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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老范 □ 王佳存

故乡豆粥，一次次温暖我 □ 魏 新辣笔小新

读史札记

流年碎笔

编辑手记

非常文青

缓刑鼻祖张唐卿
□ 王离京

失落在田野上的文明 □ 娄 光

诀别不是从最后一刻开始

□ 积雪草

他山之石

大宋景祐元年（公元1034
年）甲戌科状元，乃淄川（今属山
东淄博）人氏张唐卿。在唐宋两
朝，山东考生的成绩真是太出色
了，状元接二连三地拿，给家乡父
老挣足了面子。

张唐卿年少好学，小小年纪
便以有才懂事、孝敬父母、尊重长
辈而闻名乡里。宋代名臣韩琦出
任淄州（今山东淄博）通判时，张
唐卿慕名携带自己的文章前去拜
访，以求得名家指点。这时的张唐
卿，只有十六七岁。张唐卿以这样
的年纪，做出这样的举动，说明了
两个问题。一是他有很强的上进
心，懂得寻求名家指教的重要性。
二是他的心理素质超强，遇事不
怯场，敢上台面。而这两条，对于
一个人能否走向成功，又是极为
重要的因素。

对张唐卿的不请自到，当时
已经在学界名气很大、且为级别
不低官员的韩琦，并没有摆谱拿
架子，更没有慢待轻视这个看似
有点冒失的毛头小伙。他不仅十
分热情地接待了张唐卿，还很仔
细地阅读了他带来向自己讨教的
文章。读过张唐卿的文章之后，韩
琦不由大为赞赏，连道你这小伙
子真是了不起，日后必有大出息。
随之，对张唐卿进行了认真点拨，
给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意见建
议。此后，二人遂成忘年之交。

韩琦这种平易近人、奖掖后
进的品行做派，同样令人敬佩。倘
若韩琦不是这样鼓励夸赞张唐
卿，而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兜头一
盆冷水，或者是不理不睬、干脆拒
之门外，张唐卿能否有日后的出
息，还得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在
古代，像韩琦这样放下身段，真心
指教点拨后生的名流大家，为数
很是不少，几成文人士大夫群体
的一种风气。如今的年轻后生，要
想拜见并求得名家指点，那可是
难了去了。

高中状元那年，张唐卿年方
二十四岁，正当风华正茂，堪称年
轻成名。中了状元之后，他被政府
任命为陕州（今河南陕县）判官。
这个职位的主要任务，是协助地
方司法长官处理刑案相关事务。
在工作中，张唐卿头脑清楚，处事
干脆利索，手法艺术灵活，而且颇
有改革意识和创新精神。比如刚
到任不久，张唐卿就遇上了一个
案子。而对于这个案子的处理，充
分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干。

当地有个青年，老爸死了以
后，老妈又改嫁了他人，但是没有
带着他一同改嫁。在这里，需要表

扬一下宋真宗赵恒。在他当政期
间，同意政府对一条比较重要的
法律规定进行了修改。那就是，妇
女因为丈夫去世，确实不能维持
正常生活者，官府可以允许其改
嫁。不要小瞧这小小的法规条文
改动，在封建礼教的长期禁锢束
缚之下，各方面的阻力可想而知。
应该说，这是一个极具人性化的
改革，可谓善莫大焉。

那个青年的老妈，在改嫁之
后的第二年，不幸也得病死了。为
了表达自己的孝心，让父母死后
能够同穴而葬、在另一个世界团
圆，青年在老妈下葬之后，偷偷跑
去把她的尸体盗挖出来，埋在了
自己老爸的墓穴中。但他做事不
密，被人发现后告了官。在古代，
盗掘死者尸体是个不轻的罪名。
于是，司法机关便将他逮捕送审
了。

在审判中，参加审理的其他
官员，都主张将那个青年依法严
判。而很有人文情怀的张唐卿则
认为，这个人只不过是个“只知有
孝，而不知有法”的糊涂人而已，
犯法不是出于主观恶意。对这样
的人，还是应当以加强教育改造
为主，而不应一棍子打死。于是，
他力主当庭对那青年严加训诫，
然后释放回家。但也不是一放了
之，他建议同时提出明确要求，那
青年获释回家后，必须主动接受
基层政府的管教观察，严格遵纪
守法。管教观察期限为两年。两年
之内若有新的违法行为，必将数
罪并罚，严惩不贷。张唐卿的意
见，最终被其他参与审判的官员
所采纳。

