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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家莱芜友人寄来一套《莱芜历代
旧志》，浓浓墨香中散发着无尽史韵，唤起悠
悠乡愁。

莱芜古称嬴牟，位于泰山东麓、汶水之
阳，是史上著名的冶铁中心，春秋时期长勺之
战就发生在这里。莱芜编修地方志始自北宋，
新中国成立前共修成八部志书，遗憾的是，已
有三部失散，现存世五部，分别是明嘉靖《莱
芜县志》，由知县陈甘雨纂修，共二册八卷，
清康熙《莱芜县志》，由知县叶方恒在前任知
县钟国义辑成志稿基础上编修完成，共五册十
卷，清光绪《莱芜县乡土志》，由知县何联甲
编修，一册，清宣统《莱芜县志》，由张梅
亭、王希曾编修，含礼、乐、射、御、书、数
六册二十二卷，民国《续修莱芜县志》，由县
长李钟豫督修，举人亓因培、拔贡许子翼、廪
生王希曾编纂，共十三册三十八卷。

此次经核校修订集中出版的这套旧志，囊

括了以上五百年来五部县志所有内容，涵盖地
理、政教、人物、艺文等诸多方面，具有很强
的学术研究和文史参考价值。以明嘉靖《莱芜
县志》为例，此版本在莱芜久已失传，国内也
极少见，莱芜史志办的同志不远千里，从浙江
宁波天一阁所藏明代方志选刊中搜求影印而
来，并进行了专业的点校注释，方便读者阅
读。还有缺损较多的清康熙《莱芜县志》，在
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和莱芜市档案馆有
多个馆藏版本，工作人员对字迹不清或缺失的
内容经过考订加以修补校正，使此次影印的版
本成为最完善的版本。

当这套志书完整呈现在我们面前时，可能
大多数读者都不会想到旧志的珍贵以及重新面
世的艰辛，此时此刻，我想起了莱芜籍著名诗
人、《人民文学》原编辑部主任吕剑先生在
《题跋散钞》（收入《燕石集》）中记述自己
苦苦搜求《莱芜县志》而不得的经历：

“《莱芜县志》，苦不能得。前从乡兄吴伯萧
家藏借观，略解寻求之渴。吴氏辞世后，函询
其子光玮，竟无以告我，殆已失落。曾托人于
故乡多方搜求，一无所获。频遭战劫，文物荡
然，能不令人发一浩叹欸！岁次乙丑，张欣执
教莱城，不意竟为之寻得三册寄来，计有射、
御、数三册九卷，唯尚缺礼、乐、书三册十一
卷。虽云残本，亦颇堪庆慰矣。莱芜文化局来
人时，曾建议向历城及泰安、博山邻县设法询
借复制，俾乡邦文献，重见于世。”

今天这五部旧志集中出版，这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为文史爱好者和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系
统详实的原始文本，对莱芜乃至山东的历史文
化而言，都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莱芜历代旧志》
莱芜市地方史志办公室
线装书局

《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是李培禹的散
文集。他在首篇散文饶有情趣地描写了重新回到
当年插队旧地谢辛庄的欢欣与感慨，陈旧往事正
是在作者的擦拭与审视下，才焕发出新的光泽，
也是文学的光泽。正是经受了这些生活的磨难，
才使得他的文学生命更加趋于饱满与成熟。

作者是一位知名记者，时常要奔走于祖国
的江河大地间，顺手便写下了一篇篇脍炙人口
的游记文章。他本身具有较高的艺术素养，这
些游记散文也是独具风格的。古镇情韵，水乡
晨景，阳关遗迹，野渡流连，长城雄姿，绿岛
风光，山川形胜，一一落入笔触，民俗典故亦
娓娓叙述其中。培禹兄擅长以写景来抒情，对
绚丽自然风景所作的尽情描绘，可说是动中有
静，静中蕴动，见闻斑斓，千姿百态，饱含着
诗情画意。

中国文人向来喜欢写山水纪游散文小品，
这也是一种民族文化传统。晚明山水小品蔚为
大观，其优秀代表作家张岱、全祖望等，不仅
是为精心描绘山水景物画面而写作，更是设喻

写景，托物寓意，抒发其忧国忧民情怀。培禹
兄的山水纪游散文在这部散文集里占有一定分
量，可以说，其文其人也是继承了古代优秀散
文作家的这一优良文化传统。本书的序文作者
梁衡先生说：“我以为，培禹文章最大的特
点，是他骨子里的忧国忧民之心，那种对乡土
不弃不离之情。”这是颇有洞见的评价。其实
也是这部散文集的立意之所在。

