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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就要如此单纯
——读周作人《活着这回事本来是如此单纯》

艾兴君

世界太复杂，但我们可以选择简单，
可以选择对人真诚，也可以选择对自己坦
白，更可以选择踏实做事。著名作家周作
人在《活着这回事本来是如此单纯》（现代

出版社 2019 年 1 月第 1 版）一书中指出：
所谓单纯，不是幼稚的天真，而是一种超
越了世故，知道人世间种种矛盾、种种问
题，达观地看待这个世界，然后游戏其间。

这本书以生活的单纯为主题，分为
“无用的美好”“丰富的单纯”“ 生命本来
的样子”“活出本我”“生活的艺术”等五
个部分，收录了《苦雨》《乌篷船》《喝茶》、

《山中杂信》等 60多篇经典佳作。周作人
写喝茶、谈酒，写鸟声、中秋的月亮，这些
都是需要一些闲适的心才能注意到的事
物。无论是生活、山水、草木虫鱼，他都能
洞察这些本属于生活本身的美感与情
趣。闲散的文字背后，充满了古朴与淡然
的美。字里行间，平和、淡泊、宁静，读来
令人心生闲适，回味无穷。

单纯是一种纯粹的幸福，也是一种修
行。将单纯变复杂很容易，而将复杂变单
纯，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心境。如在《故
乡的野菜》中，周作人没有正面描写对故
乡的怀念，却写道：“故乡对于我并没有什

么特别的情分，只因钓于斯游于斯的关
系，朝夕会面，遂成相识，正如乡村里的邻
舍一样，虽然不是亲属，别后有时也要想
念到他。”“我们只想缓缓地走着，看沿路
的景色，听人家谈论，尽量地享受这些应
得的苦和乐。”文中这徐舒的、淡淡的描写
中，却贮藏着一种对故乡的眷恋、依恋。

单纯是一种豁达的心胸，一种明白的
态度和智慧。因为单纯中的相处，才会最
心安；拥有单纯的内心，随遇而安，才会最
快乐。如周作人在《苦雨》中写道：“二十
多年前往东浦吊先父的保姆之丧。归途
遇到暴风雨，一叶扁舟在白鹅似的波浪中
间，滚过大树港，危险极夜快乐极了。我
大些还有好些‘为鱼’的时候——至少也
是断发文身时候的脾气，对于水颇感到亲
近。”

本来是来吊丧归来的，途遇暴雨的一
件区区小事，但在周作人笔下，三言两语，
却谐趣盎然，清丽耐读，给人一种从容不
迫的感觉。

单纯的生活是随遇而安，有什么享受
什么。笑着接受一切。有时候，不需要说
什么，沉默比话语表达得更多。对此，周
作人在《沉默》一文中，讲了沉默的两个好

处，一是神秘，二是省事。他根据这两个
好处，分析了处于沉默状态的意义。至少
当我们沉默时候，我们不会去犯哪些错
误。沉默不是无话可说，是不想和不懂自
己的人说话。遇不到懂自己的人，千言万
语都宁愿烂在心里。此时，当你沉默的时
候，是内心安静的时候，是独处的快乐。
所以，真正内心强大的人，都沉默。沉默
是一种人生境界，更是一种修养。

因此，不要因为世界太复杂，而背叛了
你的单纯。沧海桑田，方知机关算尽还不
如返璞归真活得自在潇洒。周作人说：“我
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
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
必要的。”这好似现在的心灵鸡汤，不过道
理却是一点都不过时的，到了现在就大抵
演化成了：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
远方的田野。步履勿勿的现代人，因忙而
盲，看不到生活应有的样子，而周作人却让
我们发现另一种生活方式，触动及抚慰每
个怕输掉人生，却忘记生活的年轻人。

毋庸置疑，生活像一条大河，我们知它
奔流不息却又只能任它奔流不息。任凭斗
转星移，苦也好、乐也罢，生活总还是静静
地在那里等待着我们。生活中单纯至简

的周作人，是胡适、郁达夫等推崇的一代
大家，鲁迅称其散文是“真正一流的散
文”。读这本书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用
素雅的瓷具饮清泉绿茶，得半日之闲，可
抵十年的尘梦！

听花开的声音
——读丁立梅《忽然花开》

王阿丽

第一次阅读江苏女作家丁立梅的
文章是她的那篇《穿旗袍的女人》，内容
大致是小镇上有一女人，家境平穷，却
盘着头发，穿着旗袍，优雅地守着地摊
赚生活。后来她买了中巴车跑短途，却
意外出了车祸，背上十几万元的债务，
腿也落下个残疾。人们都以为她爬不
起来了，她却又摆起了地摊，优雅地穿
着旗袍，脸上挂着明亮的微笑。如今，
她家有了两辆车子，三层楼房。噢！这
样的女人，活得淡雅、从容、精彩！旗袍
下包裹着一颗坚强、宁静、从容的心，任
何磨难也打不垮它！