对于张唐卿提出的这个判决，
有不少法学界人士认为，这就是当
今法律中常用的缓刑判决之雏形，
大体相当于缓期两年执行。因而，
也就有人认为，张唐卿算得上是司
法史上缓刑判决做法的鼻祖。司法
上的缓刑判决，给了一些犯罪情节
相对比较轻微、社会危害相对较小
的违法人员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
机会，使他们日后能够再度融入社
会，而不是走向反面。

有德有才的张唐卿，原本是
应该有一番作为的。然而为官只
有三年，张唐卿的父亲便不幸因
病去世，作为一个孝子，张唐卿伤
心难抑，久久不能从丧父之痛中
自拔。天妒英才，悲痛过度的他不
久就吐血而亡，年仅二十七岁。听
到张唐卿英年早逝的消息之后，
他的恩师韩琦十分痛惜，眼含热
泪为他撰写了一篇情深意切的墓
志铭。

老家的豆粥，济宁一带叫糊粥，亦称贡
粥。三个名字都合适，无非角度不同。就像
石猴，美猴王，齐天大圣，孙行者，斗战胜
佛，总体概括了孙悟空的一生。

豆粥，不是豆浆，乍一看是有些像，其
实区别很大，比孙猴子和六耳猕猴的区别
大得多，如同豆浆和北京人口中的豆汁儿
之间的天壤之别。中国太大，一些食物名称
上的差异容易引起误会，比如我老家，是管
豆浆叫豆汁儿的，第一次在北京喝豆汁儿，
我兴致勃勃，端着满满一大碗，就是放不到
嘴里去，那股馊味太刺鼻了。

所以，我想豆粥可能在其他地方，也会
有不同的叫法，但做法应大同小异。其主要
原料为小米和黄豆，按一定比例提前用水
泡发，黄豆打成浆，小米打成糊，把大铁锅
烧热，锅底微红时倒入少量豆浆，炝锅，结
一层餎馇，再把全部豆浆倒入，其间需不停
搅拌，并用大勺子把豆浆来回扬起，熬到不
再起沫时，加小米糊，等充分融合后再开
锅，粥已成。

最纯正的，是粥中那股糊味，其实是一
种烤香，不能没有，又不能太重，要恰到好
处地在粥中弥漫。所以才有了糊粥的说法，

并且，由于味道甚美，据说有几位皇帝都爱
喝，成了朝廷贡品，变成了贡粥。

当然，贡品或许只是来自百姓对皇帝
美好生活的想象，和天天吃饺子蘸白糖同
理。考证的话，毕竟是粥，做好了送到京城，
路有点远，粥也凉了。所以，京城之外的地
方，各种物产，今天能发快递的，才有成为
贡品的可能性。

但是，豆粥确实和一位皇帝有关系。
《后汉书》上记载，光武帝刘秀当年流亡河
北，好几次差点挂了，有次眼看着要扛不
住，手下大将冯异给他搞了碗豆粥，使得他

“饥寒俱解”，多年后，刘秀还老提这事儿，
说要不是冯将军的豆粥，哥们儿我哪有今
天。

我在《百家讲坛》讲这段时，有点想流
口水，那时，我已好多年没喝过老家的豆粥
了。

豆粥在老家并非日常，因程序相对复
杂，加上糊味不好掌握，所以，我第一次喝
豆粥，已经上高中了。当时，县一中的食堂
就是一片空地，不管春夏秋冬，每到饭点，
蹲满了吃饭的学生，黑压压一片，甚为壮
观。空地旁边是一个水坑，沿着坑边，摆满

了各种卖饭菜的小摊，有学校的摊点，称之
为“大伙”，也有周围居民过去摆的。我忘了
之前是否写过，所有炒菜，最大特点就是本
末倒置，吆喝起来是肉炒蒜苔，肉炒芹菜，
看起来大盆里也满满全是肉片，其实只分
布在最上面一层，去买的话，卖菜的深挖一
勺，保证盛出来最多有两片肉。

诸多小摊中，有个老太太，只卖豆粥。
每次就是那么一桶，上面还蒙着一层白色
的薄棉被，舀的时候掀开一角，盛到我们递
过去的搪瓷缸子里，冒着白色的热气。稍一
凉，就结一层皮，吸溜一口，满口豆香。