写山水纪游散文的立意是如此，写散文随
笔的立意也是如此。此书中也选载了不少好文
章。既有针砭时弊的犀利文字，对娱乐界及诗
坛的商品化现象进行批评，也有充满谈古论今
的趣味笔墨，知识性强，视野开阔。

作者尤擅写人物散文。他是长期在报纸工
作的老新闻工作者，写出很多精品新闻，也在
业余时间内创作出不少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品。
他曾经长期担任过《中华儿女》杂志的报告文
学专栏作家。他所著的《走进焦裕禄世界》、
《您的朋友李雪健》等书籍在读者们当中也较
有影响。这部散文集里，《浩然在三河》就是

他的优秀人物散文代表作之一。那时期，著名
作家浩然尚且处于某种落魄的境地，被人贴上
“极左”的标签，很多人对他有偏见，认为他
保守、狭隘，已经被文学界边缘化了。甚至在
一些时尚前卫的青年作家眼里，浩然几乎已经
成了文革时期的文学象征。但是，培禹兄慧眼
识英雄，他看到了浩然身上的闪光品格。培禹
兄的人物散文之所以有品味，就在于他的笔触
深入到人物的灵魂中，敏锐的观察，细腻的刻
画，拟人化的写法，一个个性格分明的人物形
象活脱脱地跃然纸上。

读了这部散文集，读者们心中一定会有一
股暖意的河流在流淌。这是浓浓真情的河，这
是诗意盎然的河，这也是生命缔造的河，它流
淌在一片绚丽的精神风景里，它流淌在绿荫覆
盖的文化园地中。所以，我们难以浮光掠影地
浏览它，必须用心灵感受它。

《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
李培禹 著
作家出版社

忘情花

院子里的昙花突然间开了，一共十八朵，
夜里，打开院子里的灯，坐在幽暗的室内望向
窗外，乳白色的昙花在灯下有一种难言的姿
色，每一朵都是一幅春天的风景。

昙花是不能近看的，远观的昙花就不同
了，它像是池里的睡莲在夜间醒来，一步一步
走到人们的前庭后院，而且这些挺立在池中的
睡莲都一起爬到昙花枝上，弯下腰，吐露出白
色的芬芳。

第二天清晨昙花全谢了，垂着低低的头，
我和妻子商量着，用什么方法吃那些凋谢的昙
花，妻子说，昙花应该熬冰糖，可以生津止
咳，可以叫人宠辱皆忘。

后来我们把昙花熬了冰糖，在春天的夜里
喝昙花茶特别有一种清香的滋味，喝进喉里，
它的香气仿佛是来自天的远方，比起阳明山上
白云山庄的兰花茶毫不逊色——— 如果兰花是王
者之香，昙花就是禅者之香，充满了遥远、幽
渺、神秘的气味。

果然，妻子说，昙花的另一个名字叫“忘
情花”，忘情就是“寂焉不动情，若遗忘之
者”，也就是《晋书》中说的“圣人忘情”。
在缤纷灿烂的花世界里，“忘情花”不知是哪
一位高人的命名，它为昙花的一生下了一个注
解，昙花好像是一个隐者，举世滔滔中，昙花
固守了自己的情，将一生的精华在一夜间吐
放，它美得那么鲜明，那么短暂。因为鲜明，
所以动人；因为短暂，才叫人难忘。当它死了
之后，我们喝着用它煎熬成的昙花茶时，在昙
花，它是忘情了，对我们，却把昙花遗忘的情
喝进腹中，在腹中慢慢地酝酿。

由于喝昙花茶，使我想起童年时代吃昙花
的几种滋味。

我们的童年在爸爸调教下，几乎每个兄弟
都是“食花的怪客”，我们吃过的还不只是昙
花，也吃过朱槿花、栀子花、银莲花、红睡
莲、野姜花和百合花，我们还吃过寒芒花的嫩
芽、鸡冠花的叶、满天星的茎，以及水笔仔的
幼根，每种花都有不同的滋味。那时候年纪小
不知道怜香惜玉这一套，如今想起那些花魂，
心中总有一种罪过的感觉。

食花真是有罪的吗？食了昙花真能忘情
吗？有一次读《本草纲目》，知道古人也是食
花的，古人也食草。在《本草纲目》谈到萱草
时，引了李九华的《延寿书》说：“嫩苗为
蔬，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

如果萱草“忘忧草”的名是因之而起，我
倒愿为昙花是“忘情花”下一注解：“美花为
蔬，食之忘情，令人淡然超脱，因名忘情。”