读了这篇文章，便爱上了她的文字。
某天，在新华书店偶然邂逅她的散文集

《忽然花开》，激动与欣喜交融！她是东台
人，和我是老乡。我便一头扎进她的书
中，瞬间被她的文字俘虏：每篇文章都不
长，千字左右，字句干净简约，语言优美流
畅，情感真诚恬淡，意境真实灵动，读起来
轻松、自然、活泼。咂咂嘴，似百年陈酿，

回味无穷！一草一木总有情，人与花心各
自香！我与喜爱的作家呼吸着同一城市
的空气，似乎能近距离地感知，一女子
坐电脑前，纤纤玉指下文字汩汩流淌，
忽然花开，香气盈屋！心情如鲜花般盛
开，原来日子是如此美好！幸福就在自
己身边！

自然而然，成了她的粉丝。我贪婪
的心不断被她书中的文字温润着，而读
书的姿态也发生了变化。我喜欢静静地
看她的散文，如黄昏，沏上一杯绿茶，静静
地坐在阳台上，手捧她的散文集，文字似
袅袅茶香，一股一股，沁心入肺。从“似水
流年”“忽然花开”“烟火爱情”“一路向
北”到“疏影暗香”，一辑一辑往下读，沉
醉其中：享受父爱如山，母爱如水的温情，
把爱种在心中；聆听花开的声音，似仙乐
纷飞，将大自然的语言轻轻弹拨；揭开尘

封的记忆，步入童年的纯真，用感恩的心
剪裁生活。出差时，包包里不忘揣上她的
散文集。一个人的夜晚，守一盏台灯，静
静地捧读，那些凡俗里的点滴，那些家长
里短，被她一一用文字浇灌，洒出点点美
好，滴滴温暖，于是飘荡的心不再游离，想
家的夜晚不再孤独！

读过丁立梅的散文，在尘世凡俗中便
觉得花儿开得更艳丽了，草也不再低到尘
埃里，而心灵更是得到了一次次洗礼。学
会了用豁达的胸襟对待每一件事，用感恩
的心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学会乐观、坚
强、真诚地去生活。感悟多了，便有写意
驻足心头，于是试着拿起笔，涂涂写写，便
偶有小文见于报端，这无疑是阅读丁立梅
的散文的意外收获！

