人和亲
友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
变化。小说不再聚焦于纷繁
复杂的反腐败斗争场面，而
是将叙事重点逐步向与此有
关联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倾
斜，既关注民生，也对腐败
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
社会百态、人情冷暖跃然
纸上。

该书集结了专栏作家毛
尖近年发表的 68 篇随笔。
电影评论、文学评论、生活随
笔等兼而有之。毛尖文风犀
利、语藏机锋，嬉笑怒骂之
间，又有“世俗的温暖”。她
能不着痕迹地“将完全不曾
发生过关系的事物容纳进一
个魔幻的瞬间”：从影片演进
发现文化价值，从综艺节目
开播引申至节制美学，从包
法利夫人谈及“我”外婆，从
美剧英剧透视七夕⋯⋯正如
黄裳所言：“毛尖用笔之活，
近时无两。”

该书是《收获》杂志主编
程永新集合数十年编辑生涯
中的笔墨，书写的一部视角
独特、内容别致的“中国当代
文学史”。书中详尽而细腻
地记录了文学编辑眼中的中
国作家，见证他们从丑小鸭
到白天鹅的人生轨迹，感受
诸多当代名作从孕育到出世
的奇幻历程。在几十年的岁
月风云中，伴随着一代又一
代作家的成长，以《收获》为
代表的文化群体始终坚守着
推动中国文学繁荣发展的赤
子之心，以及踏实敬业、包容
创新的品性。

□路来森

作为报人，龚曙光眼光独到，
有境界，有高度；作为学者、文化
人，其文章亦充满才情。《日子疯
长》（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年 7 月
出版）是龚曙光首部漫忆时光的散
文集，他用质朴的文字，记录了岁
月中念念不忘的少年时光与人性
温情，流露了他对故乡的深深眷
恋，就像文中所写——当我们将世
界几乎走遍，才发现这一辈子的奔
走，仍没能走出那个童年和少年的
小镇。

如果对其文章内容作简要概

括，可用六字表达，那就是“情切
切，意沉沉”。“情切切”是指文章所
表达的感情，真切朴实；“意沉沉”
是指文章所表现的思想，深沉厚重
有高度。

书中有亲情、友情，更有乡情、
家国情。他写自己的爷爷，狷介耿
直，刚直不阿。路遇不平，他可以
持刀挺身而出；但他更多的时候本
于“忠恕”，隐忍礼让，留人情面，顾
全大局。他笔下的母亲，则全然是
一位“忍者慈母”的形象。她相貌
美丽，多才多艺，为了理想不惜背
离自己的旧家庭，却又一度遭受了
不公和委屈。但这一切，她都包容

了。她用广博的爱，影响着周围的
人，甚至改变了一定范围内的社会
生态环境。而父亲出身于大家庭，
一生体弱多病，生活中常常“以柔
克刚”。他更像一块海绵，可以容
纳很多，也可以挤出很多。他长于

“精打细算”，但“精打”的是自己的
家庭生活，却从不去“细算”别人。
他追求简单、平和，他的爱是一种
涓涓细流般的滋润之爱。亲情之
叙，作者表达的是一份诚挚，既不
虚夸溢美，也不为长者讳，客观表
现，真诚表达，正是惟其诚，故感人
亦深。

作者将故乡之情寄托于家乡的

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一人一事，也
寄托于孩童时的一些美好记忆，诸
如捉虫、打猪草、弄鱼、偷柴火、收野
粪等。情深在细处，润物细无声。

书中的《山上》《湖畔》两篇文
章描写了难忘的知青岁月。作为
那段特殊生活的亲历者，作者如实
地书写出知青们苦乐交加的生活，
以及知青与农民之间感人至深的
情谊。

每一段个人史背后都隐藏着
一段真诚的家国史。在作者把个
体作为叙述对象时，已然彰显了

“史”的特性——用个体的命运，来
解读历史，体悟人性。

他的父亲和母亲经历了中国
历史上复杂多难的时期，他们身
上 烙 上 了 明 显 的 时 代 印 痕 。 他
写 母 亲 ：“ 她 用 一 个 夜 晚 逃 离 了
那 个 家 ，也 逃 离 了 那 个 旧 制 度 ，
却 要 用 一 辈 子 来 证 明 那 一 次 叛
逃 的 真 实 和 真 诚 。”表 现 了 特 定
历史时期，社会情态在普通人身
上的印痕。

《日子疯长》的每一篇文章，都
像农家小馆精心准备的“菜肴”：淳
朴的文字，浓郁的乡愁，深入人心
的哲理⋯⋯这种真诚的叙事，很容
易让人折射进自己的生活，仿佛看
到了一面人生的镜子。

