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改变气质，古代已有此论。清

末重臣曾国藩认为：“惟读书可变化气

质”。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信中称：“人

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

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

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

立坚贞之志。”

古人认为，变化气质是读书的目的

之一。《吕氏春秋》曰：“君子所以学者，为

能变化气质而已”。宋人张载认为，“为

学大益，在自求变化气质”。读书积淀的

学问，运行在人们的精神空间之中，本身

就是一个“存高远、去凝滞，忍屈伸、去细

碎”的过程。经历了这番过程，人们就会

去机巧而求笃实，渐渐地养成宽舒广博

之气度、温厚和平之性情、飘逸洒落之胸

襟、含蓄淡远之意境。学至气质变，方是

有功；习到自然缓时，便是气质变也。的

确，人们明理知事、克己修身，都必须依

赖读书。

读书是一项精神功课，对人有潜移

默化的感染，读书人的气质就是由连绵

不断的阅读潜移默化而养就。英国哲学

家培根说：“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书是

最好的精神营养。日子一天一天地走，

好的养分一点点地渗透，天长日久水滴

石穿，持之以恒的涵养下去，一年两年多

年，养分就像微波，徐徐加热，精神分子、

素养分子的结构就会有所改变，由内润

外，气质的魅力就日益显现出来。

读书的过程，就是再造生命的过程。只

有不断地读书学习才能弥补自身的不足，才

能使自己丰富和深刻起来。当一个人专注

于读书，读过很多好书之后，久而久之，耳濡

目染，崇美向善的文字丰盈了心灵，书情雅

意博大了胸怀，知识的文明熏陶了至纯至真

的情感，思想情操就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境

界，就会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自身的气质：目

光变得更加清澈有神，面庞更加柔和宜人，

表情也更加富有韵味，举止也更加优雅得

体。这种气质美比起外表美来要耐看得

多，正如伏尔泰所说：“美只愉悦眼睛，而气

质使灵魂入迷。”

读书，应当是一种耐得住寂寞的习

惯，是一种坚持不懈的学习积累，是一

个长期修炼的过程。只有把读书当成

工作的补充，当成生活的一部分，当成

与吃饭睡觉一样的需要，克服功利心

态，只为自我圆融，经年累月、不断地

汲 取 书 中 的 营 养 ，积 累 智 慧 ，启 迪 思

想，陶冶情操，完善人格，才能真正澄澈

自己的心灵，升华自己的境界，从而改变

自己的气质。

读书

一口气读完作家余清平的小说《蓝色
风信子》。掩卷遐想，那种惬意美妙的美
感，久久萦绕心头，挥之不去。显然，那是
小说里所塑造的鲜活生动人民教师形象
的灿烂之光，那是男女主人公之间纯真无
瑕之爱情散发出浓浓的温馨芬芳。

作品反映了现实，生动描摹当下人物
的心灵世界，彰显其无私奉献的时代风
貌，抵近教育领域讴歌人民教师的宽阔情
怀，塑造出有责任担当的新时代的园丁形
象。欧阳群和孟秋燕是大学同学，相识、
相知的同窗学习让两个青年人之间彼此
相爱。欧阳群毕业后留校任教，而孟秋燕
呢？则因为家庭极为贫困，在入学之前受
到一个生意人的资助，无奈签订了毕业后
到一个闭塞的小山村支教几年的协定。

欧阳群通过父亲的关系，也为孟秋燕争取
到了留校任教的名额，不料被她婉言谢
绝，要履行当年签订的协定。

一对恋人将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
怎么办？

烈火炼真金，关键时刻考验人。欧阳
群毅然改变决定，冲破父母亲的层层阻
挠，义无反顾地和恋人一起去山村支教。
谁知几年后，孟秋燕却把一个辞职信函和
笔记本放在欧阳群的桌子上不辞而别。
从此，欧阳群就像一颗钉子，任凭寒风肆
虐岿然不动，牢牢地“钉”在这山村小学
里。花开花落，寒暑易节，痴心不改，为
何？其一，是真的舍不得离开山村小学的
孩子们；其二，是等孟秋燕，相信孟秋燕一
定会回来！在这里，作家以朴素散淡的文