“忘情花”的滋味是宜于联想的，在我们
的情感世界里，“忘情”几乎是不可能的境
界，因为有爱就有纠结，有情就有牵缠，如何
在纠结牵缠中能拔出身来，走向空旷不凡的天
地，就要像“忘情花”一样在短暂的时间里开
得美丽，等凋萎了以后，把那些纠结牵缠的情
经过煎、炒、煮、炸的锻炼，然后一口一口吞
入腹里，并将它埋到心底最深处，等到另一个
开放的时刻。

每个人的情感都是有盛衰的，就像昙花即
使忘情，也有兴谢。我们不是圣人，不能忘
情，再好的歌者也有恍惚失曲的时候，再好的
舞者也有乱节而忘形的时刻，我们是小小的凡
人，不能有“爱到忘情近佛心”的境界，但是
我们可以“藏情”，把完成过、失败过的情爱
像一幅卷轴一样卷起来放在心灵的角落，让它
沉潜，让它褪色，在岁月的足迹走过后打开
来，看自己在卷轴空白处的落款，以及还鲜明
如昔的刻印。

我们落过款、烙过印；我们惜过香、怜过

玉。这就够了，忘情又如何？无情又如何？

常想一二

朋友买来纸笔砚台，请我题几个字，好让
他挂在新居的客厅补壁。这使我感到有些为
难，因为我自知字写得不好看，何况已经有很
多年没练书法了。朋友说：“怕什么？挂你的
字我感到很光荣！我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我便在朋友面前展纸、磨墨，写了四个字：常
想一二。朋友说：“这是什么意思？”

我说：“意思是说，我字写得不好，你看
到这幅字，请多多包涵，多想一二件我的好
处，就原谅我了。”看到我玩笑的态度，朋友
说：“讲正经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俗语说：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我
们生命里面不如意的事占了绝大部分，因此，
活着本身是痛苦的。但扣除八九成的不如意，
至少还有一两成是如意的、快乐的、值得欣慰
的事情。如果我们要过快乐人生，就要常想那
一两成好事，这样就会感到庆幸，懂得珍惜，
不致被八九成的不如意所打倒了。”朋友听
了，非常欢喜，抱着“常想一二”回家了。几
个月之后，他来探视我，又来向我求字，说
是：“每天在办公室里劳累受气，回家之后看
见那幅‘常想一二’就很开心，但是墙壁太
宽，字显得太小，你再写几个字吧！”

对于好朋友，我一向有求必应，于是为“常想
一二”写了下联“不思八九”，上面又写了“如意”
的横批，中间随手画了一幅写意的瓶花。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我被许多离奇的传说
与流言所困扰，朋友有一天打电话来，说他正
坐在客厅我写的字前面，他说：“想不出什么
话来安慰你，念你自己写的字给你听：常想一
二，不思八九，事事如意。”

朋友的电话使我很感动，我常觉得在别人
的喜庆里锦上添花容易，在别人的苦难里雪中
送炭却很难得。那种比例，大约也是八九与一
二之比。

不过，一个人到了四十岁，在生活中大概
都锻炼出了宠辱不惊的本事，那是因为他们已
经历过生命的痛苦与挫折，也经历了许多情感
的相逢与离散，慢慢地寻索出了生命中积极、
快乐、正向的观想。这种观想，正是“常想一
二”的观想。

“常想一二”的观想，乃是在重重的乌云
中寻觅一丝黎明的曙光；乃是在滚滚的红尘里
开启一些宁静的消息；乃是在濒临窒息时浮出
水面，有一次深长的呼吸。

生命已经够苦了，如果我们把几十年的不
如意事综合起来，一定会使我们举步维艰。生
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是
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苦境，那就是自讨苦
吃、苦上加苦了。

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我早已学会面对苦
境的方法。我总是想:从前万般的折磨我都能苦
中作乐, 眼下的些许苦难自然能“逆来顺受”
了。

我从小喜欢阅读大人物的传记和回忆录，
慢慢归纳出一个公式：凡是大人物都是受苦受
难的，他们的生命几乎就是“人生不如意事，
十之常八九”的真实证言，但他们在面对苦难
时也都能保持正向的思考，能“常想一二”，
最后他们超越苦难，苦难便化成生命中最肥沃
的养料，这是为他们开启莲花所准备的。