情切切，意沉沉 ——读龚曙光《日子疯长》

真与美的深情流淌 ——读庞余亮《半个父亲在疼》

□贾登荣

我们常说父爱如山，是因为父
亲在儿女心中像一座巍峨高山，虽无
言，但依旧不能否认其伟大。在庞余
亮的散文集《半个父亲在疼》（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8月出版）中，
却描写了一个严厉、暴躁，偶尔也会
表现出温柔一面的父亲形象。

全书分为四辑：第一辑“父亲在
天上”，是献给父亲的文字，分别从
卖甘蔗、种黄豆、过年以及父亲中风
后等不同方面塑造了严厉却任劳任
怨的父亲形象。第二辑“报母亲大
人书”，是献给母亲的文字，从母亲
的日常劳作，例如捣石臼、做汤圆等
细节入手，描写了一个隐忍、温柔、
坚强的母亲形象。第三辑“绕泥操
场一圈”，是秘密成长笔记，从老师
的视角描写乡村校园里孩子们的成
长逸事，生动、有趣，又令人深思。

第四辑“永记蔷薇花”，描写了读书、
观影、旅行以及书店的搬迁、友人相
聚等生活内容。全书是作家对父
亲、母亲以及个人成长史的坦诚书
写，是一次人间大爱的极致表达。
作者用朴实无华的文字，穿透人世
间的阳光和尘埃，让人们看到岁月
的无声流逝以及亲情的暖心力量。

阅读该书，最深刻的印象就是
作者不矫情、不做作，坦诚而真实地
讲述人生故事，让人们从中受到感
染，得到启迪。第一辑“父亲在天
上”中的9篇文章，最能体现这一特
点。作者用率真的情怀，来书写自
己的父亲。从作者点点滴滴的描写
中可以看到，父亲是个脾气暴躁、不
体恤别人、大男子主义严重的人。
在《丽绿刺娥的翅膀》一文中，作者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次，“我”跟
随父亲在防洪堤下播种黄豆时，被
一种掉在身上会让人又痒又疼的小

虫“洋辣子”伤到了。听到“我”不停
地哭，父亲居然“从杨树的枝头逮到
一只洋辣子往我胳膊上使劲一按”，
那“无数的疼、无数的痒”让“我”哭
不出来了。《半个父亲在疼》一文，则
讲述了父亲中风后直至去世期间发
生的故事：母亲嘴上埋怨，但还是精
心护理，直到父亲生命终结；一个哥
哥以工作忙为借口，不回家照料父
亲，另一个哥哥虽然回来了，却只给
了点钱就匆匆离开；妻子对瘫痪在
床的父亲，也没有好脸色⋯⋯一家
人虽然对久病的父亲有埋怨、有隔
阂，但萦绕其间的夫妻情、父子情，
始终占据着生活的主流，让这个家
庭的成员最终达成谅解，走向和
睦。这样的描写，真实、坦诚，贴近
现实，也是对散文真实性原则的坚
守。作者在这篇文章的结尾处写
道：“父亲在世时我一点也不觉得父
亲的重要，父亲走了之后我才觉得

父亲的不可缺少。我再没有父亲可
叫了。”这样的情感，是人之常情，是
至真至纯的吐露，一点也不突兀。

作者十分善于运用修辞手法，
行文充满生动之美、灵性之美。在
记录自己与父亲驾船去城里卖甘
蔗的《原谅》一文中，作者描写父亲
撑船时的动作，“父亲把湿漉漉的
竹篙往下按，长长的竹篙就被河水
一寸寸地吃了⋯⋯他把竹篙往河
中央一点，河中的碎金更碎了”。
这样的描写，既生动逼真，又富有
诗情画意，让读者获得美的享受。

文字的美，只是文章的外在形
式；思想的美，才是文章内涵的要
旨。庞余亮不但讲究形式之美，更
重视内涵之美。在“报母亲大人书”
一辑中，作者写与母亲有关的穰草
扣、香草、慈姑的若干种吃法等，这
些“有关母亲的小事物”像一张生命
清单，被逐一记录在册——柳编线

箩、石臼、雪汤圆、锈蚀之针、皲裂的
血口、铝钥匙、旧草堆⋯⋯涓滴回
忆，都带着家的温度。甚至是与母
子之情有那么一点儿关系的远方的
两个地名——恩施与孝感，都被作
者那颗敏感的心紧紧抓住，如同一
个绝望的孤儿，突然想抱抱街头陌
生而又慈眉善目的温厚女性。“永远
有一棵母生树，这母生树上有两片
叶子，一片叫作恩施，一片叫作孝
感。”文字里蕴藏的思想之美、深情
之美，得到了完美呈现。

作者在书中所展现的不是被
美化过的父子情深，而是那个年代
中国乡村的一部父亲简史，是岁月
漫漶之后留下的乡土社会人伦图
景。它是献给父亲的挽歌，也注满
了儿子反抗、妥协的疼痛与愧悔。
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庸常琐碎、俗
世悲欢，便构成了让我们留恋着的
人世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