笔，以灵动凝练而富有张力的语言，深情
赞颂欧阳群和孟秋燕不忘初心，献身教育
事业的高尚美德，表达了人类最深层次最
本真的，对爱、关怀、温暖的理想追求和向
往，细细品读，如一杯老窖美酒回味无穷
……

蓝色风信子作为小说中一条线索，贯
穿全篇，把隐喻欧阳群和孟秋燕纯洁无瑕
爱情的“风信子”和歌颂他俩恪守诚信，无
怨无悔奉献教育的传统美德融为一体，浑
然天成，相互辉映。风信子是小说里的闪
光亮色，是欧阳群和孟秋燕爱情的象征，
如一盏明灯照亮了文学的夜空，营造了温
馨亲切的艺术氛围。

《蓝色风信子》精心布局谋篇，事先
埋好伏笔，采取欲扬先抑、渐入佳境的手

法，产生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艺术效
果，让悬念一直牵着读者的心，彰显着中
华民族无私奉献精神的诗意表达，让教育
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作家余清平是一位“能把平凡的日常
生活瞬间转化为诗（文学）的高手”。他以
昂扬的姿态与青春的激情面对生活，努力
发掘底层草根人群琐碎生活中的闪光
点。小说中，他从容地将情节凝结于人物
的个性塑造之中，不刻意追求扑朔迷离而
一波三折的故事悬念，试图从多个角度还
原人物的视觉、听觉、触觉、反衬等多层次
的心灵世界，从侧面对美、人性与道德进
行了发掘和拷问；传递正能量，讴歌真善
美，为奋战在教学第一线的人民教师树碑
立传。作家重新发现了中国老百姓身上

那种看似木讷迟钝但其实非常可贵的道
德闪光，重新发现了一种一直在默默推动
着我们民族向前行进的精神力量。笔者
以为，这才是余清平所塑造的教师形象的
精神质素，同时也蕴藏着其对当下现实精
神重新建构的非凡意义。

为园丁立传，为正能量抒怀。余清平
的写作贴近时代，贴近现实，弘扬一种诗
性的人生，呵护真爱与理想的生长。笔下
的人物有倔强的个性，一旦认准了前进方
向，便不动摇、不妥协、不放弃，一诺千
金，敢于担当，无怨无悔，甘之如饴。在

《蓝色风信子》里，作家尽可能全面呈现人
与坚硬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博弈，在相互较
量中把人心、人性展现出来，从而使小说
极富冲击力和穿透力，彰显出一种清新纯
净而富有诗意的文学美感。

小说用一种当代文学久已生疏的理想
主义情怀诠释着爱情、青春和梦想的真谛，
意味隽永而深长。从这个角度说，《蓝色风
信子》表意虚实结合、互为表里，含而不露，
犹如一束闪光，照进当下读者的灵魂深处，
唤醒了其沉缅在角落里的那些爱与美的憧
憬和向往。唯有这些千金难买的珍贵爱
情，还有园丁们无私奉献的美德构筑了人
生中最初的信守，描绘出一道靓丽的时代
风景，使这个社会变得更加温暖和美好。

广西作家朱山坡作为 70 后小说家，
他一直活跃在读者的视野中，他的写作有
着剑客一般的气质。这么多年，他在创作
的道路上马不停蹄，从未停歇。

这本《马强壮精神自传》以精神病人
马强壮为主要线索，叙述了来自于农村的
马强壮带着梦想走进 K 城，却因为被同样

来自社会底层、长着癞皮头的保安王手足
打了一个巴掌，因此见人就说他的嘴巴走
形了，发誓要杀掉王手足。与此同时，其
他人把他当作精神病人送进精神病院，慢
慢地被人训练成了“精神病人”。主人公
的精神遭遇像可以传染的疾病一样，他身
边的人全部感染：妹妹马茜和妹夫侯小
耳、幻想伴侣凤凰、仇人王手足……形形
色色的人物尽显人生的千奇百怪。