使我深受感动的不是他们的苦难，因为苦
难到处都有，使我感动的是，他们面对苦难时
的坚持、乐观与勇气。

原来如意或不如意，并不是决定于人生的
际遇，而是取决于思想的瞬间。原来，决定生
命品质的不是八九，而是一二。原来，苦难对

陷于其中的人是以数量计算，对超越的人却变
成质量。数量会累积，质量会活化。

既然生命的苦乐都只是过程，我们何必放
弃自我的思想去迎合每一个过程呢？

所以，静下心来想到从前的时候，要常常
想那些美好的时光，追忆那些鎏金的岁月与花
样的年华，以抚平我们内心的忧伤。

静下心来想到未来的时候，要常常思及未
来的美丽梦想，在彼岸，到处都有美丽的花朵
与动人的乐章。

在不思及过去与未来的时候，就快乐地活
在当下，让每一个当下有情有义、发光发热、
如诗如歌！

我常常在想：达摩祖师渡江的“一苇”，
不是芦苇，不是小舟，也不是什么神通，而是
一个思想的象征。象征在人生的险海波涛中若
能“用美思维”，“以好静心”，纵使只有一
苇，也能无畏地航行了。

《素心四书》
林清玄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自闭症”这三个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
是一个名词，但哪怕只是一个名词，却能给人带
去一种莫名的压迫感和恐惧感，因为谁都不愿与
这个词有任何的瓜葛。就好像《摘星星的男孩》
里，作为喜剧演员的主人公，在舞台上讲述自己
的家庭，提及自己自闭症的孩子时，台下的所有
人都露出了震惊和鄙夷的神情。很显然，在那样
一个热闹欢乐的氛围里，谁都不想听见任何带有
“负面”的字眼。

但就是这样一个让人听到就觉得浑身不舒服
的字眼，对于一些人而言，却是一个活生生的
人，是自己的至亲骨肉。

每一个自闭症家庭，都拥有着比寻常家庭更
多的艰辛和苦楚，每一个自闭症孩子的父母，都
曾经想要努力地去战胜自闭症，都在期待着孩子
有一天可以和正常人一样。但是，往往在朝着这
个方向努力的时候，很多父母首先败下阵来，因
为真的太难了！自闭症孩子就像是一个伤口，很
多父母都不愿轻易触碰。在一次又一次的妄图闯
入他们的世界却一次次失败的时候，父母和孩子
一起伤了心，失去了希望更失去了快乐。

但如果换个角度去看待在另一个世界生活的
孩子，抛开你所谓的正常思维，以他的习惯去了解
他，去帮助他，事情或许能够变得不一样。

“自闭症孩子”在你给他加上自闭症这个标
签之前，他们首先是个孩子，他不知道自己的思
维与大多数人不一样，他不懂他的行为方式会被
当成异类看待，他缺乏你无法理解的安全感，所
以，你要去了解他，引领他。用你的积极乐观去
照亮他一个人前行的道路。

你要带他去看看这个世界的样子，不要刻意
想要改变他，在你想要改变他的那刻开始，你就
错了，因为你觉得他的行为是错的。《摘星星的
男孩》里那个与自闭症孩子相伴的单身爸爸，他
积极地对待生活，他将自己和儿子的故事都点点
滴滴记录下来，他珍惜这一切，他珍惜他有点与
众不同的儿子，他不把自闭症当成是一种莫大的
悲痛，他想要孩子快乐，也想要自己快乐。

作为自闭症孩子的父母亲人，你一定要相
信，你拥有的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与众不
同的特别可爱的孩子。

《摘星星的男孩》
[英]约翰·威廉姆斯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一名作家，内向自我审视到了近乎精微的
程度，其笔下的文字，即使极具美感，也是令
人不适的，如果再加上预谋已久的劫持，和剖
腹自杀的行动，其带来的效果，便有些惊悚
了。如此，非是惺惺相惜者难以从深层次、多
角度去诠释这样一位人物的精神和文学世界。
这样的一组文坛名人，非日本上世纪著名的
“文学鬼才”三岛由纪夫，和“暗黑美学大
师”涩泽龙彦莫属，他们可并称日本文学界的
“暗黑双煞”。

《三岛由纪夫追记》，前半部分是涩泽龙彦在
惊闻三岛由纪夫带着英雄悲情式的自杀“壮举”
后，所写下的追忆与感怀文字，后半部分为作者
读三岛作品的读后感，以及他们的文学对谈录。
从整本书来看，回忆、悼念兼文学评论的文章放
到一起，虽淡化了三岛的生平，却为读者带来了
对三岛由纪夫多重立体式的印象。