各种虚张声势中，诸多良莠不齐里，老
太太的豆粥算得上县一中伙食记忆中的一
股清流。

离开县城，再喝豆粥，主要去大隅首，
那是县城最早的中心。路口有两家小摊，卖
豆粥，蒸饺，也有烧烤。哪家摊更好些，我也
说不清。喝豆粥可配咸菜，胡萝卜切丝，似
乎是蒸熟的，淋上香油，倒在豆粥里，味道
总让我感觉不枉回县城一次。

有一年冬天，两位济南的朋友跟我回
曹县，一场酒喝完，我说咱们去喝豆粥吧，
于是拦了辆电三轮，从汽车站颠簸着过去。

在编织袋那种塑料布搭起的大棚里，我忘
了他们喝了几碗，至少后来的日子里，每次
说起我老家，都惦记着豆粥。

我最多的时候，一次能喝四五碗，尤其
是酒后，热乎乎的豆粥喝着实在太舒服了。
有一年过年回去，从中午连续喝了几场酒，
实在撑不住了，中间几次串场的拳击专业
郜教授喝黏糊了，拉着不让走，我好不容易
逃出来，直奔大隅首喝豆粥，刚喝两碗，一
辆越野车停在大棚门口，郜教授晃悠着下
来，坐下就笑着让开酒。

我说，还是先喝豆粥吧，不上头。
我在县城已经没有家了，但还是会回

去，就呆这么一天。在许多我完全说不清地
址的酒店，每年都醉这么一场。每次最后，我
总张罗着去喝豆粥，去熟悉的大隅首，喝熟
悉的豆粥，趁着酒劲儿，坐下没那么冷，豆粥
喝下去，又暖和起来了，坐在马扎上的一张
张面孔又清晰起来了，仿佛冰冷的时光突然
复苏，在昏暗的光线中，在透来的寒风里，一
张张生出皱纹和白发的面孔似乎突然褪去
了苍老，又回到了当初少年的模样。

故乡就这样用豆粥一次次温暖我，又
终将把我抛弃。

穿过这有些落寞的乡村，一看见海庙
遗址的刹那，我们都叫了出来：就是它了。
在它古典式的格局上想象曾经有过的建
筑，想象那个年代的飞檐琉瓦，大殿正堂。
到海庙门，想象两只高大威武的石狮子圆
睁着双目迎接我们。立在一层旧旧的尘埃
里，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海庙的遗址。朋
友对于它的历史讲述，对于我是陌生的。对
于他，海庙历史也是陌生的，海庙悠久并且
在遗址上香火依然旺盛的历史，我同样陌
生，就像它自身，在这个时代是落寞的。

因为是遗址，我们的浏览就只能是想
象：从侧门进入，看到的却是一个常见的农
村生活场景。在这有阳光落下的院落中，来
的老人表情随意，谈论的过去更多的仿佛
只是家常里短，而非内心深处的信仰。这使
得这个场景里的海庙仿佛是日常生活的一
部分，而非日常生活之外的修行之所。并非
只是为了祭奠和供仰，以及对海神各种美
好的期望。院子角落石碑和杂物的随意堆
放也像是农家院落中常见的生活场景。面
对我们，院子里的人也没有太多的惊奇及
询问。也许是因为这里地处村落以外，闲杂

人等的出入并不是禁忌。我们在散乱堆放
的石碑中寻找着年代久远的碑刻，院落中
的人们依然安静地做着各自的事。

也许我们只有在石碑里才能真正发现
这个古老海庙的历史。在碑刻里，它的年
代久远超出我们的预料。关于海庙的传说
有很多，从秦始皇到文人苏东坡，从南海
观音到平民百姓，这些在别处也许可以归
入传说的故事，在这座遗址中却成为了历
史。

循着传说故事的指引，我们还应该走
过一个月亮门，进入了海庙的另一个院
落。也许是因为故事，也许因为院落本身，
我们步入了另一种心境。碑文记载曾有池
塘，仍然绽放在这并不大的院落中，池水上
结的冰还没有完全化开，虽然没有特色景
观，但我们仍然被打动。院落里这个池塘的
格局印证了海庙的历史。它绝不是一个普
通院落，虽然不可能有高僧大德在这池水
前参禅悟道，但一定倒映过太多善男信女
的愿望与虔诚。

院落里有一棵一百余年的柳树，它古
拙的身姿和潇洒的枝条让我们倾倒。朋友

说，在众多的古迹中，他最为看重的是古
树，一棵古树有其他古迹所无法比拟的价
值。因为在其他古迹中，我们感受到的是时
间的衰朽与磨灭，而在一棵古树面前，能够
感受到的是时间的延续与生长。因为长在
海庙中，这棵树也有了一个传说，说它是观
音净瓶里的柳枝插栽而成。不是佛教的寺
院，却留下这样的传说，便超出了一般人的
经验与考查范围，但并不想去质疑。它不符
合寺庙的语境，却能看出在人们心里的重
要。