静静聆听，细细品味，我徜徉在丁立梅
的《忽然花开》里，倾听着花开的声音……

读书，是一种心情。

我们在闲暇之余，在身心放松的周

末，会兴冲冲地往家赶，因为家里有和睦

的家人，是你幸福的港湾，回到家里，一家

人坐在一起，翻看着自己喜爱的书，其乐

无穷，这就是一种心情，一种读书的心情。

周末也许是恋人最盼望的时刻，他们

可以倘佯在林荫道、相聚在咖啡屋，细细

倾诉衷肠，然后坐在一起，静静地翻看自

己喜爱的书，这就是一种心情，一种读书

的心情。

读书，是平常人的一种心情。不论财

富，一灯如豆，四壁清辉，八方天籁。心情

如花，一本书在手，品茗，托腮，凝眉，就

像呼吸家书的温馨，悠闲地展读遥远的心

灵，字字句句流淌着秘而不宣的心曲，心

情好起来了，读好书起到一种养生的作

用。

古人把书比作书香，把读书人家比作

书香门弟，比作香艳书生。但是，今人却

不知书香几何，书香那里。尤其是女子，

更难和书香连在一起。因为女人有粉香、

花香、皂香、还有美酒之香。这就是一种

心情。

现代女人多为粉墨拭身，香水喷人，

似乎各种化妆品和淑女形成统一战线，互

通香气，大概古今女子都与香字结了不解

之缘。车叫香车，扇叫香扇，住室叫香

闰。女人们以香为荣，以香为美，以香为

丽。

单有粉墨之香，还香不到家。现代人

招待访客以酒为佳酿，故而喝得香槟、啤

酒的女郎，透过一口酒香，微醉时脸呈酡

红色，更洋派，更现代派，让人一看回味无

穷。于是更多女子变身酒女郎，有人投拜

为酒香女郎。

一日，登山观景，一路爬山，劳累洒

汗，终于上得山来，抬头见山顶一凉亭端

坐素身女子，手端书本，细细阅读。山花

烂漫，绿山如菌，美人如玉，不管山风袭

来，不管小鸟飞过，女子心如止水，静静读

书。这时我深吸一口山风，闻到了读书女

子的书香。尤感景美书美人更美。读书，

让人换了一种心情。

虽说现代人心求物流，粉香墨，品香

酒，香易熏人。但我更爱读书女子的书

香。读书虽说是股看不见的书香，到底于

人理性，给女人以内在之美，内在之香。

让人感到读书女子的高贵气质。说来我

更喜欢读书女子的积极上进，若书香熏

人，只是感觉读书女子的精神品位提高

了，让人“闻”到了读书女子的书香之美。

读书人将世事沧桑人生百态尽收眼

底。读书，等于在神秘的文字中望蓝天，

观沧海，谛听历史的脉搏，咀嚼人生的况

味。

每天好心情，还是读些书吧。必将人

生有益，其乐无穷。

古有传说，若冶得名剑，须将自身祭
奠。我常想，这种说法移用来比喻某些
写作者，也是很合适的。

萧红是一例。经历极度的饥饿与寒
冷，甚至连草褥子都想吃，穿着带孔的单
鞋，踩在吱吱作响的雪地上。辗转于不
名誉的男女关系，她的身体在发生变化，
羞耻、焦虑、惶恐……

这些感受浸透了她的骨髓，而于写
作之时便一点一点往外掏，头发、指甲、
肌肤、骨肉，最后是整个人从身体到魂魄
都幻化成了书写的每一行文字。

情深不寿。于写作者，这话尤其应
验。

之所以想到萧红，是因为我读了黄
国峻的短篇小说集《度外》。这两位当然
八竿子也凑不到一块儿，一位是民国女
作家，一位是台湾当代小说家，可是，读
书之一种奇妙，常会让我的脑回路搭上
诡异的线径。黄国峻亦英年早逝，1971
年生，2003年殁，此其一。而我觉得他们
的相似之处，更在于文风里那种对于微
情绪的深度体验、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
笔致。

《度外》收黄国峻 10篇短篇。先来看
《归宁》。情节极简。安妮有两个月的产
假，她想回娘家看看。她在晃晃悠悠的
车上感到极不舒服，她听着周围人的喧
哗想着自己的心事，到了家中和父母亲
戚搭话之时，她也是这样的状态。这种
小说有什么意思呢？实在都是些小得不
能再小的事情啊，而情绪就是密密麻麻
的丝线，细细绕绕，仿佛有一台发报机，

“咔哒咔哒”，把安妮的漂游的思绪穿透
了空气，不断地输出。

再来看同名的短篇《度外》。内视之
感更加强烈。黄国峻的作品不在意情
节，妙在有种散文的韵调。就像《归宁》
有精到的关于街景和家中摆设的描写，

《度外》则写营火、写静夜、写冥思。他在
捡柴火，天气极冷。他置身于漆黑的背
景里，渐渐地回想自己在人群中的不自
在，自己的寂寞，自己的烦扰。有只蚂蚁
跳到了手上，咬了他一口，全身的感官于
是被调动了起来。接着，他想起了她。
小说的视角随即忽然转向了她，她想起
了他的一些琐事，聚会打算烤什么派，穿
衣服卡在袖口时，她发现左右手的骨节
是不一样大的，她在织毛衣，餐会，你在
餐会时会怎样观察周围的人呢？所有的
所有，就是一些想法，在流动。

这样的写法，与常规的以叙事为主
的小说很不相同。在为本书所写的序言
里，骆以军探讨了黄国峻小说的流脉。
骆以军认为黄国峻受了“法国新小说”的
影响。我以为不然。尽管黄国峻作为基
督徒受到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他的小说
也有很多心理层面的意识流，也花很大
力气描写周围的景物和装置，但两者有
根本区别。因为“法国新小说”追求机械
唯物，是把人物的情绪抽离了的，这种小
说的人物视角往往是客观的，而黄国峻
的写法恰恰是把人物投入进去，极力描
摹人物的每一丝细微的主观感知。

其实把黄国峻的写作称之为“意识
流”都不一定是恰当的。很多人说黄国
峻“先锋实验”，可是，在我看来，黄国峻
并不那么在意技巧。黄国峻定是一个至
情之人，因此生了一双时刻凝视的眼，一
颗极度敏感的心。还是像那个写《饿》的
萧红，关在斗室里，只能不停不停地想莫
须有的食物；或者走在商市街上，不知前
路归处，凉意从脚底沁透。黄国峻是不
是也是这样独自守着自己的世界，走不
出来，或不肯出来？

读书是一种心情
李兰弟

一部“开启中国科幻元年”的优秀电
影《流浪地球》，以宏大的想象和感人的家
国情怀收获了无数观众的点赞。刘慈欣
原著中的一句话在脑海萦绕：“我们必须
抱有希望，这并不是希望真的存在，而是
因为我们要做高贵的人。在前太阳时代，
做一个高贵的人必须拥有金钱、权力和才
能，而在今天主要拥有希望，希望是这个
时代的黄金和宝石，不管活多长，我们都
要拥有它！”