全书围绕马强壮所展开的一系列事
件，使人隐约想到了塞万提斯在《堂吉诃
德》中提倡的“骑士精神”。马强壮可以背
诵完《新华字典》，他和家乡米庄最有出息
的屠夫王大可争论一个漂亮贤惠女人美
兰的归属权，认为美兰是他爱的人，属于
他。为此被王屠夫追杀在树上呆了三天
三夜，等王屠夫服输才愿下来。当然，这
并不能改变他暗恋的美兰是王屠夫妻子
的现实。他的死对头王手足也是一个可
怜人，他对因失手导致马强壮精神不正常
而心存愧疚，为了照顾妻子凤凰学习厨
艺，最终成为小饭馆的厨师。当他因癫痫
发作且露出癞皮头后，被顾客和老板驱
逐，成为养猪的“王大厨”，居然会觉得

“养猪其实也不错，总比伺候人容易”。还
有诸多类似的情节，这与塞万提斯用骑士

小说的叙述模式很相似，用夸张的手法描
写和荒诞的情节设计，讽刺了社会中虚幻
的生活和人在迷茫时所谓的虚影现象。

当作者把小说微小的细节放大在社
会背景下，小说中的人物成为喜剧式的悲
剧人物。人们嘲笑堂吉诃德的“骑士道”
理想，也嘲笑马强壮的精神病人现象。某
种意义来说，这种讽刺对象的出现给了人
们一个茶余饭后的谈资，马强壮的理想并
没有任何错误。他在高考失败后回到米
庄遭遇了村民的冷眼对待，他需要在繁华
的 K 城市找到自尊和实现理想，希望有朝
一日能够衣锦还乡，让米庄人刮目相看。
但是，他经历被当作盲流收容、做建筑工
但工资得不到保障等不公平的遭遇，使得
理想坍塌。在他心中，社会应该是没有邪
恶、没有欲望、没有恃强凌弱，是一个机会
公平、人与人之间自由平等的理想社会。
可是，身为保安的王手足打了一耳光后，
他的幻想被打破了，再也没有最初来到城
市的优越感。这种被人攻击和嘲笑的滑
稽形象，成了喜剧性情节的线索发展和荒
唐性结局的个人悲剧。从人类社会的深
层来说，马强壮的形象内涵在于目前城市
梦想者的虚拟性，以及他们在现实和幻想
冲突中产生的畸形人生。

他作为一个被赋予寓意和隐喻的形
象，必然在小说的立意和主旨上有着讽刺
的精神存在。马强壮人格的双重性和矛
盾性使他在任何一件事上不觉得有什么
不对的地方，总是喜欢特立独行的生活。
他不认为自己内心的想法和行为有什么
不妥，固然如同鲁迅笔下的阿 Q，阿 Q 被
赵老太爷凌辱后寻找小尼姑出气，诠释着
阿 Q 精神自慰法；固然如同马强壮被人们
判定为精神病人，自己也在潜移默化中接
受了这个身份。这一形象的矛盾性在于
人们一方面追逐理想，认可了人们合理合
法的欲望；一方面也否认在欲望的社会
中，人们很难得到精神的自由和向往。

马强壮精神的定义过程虽然比较滑
稽可笑，但表达了底层人士在城市生活最
淳朴、最美好、最崇尚的理想。小说的现
实世界和当下社会的情况基本相符，在物
质意识充斥的快节奏生活中，社会价值观
念和道德文化精神与人们渴望得到的需
求已然不同。所以，作家的义务和责任在
于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像一个欧洲大陆
远古的骑士一样，腿跨高头骏马，手持长
枪利矛，敢于向现实宣战，敢于揭示矛盾
的爆发点和关键点，为人们带来逐渐遗失
的人文信仰。

《马强壮精神自传》：精神病人和理想的博弈
赵琳

女儿月月六个月大时开始说话，第一
声喊出来居然是“姐姐”，还特别清楚。想
想别人家的孩子，第一声都是叫“爸爸”或

“妈妈”，月月怎么会叫“姐姐”呢？妻解释
说，月月开口说话前的这段时间在医院输
液，每天护士姐姐要过来给她量体温、扎
针，大家就反复教她喊姐姐，没想到女儿真
学会了，张口就是姐姐，可把大家乐坏了。