就在要离去之时，我们发现了掩藏在
一片荒芜的草丛后的几块刻着浮雕的青
砖。穿过随意设置的樊篱，走到近前，果然
看到了上面几乎被时间磨灭的浮雕，许多
人物和鸟兽头像都已模糊不清，但仍能看
到人物的肌骨丰满，姿态优雅，衣带飘逸，
是久远时代的风格。具体的时代，留给考古
学者了。

我们为这浮雕的优美同时也为它的模
糊而激动。它不仅呈现了一个遥远朝代的
石雕艺术，也呈现了这种艺术所经历的漫
长的时间和风霜雨雪。如果把时间上溯到

它初建与之后的数百年里，这个地处胶东
小平原村落后的东海神庙无疑是香火旺盛
的。那是千里海疆文明的鼎盛之地，一座海
庙可以拥有鼎盛的香火。如今，在这个经济
发达，海水养殖繁荣的村落中，它只有衰落
的命运。它被这片沃野千里的厚土和海风
所埋没。

文明是不可以修复的，只能是一种经
历。多少年来，就曾有人要集资重修东海神
庙，说要恢复原样，重现当年的辉煌！这是
我一直看不懂也听不懂的逻辑，其实重修
就是更深层的破坏，新建的东西只能代表
当代建设时的思想，对遗失的文明的寻找
只是一种看似光鲜其实是自欺欺人的描
述。而所谓的复建或者重建，在没有足够的
文化氛围和文明环境的前提下，其实都是
冒名赚钱或者彰显政绩的手段，跟继承和
找寻文明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遗址就是遗址，文明就静静地留在那
里，等待后人去挖掘去找寻。因为这种挖
掘，我仿佛并不是被一种失去信仰的单调
文化所摆弄的零件；因为这找寻，真正失落
的文明仿佛离我也并不遥远。

人生的诀别从来都不是从最后一刻开
始的，而是从我们变老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当我们还茫然无知浑然不觉的时候，诀别
就从一点一滴开始了。先是迟钝、木然，然
后是胆小恐惧，于是感慨，好时光都不在
了，只剩下了衰老。有那么一个时刻，你会
蓦然发现，什么都留不住，即使执着也无济
于事，最后只剩下一个影子，渐行渐远，终
至渺不可见。

夜里睡不着，读台湾作家龙应台的新
书《写给美君的信》，心中有些淡淡的伤感，
同时也有些略微的宽慰。伤感，是因为平凡
的生命之中，有些事情始终无法规避和省
略。宽慰，是因为相守与陪伴，在一切还来
得及的时候。

这本书用十九封书信浓缩了整个人
生，讲述普通人的喜乐、悲欣、生老、病死，
告诉我们该怎样告别，该如何松手。龙应台
用书信的方式直面人生，谈生论死，从大我
到小我，从两代人之间的共通与代沟，重温
那些暖心的片断。

从什么时候开始告别人生？龙应台
说：“从失智那一刻，母亲已远离，即使
生命还在。”一个人因为衰老而失智，虽
然还活着，但已没有受想，不认得别人，
也无法和人交流。生命虽然没有骤然而
逝，戛然而止，但意识、心灵、身体都一
点点走在终结的路上。

她放下手中所有的事情，回到母亲身
边，照顾母亲的衣食起居，陪伴母亲看日
出日落，一起守望最后的时光，写下暖心
书信，回顾和梳理生命的历程，陪伴母亲
走完最后一里路。

人在年轻的时候，会觉得有大把的时
间和家人在一起，所以不着急。以二十岁的
年纪看未来，天高地远，内心辽阔，一切都
有无限的可能。四十岁以后再看人生，情势
会觉得急转直下，似乎什么都在眼前，又什
么都抓不住，内心生出慌乱和不安。六十岁
以后，人生的境界又不一样了，褪去内心的
浮躁，不再慌张，不再患得患失，走在“看
透”到“看淡”的路上。

作家梁实秋曾写过一本书叫《老去是
生命的礼物》，衰老是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
的选择，对抗衰老最好的办法就是快乐地
活着。一个生命在慢慢剥离的过程中，别人
所能给予的最好的关爱就是陪伴，正像龙
应台所说的那样：“这个世界，没有任何天
长地久，你必须把片刻当做天长地久，才是
唯一的天长地久。”