从年龄看，三岛仅年长涩泽三岁，但在精
神世界里，涩泽却视三岛为不可替代的前辈，

而三岛也曾评价涩泽“他的知识渊博，深不可
测，让人无从揣度”。涩泽在书中坦言“我二
十、三十多岁期间能够一直孜孜不倦地翻译谷
克多、萨德、于斯曼、热内及比亚兹莱，为的
就是让三岛氏读到”，而三岛突然离世，涩泽
便失去了翻译《英国人》这部小说的动力，因
为这是三岛想读到的作品。有明眼人一眼便看
出了涩泽在三岛离世后，这位“暗黑系”文学
大师的文风都发生了转变，那似乎是心灵碎裂
的声音。

不论是精神上的相连，文学上的相惜，但
都改变不了文人间的一个“传统”，那就是彼
此的揶揄。涩泽在三岛在世时，也有恶作剧般
的对三岛的整蛊。比如，明知三岛自恋，不喜
欢批评他的人，涩泽非要不失时机地赞一下那
个批评三岛的评论家。还要给自己找个冠冕堂
皇的理由“这相当于逼他服用自恋解毒剂”。

三岛自然也不会是“省油的灯”，他在作
品《晓寺》里明明用了涩泽的原型塑造了一个

精神不健全、沉溺于性幻想的人物“今西”形
象，还要在信件中狡辩，涩泽透过信纸仿佛看
得清清楚楚。在这里，涩泽不抗议也就意味着
同意，同时也反证着“今西”身上确实有涩泽
的影子。这就是所谓的心有灵犀吧。

三岛作品中不断描绘浑身是血的人，还有
一些受苦的嗜好；他崇尚美，对美有着偏执的
追求，但同时也会不顾一切地破坏美，他以死
来证明生的存在。常人很难理解三岛的偏执与
怪异，也难以欣赏他那带着烈焰之光的地狱之
美。涩泽深知，无论时代新旧，都会有对三岛
和三岛现象表示抗拒的人，但这都不会影响他
视三岛为知己。

作者将更多的笔触用于对三岛的精神和作
品的分析。他认为三岛写下的《阿波罗之杯》
是一部旁若无人的作品，这部作品拒绝了一切
的理解和同情，且散发着宛如黑矿石般的特权
式光芒屹立于现在。

从文中诸多的笔墨印迹中，不难发现，三岛

的自杀，早有预谋。涩泽早早就从三岛的文字中
嗅出了这些味道，若涩泽去阻止了三岛的生死大
计，他们还能称得上精神高度相知的知已吗？他
还能获得三岛的尊重、信任与友情吗？

隔着文化的距离，去看这样一位谜一样，带
着极端力量在刀锋上行走的作家，总是感觉暗
影重重。三岛的心灵似乎有种墨泉奔涌的力
量。他追求美，也追求死亡，它将美与死亡编
入他的生死哲学之中，并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
去演了一场生命谢幕的大戏。这世界上能发自
内心的欣赏、理解、认同三岛的人，恐非涩泽
龙彦莫属。他们精神高度契合，甚至可以用
“琴瑟和鸣”来形容。他们诡异的文风、气质
里的暗黑属性，再加上不屑被世人理解的骄
傲，基于这些共同点的存在，可将他们并称为
日本文坛的“暗黑双煞”。

《三岛由纪夫追记》
（日）涩泽龙彦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速读

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
□ 陆洁 整理

每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一个林清
玄，用温暖砥砺的文字帮我们找到生活
中前进的动力。林清玄“素心四书”散
文系列丛书以清净心看世界，欢喜心过
生活，平常心生情味，柔软心除挂碍。

一对日本文坛的“暗黑双煞”
□ 胡艳丽

摘星星的男孩
□ Dreamer

总有一条小河在心中流淌
□ 施亮

嬴牟旧志 人文新邦
□ 吕 振

■ 新书导读

《共同的声音》
王琳 著

商务印书馆

本书是“一带一路”从中国方案成长为国
际共识的见证和记录。自2013年中国领导人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到2017年中国举办“一
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记者王琳与100
多位国际政要、商业领袖和学界精英进行了
一对一的深度访谈，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全球
政、商、学界领袖对新时期“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对外关系和全球角色的认知思考。

《丰子恺漫画古诗词》
丰子恺绘 李晓润 评注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本书以古诗年代为序，辑录精选150余幅
丰先生的漫画，并对这些古诗词进行了扼要
评注，使读者在欣赏丰先生画作的同时，能了
解其背后完整的古典诗词样貌。

《那山，那水》
何建明 著
红旗出版社

本书为长篇报告文学，写出了改革转型
之痛，观念改变之难，以此展现了“两山”
重要思想引领美丽中国建设的强大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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