还沉浸在《流浪地球》的震撼画面，即
收到宋明炜博士（美国卫斯理学院东亚语
言文学系副教授）选编的中国中短篇科幻
佳作集《给孩子们的科幻故事》，让惬意的
新春阅读脚步染上一些幻彩，再来一番童
年的回归。

《给孩子们的科幻故事》精选了刘
慈欣的《中国的太阳》、韩松的《宇宙墓
碑》、王晋康的《泡泡》、潘海天的《大角，
快跑》、赵海虹的《云上的日子》、迟卉的

《雨林》、宝树的《海的女儿》、江波的《哪
吒》、飞氘的《麦子呆的故事》、夏笳的

《童童的夏天》、王侃瑜的《重返弥安》、
阿缺的《再见哆啦 A 梦》、刘宇昆的《折
纸动物园》。这 13 部科幻小说都是中国
当 代 著 名 科 幻 作 家 的 扛 鼎 之 作 ，其 中

《中国太阳》《宇宙墓碑》等多篇斩获中
国科幻最高荣誉“银河奖”和华语科幻

“星云奖”。

书中《中国太阳》不仅仅照耀的是五
千年文明的中国大地，这里其实更是光芒
四射于莽莽地球、于浩瀚宇宙、于神秘外
太空、于更多未知的领域，跌宕起伏的故
事 情 节 ，让 孩 子 们 积 极 向 上 的 精 神 赋
能。小说中的水娃肩负“飞向星海，把人
类的目光重新引向宇宙深处”的光荣使
命，有一颗敢于闯荡的强大内心，确定目
标—实现目标—再确定目标—再实现目

标，吃苦耐劳，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泡
泡》用肥皂泡搭建起东水西调的流通渠
道，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美好的仿佛在
提醒人类现实的残酷；《宇宙墓碑》以一
种理性的结构安排，揭示出一种极致浪
漫的感情而又完全不滥情，时间的跳跃
给我们带来神秘，“碑就是墓，墓即为碑，
洋溢着永恒的宿命感”；《大角，快跑》里
的大角，为了给妈妈治病，遍寻良药，历

经千辛万苦，不但救了妈妈，还拯救了整
个城市；《童童的夏天》里童童和机器人
阿福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愉快时光；《折纸
动物园》里中美混血的孩子，起初对妈
妈不理解，到后来的理解，虽然妈妈已
经去世，但是仍能感受到妈妈的爱。就
是妈妈折的那些动物活灵活现并且是真
的活起来似的……

“其所以神话而超出于众表者，殆犹
天马行空而步骤不凡。”本书作为给孩子
们看的科幻小说，在作品遴选上除了有
精彩神奇的构思，清新优美的文字，精密
细致的结构外，还兼顾了孩子的视角，作
品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天真烂漫的少年儿
童，意在激发孩子们感受美好，发现美
好，开拓开阔的想象世界，扩张孩子们的
想象力，激起孩子们探索永无穷尽的未
知世界的盎然兴趣和满腔热情。

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布哈伊·哈桑曾
说：“科幻小说可能在哲学上是天真的，在
道德上是简单的，在美学上是有些主观

的，或粗糙的，但是就它最好的方面而言，
它似乎触及人类集体梦想的神经中枢，解
放出我们人类这具机器中深藏的某些幻
想。”科幻小说的创作科学是它的根，离开
了科学就是玄幻，幻想是它的营养，滋生
驰骋的翅膀，而文学是它最终表现形式。
科幻文学具有强烈的未来式，它的写作对
象是不存在的事物，但是又是与现实有着
最紧密的关系的，即先锋性的写作和高度
的写实主义。

科幻文学在中国起起伏伏的发展历
程，中国科幻小说家飞氘说过：“科幻更
像是当代文学的一支寂寞的伏兵，在少
数人关心的荒野上默默地埋伏着。”直
到 1999 年 ，科 幻 小 说 才 浮 出 历 史 的 地
表，形成了又一次新浪潮，即第三次科
幻浪潮。其中尤以几位重要作家几部
重要作品的完成最为显著。比如刘慈
欣的《三体》创作，韩松的《地铁》创作，
尤其是《三体》后来被翻译为英语、德语
和西班牙语，在西方世界获得了普遍关
注，可以说是将中国的科幻小说提高到
世界级的水平。

《给孩子们的科幻故事》适合孩子们
阅读，既符合孩子们的阅读习性，也有很
好的科幻启蒙作用，让孩子们在故事中学
到一些优秀品质。异想天开，解放大脑，
一点点走向成熟和智慧，在知识的海洋、
希望的旷野翱翔！

至情之作
——读《度外》

林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