喜欢藏龙涧和佛峪，就常到那里溜
达，溜达的次数多了，就常见到老范，溜
达回来后码的字中，就常提到老范。久而
久之，老范成了我心中的牵挂。

老范是流浪汉，他自己说，流浪生
活，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共和国同龄
人，到了古稀之年，老范依然是很帅的老
伙子，时光倒回几十年，他更是帅气的小
伙子，而且他还有学问。上世纪60年代，
整个社会文化水平低，出生农村的老范
在附近的农中毕业，成了当地的秀才。

有才有貌又上进，老范成了周围十
里八村姑娘倾慕的男青年。经过媒人介
绍，老范有了自己的意中人。

在老范年轻的时代，穿一身绿军装，
走在路上，就能引起艳羡的目光，成为一
名军人，是很多男孩子的梦想。追求上进
的老范决定投笔从戎，报效国家，第一年
报名，说是体重不达标；第二年报名，体
重达标了，但是体检依然没有通过，理由
是疝气。这个理由被广播出去，变得人尽
皆知。尤其是，老范心爱的姑娘知道了，
而且对此很介意，所以老范心目中的美
满婚姻就泡了汤。

姑娘的身影已经牢牢占据了老范的
心，姑娘的美让老范念念不忘。老范曾经
沧海，他的心很难再给予另一个女孩。老
范身体的所谓毛病，不影响吃，不影响
穿，更不影响他脑子里的学问。因为他的
文化水平高，村子里就让他在学校担任
民办代课老师。

当民办老师，有个盼头，那就是有一
天会转成公办老师，可以成为公家的人，
吃上国库粮。所以，这是个好事。既然是
好事，大家都想要。转成公办老师的好事
儿，最后没有落到老范头上，因为三年
后，村里不让他干民办老师了。不过，老
范不愿意像父辈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
就外出干瓦工。老范的技术好，干的是砌
外砖的活儿。

其实，干瓦工一点不比庄稼活轻松，
夏天在烈日下挥汗如雨，冬天在寒风中
瑟瑟发抖，总之，也是在室外。不过，老范
说，天很冷的时候，就不干了，因为泥水
都冻住了。

干了好多年瓦工，老范从室外转向
室内，转行干起了木工。比起瓦工，木工
更是细活，技术的要求更高。不过，老范
是聪明人，很快就学会了。俗话说，千日

锛，百日斧，要学大锯一早晨。不到一年，
老范就能熟练地使用锛了。

虽然依旧有人给老范提亲，帮他张
罗婚姻大事，只是老范心有所属，万念俱
灰，心如止水，再也不能泛起爱的涟漪，
从此辜负春心，独自闲行独自吟。老范这
位大男子汉的心里，再也没有一点地方
容得下其他姑娘，于是就独身了，渐渐
地，随着年纪增长，提亲的也少了，老范
就成了老光棍了。偶尔，老范也有后悔的
心，但是他说，已经拒绝了提亲，哪能再
去找人家呢？

老范在自己的世界里走得愈来愈
远，由心有专属，到黯然独身，再到孤老
光棍，然后又有了重大转折，从家里的老
屋里搬了出来，开始了流浪生活。流浪以
后，村里的人更不理解了，以为他是怪
人，甚至不正常。老范进入了自己的世界
里，不愿意与平常人交流。

老范执拗地按照自己的方式过了几
十年，用两根木棍随身挑着所有他认为
值钱的东西，比如他的五个太阳能照明
灯，还有他从来没用过的电视机顶盒以
及很少用的播放器，因为他的住处没有
电。他走到哪里，就把自己的家当带到哪
里。

说是流浪生活，老范其实就是栖身
在佛峪这片山林里。佛峪林壑尤美，枫若
涂丹，柏如积翠，黄叶相间，云殿泉厨，飞

瀑流泉，是风景绝佳之处，引得众多迁客
骚人前来赏景或读书，并在崖壁上留下
石刻，表达着对这里景致的喜爱。踏着古
人的足迹，我经常到这里寻找一份宁静，
就见到了老范。每次见到他，他几乎总是
愿意分享他的生活体验或知识，告诉我
哪个泉流出的水最甜，哪种野菜可以药
用或食用，什么方法可以养生。每过一段
时间，老范还要乘公交去城里走一走。他
说，不能与社会脱节，需要了解社会，与
社会保持同步。