可见，女儿虽然一时没有学会说话，但她
一直在努力，直到最终蹦出那个词为止。学
会喊姐姐之后，月月很快就学会了喊爸爸、
妈妈。其实这都要感谢岳母，长辈带孩子经
验丰富，每天她都抱着女儿，不厌其烦地跟
她说话，或是跟她做游戏，把孩子逗得特别
开心。妻也依葫芦画瓢，有空就和孩子说话，
给她讲故事、放音乐，事后证明，这些母婴之
间的互动促进了孩子的成长。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
家丹尼尔·斯特恩专门从事婴儿发展研究，
他认为母婴间的纯社会互动在婴儿的学习
和参与人间之事的最初阶段，属于具有决
定意义的体验之列。在婴儿出生 6 个月
后，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完成了。丹尼尔在
其所著的《母婴关系》中，运用微观研究方
法，对母亲与婴儿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细致

解析，你将知道在最初六个月的短暂时间
里，婴儿是如何作为一个社会人而出现
的。本书包括《婴儿的技能》《走自己的
路》等九章，是丹尼尔早期的一本学术著
作，早在 1997 年就被引进中国，以科普著
作的定位进行推广。

作者认为母婴的互动就像和着音乐
共舞一样，需要相互配合，遵循各种各样的
互动模型。在最初的六个月内，婴儿发展
出一套关于人脸、声音、触摸的图式。他能
识别母亲的脸、声音、触摸和动作。他也习
得了各种各样变化的图式，形成了对不同
人类情感表达信号的理解。他还“获得”了
人类行为的时间模式，以及速度和节奏的
不同改变和变异的意义。他学会了在开
始、维持、终止和回避同母亲的互动方面有
着共同效果的社交线索和习俗，他学会了
不同的对话模式，如轮流说话。

对绝大多数母亲来说，带孩子实际上
是凭直觉产生的，会受到母亲的文化背景
的影响。换句话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母
亲的看护技能不需要教，事实上也不能
教，却是可以被抑制的。可以说，潜在的
母性行为有可能被“发现”，在适当的支持
环境下会得到使用。然而，少数母亲似乎
没有这基本的直觉技能，需要被教导怎样
做母亲。正如我的妻子，她在岳母的引导
下，自然地学会了怎样和孩子互动，成为
了一个称职的母亲。

作者认为社会互动行为，即使是同
婴儿的社会互动行为，也是一个独特且
复杂的过程。这些社会互动行为包括
即兴表演发自内心的行为；自发地创造
和改变时间模式和行为序列等。我们
生而为人，意味着要去探索、冒险、获得
经验值；成为母亲，意味着要给婴儿提

供一个充满经验的世界。作者告诫我
们，初为人母，难免焦虑，你该学一点

“婴语”，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婴儿在想些
什么，需要什么，从而更好地与他们互
动，促进孩子的健康成长。

于清远这片文学沃土，唐德亮先生无
疑是一棵大树：树干挺拔，且枝繁叶茂。
凭着过人的天赋以及严格的自律，他取得
了瞩目的文学成就：各种文学体裁都有所
建树，而获得广东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

《苍野》（广东省最高政府奖）无疑是对其
诗歌创作的一大肯定与褒奖。

质朴、辽阔、无垠是“苍野”二字给我
的初印象。而读完整本诗集，我看到苍茫
的大地上，生命的坚韧与包容无处不在。

在《苍野》里，没有“浮响肤辞”，没有
故作婉约的抒情，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
诗句中，处处弥漫着瑶山浓郁的田野气
息，涌动着劳动者粗犷、原始的内心美，描
画着山区朴素的风情画卷……瑶山，无花
不语，无草不香。