老范的身上脏兮兮的，手上黑黑的，
似乎多年没洗过，但是他在爱情、感情的
追求上却有着洁癖，不愿意退而求其次，
一点都不能打折扣，有着虽千万人我往
矣的决绝和勇气。老范上了年纪，眼里显
得混浊，但依然透露着纯真和良善。他是
个流浪汉，但骨子里有着对文化和知识
的推崇。

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
利。在世人的逻辑和眼里，老范的生活是
悲苦的，但也许他觉得，自己的世界里有
着奔放的自由、纯净的天空和美好的爱
情。

我心里想着，如果再有一次机会，老
范是否会选择不同的人生，但是，我没有
问，其实，如果问，不管是什么回答，都没
有任何意义。人不能同时进入同一条河
流，所有的选择，都是最好的选择。

既然今年的落叶出挑得如此
完美，那不妨趁着第一场雪到来
之前多收集一些。

想要做书签的，可以选形状
完整、干干净净且有美感的，想要
用老茎玩拉力游戏的，那就选结
实富有张力的，若单纯只为欣赏，
自然选色彩最具感染力的。

若从一个编辑的眼光来看，
好的文章也应该如此：准确、完整
并且有美感，文章的语言有张力，
讲究结构和节奏，最后形成感染
力、说服力和传播力。

想用这些个词来说明我对一
篇文章的期待。

大自然成就的落叶到底美给
谁看？它似乎没有那么强的主观
性，但对写作者而言，必须各有各
的对象感。

学生时代，文章是写给老师看
的，再具体点儿，是写给阅卷老师
看的，不得不写。那符合老师的要
求是第一位的，脑子里想的尽是议
论文三要素，材料的表层意义和深
层意义，为了分数，逢迎而上。

走出校园，倾诉的对象变成
某些人或某一个人，终于可以传
达自己的想法，有意识地表达内
容。聊天似的，越具体越好，越明
确越好。

即便如此，一个好的聊天也
要避免非常自私地自说自话，完
全不顾对方的感受。

生活中所有的表达，所有的
倾诉，所有的沟通，都可以是作
文。但“你想写”，还要“别人爱
看”。

就说那个著名的落叶故事
吧，方丈想从本门最得意的两个
徒弟中选一个做衣钵传人。但是，
两个弟子都很努力，而且平时做
功课、干活也都很勤奋，很是不好
挑选。

一天，他终于想出了一个办
法，对两个徒弟说，你们出去给我
拣一片最完美的树叶。时间不久，
大徒弟回来了，递给方丈一片并
不漂亮的树叶，对师父说：“这片
树叶虽然并不完美，但它是我看
到的最完整的树叶。”

二徒弟在外转了半天，最终

空手而归，他对师父说：“我见到
了很多很多的树叶，但怎么也挑
不出一片最完美的……”

最后，方丈把衣钵传给了大
徒弟。

其实，两个和尚都没有找到
最完美的树叶，可是第一个和尚
却拣回了自己认为最完美的树
叶。

正如他所想，每一片树叶都
是独一无二的，那到底什么样子
才算是最完美呢？归根结底是要
看自己怎么认为。

而在我看来，第二个和尚追
求完美并没有什么不好，但什么
事情都要有个度，过度成为负担，
把握好度，就是一种平衡。

“你想写”和“别人爱看”也是
一样。归根到底是我们要做生产
者，但平时都是消费者的心态，永
远在看，是一种分裂状态。需要以
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角度来介
入阅读，体验写作。

如果读的东西太少，没见过
太多的好东西，就容易对自己少
许的才华产生迷恋。相当于一个
在深山里的人发明了火柴，便以
为自己能拿诺贝尔奖，并不知道
满世界都是打火机了。

一直埋头写历史故事的同事
说，看了很多天文纪录片后，觉得
那些权力争斗“加斯特嗖嗖”了。

这让我想到有一本美国人的
书里提到，最好看的文章是数学课
里的。“一个数学的头脑，最显著的
特色不是逻辑，而是美感。”反过来
说，想要“别人爱看”，可以去读读
类似的文章，如何准确，简单，简明
扼要，层次分明，结构完整。

仿佛永远没有结束的通关游
戏，不断研讨和反思，会发现自己
还有提升的余地和改进的空间，
会知道永远没有满分作文，永远
没有可以画句号的文章。

山上也是，每一年的落叶都
不一样，每一次去，都会发现新的
有趣的好看的落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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