他从瑶山走来，而他的创作一直深扎
于故土：在第一辑“山气氤氲”中，我的感
官因为诗人的文字而被打开了。我读到
了丰富细腻的感受，听到了自然中些微的
声响，看到了它斑斓灿烂的颜色。“自然、
乡土、生命”三位一体，有机地融合在一
起。夹带着泥土芳香的瑶山，在诗人的笔

下，不再是冷冰冰的“珠三角寒地”，它是
朴素的、沉静的，可绝不妄自菲薄。它撩
开神秘的面纱，向我的感官世界走来：我
听到“大山呼吸”，我看到“千百片鸟翼
驭着阳光 闯进山气的胸膛”，我甚至留意
到不起眼的“瓦上霜”以及“田埂上的草
芽”，它们弱小的生命也可以“亲吻阳光”
或“不写意、不抒情”地给脚板“酸痛麻
痒”。我还看到三千年的古寨里，“长出一
个个杉皮树般的黑色山民”，他们“举着一
条河 撑着一条江 养着一根血管 擎着一
朵火光 从泥土出发”。自然、土地、人
民、生命，尽管平凡，却足以敬畏，充满了
厚实且神圣的力量！

“大地的心跳”这一辑不仅丈量了瑶

山蓬勃的心跳，还展示了它平凡却厚重的
民俗与日常。在如今的电子信息化时代，
80 后的我对“土地”“苍野”已然很陌生
了，而阅读这本诗集，在诗人夯实又不失
空灵的笔调中，我仿佛也步入了瑶民的生
活，心中有一股宁静的力量，这力量让我
在这样一个初冬的夜晚，想起梭罗的一句
话：“冬日更适合思考和理性。”所以在这
本诗集里，如果我只看到自然的纯美、民
俗的神秘，我一定不是称职的读者。且读

《秋后的泥鳅》：“最安全的泥土 竟藏不
住一个个弱小的生命。”生命的苍凉无奈
感染我心！而《倒伏》中“一棵棵稻杆都闪
了腰……一个老人 腰也驼得 像一根直
不起来的软绳”则让我体会到诗人虽然早

已走出大山，却心系乡民。这份深沉的爱
与同情，以及对艰难生存的非同一般的感
悟让几乎没有做过农事的我为之动容！
这些诗句，朴实中蕴含华美，是诗人与乡
亲们骨肉相连的文化基因里爱与痛最真
切的表达！

此外，诗人的写作绝不重复自己，他
的思维、意境，以及遣词的准确与考究令
人着迷。《吃草的马》中，诗人对生命轮回
的思考令人冥想：“马吃了草的父亲 又吃
草的儿女 但总有一天 转世的草葱葱郁
郁会将马的骨头 一层一层地掩埋”。这
首诗看似写马，实则借马喻人，它让我想
起了陶渊明的《杂诗·人生无根蒂》。有四
句让我记忆犹新：“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

尘。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生命是如
此的飘无依托，终究会尘归尘，土归土，那
么，又分什么高贵与贫贱，强大与弱小呢？

再来读组诗《八采》：诗人选取了“桑、
薇、茶、月、石、笋、药、歌”这些本身就具备
无穷诗意的意象入诗，意境高远，遐思无
限，如“但薇活着 活在《诗经》 活在远古
文化的旷野 无艳 却点缀着一片春色”又
如“世界很小。乡野的歌很大，很高，很
远”等等不胜枚举。

诗集的后两辑则是一位成熟诗人思
想复杂程度的集中体现：本分、朴实、执
着 、坚 韧 、敏 感 、警 觉 、智 慧 等 集 于 一
身。诗人用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索，
对自然与社会化环境以及人的心灵进
行审视。如长诗《都市变奏》写出了对

“城市化”“社会转型”的困惑以及对人
性的追问。

总 之 ，整 部 诗 集 言 简义丰、澹涵高
远，格局如诗名般苍茫辽阔。读完，胸臆
为之豁朗，博来“净无纤尘”之境。唐德亮
先生人诗俱清，愿他再攀文学高峰，给后
辈更多光亮与指引！

走好人生第一步
——读《母婴关系》

邓勤

苍茫辽阔之美
——读《苍野》

肖群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