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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内容简介：本书以《史
记》中《高祖本纪》《项羽本
纪》《留侯世家》等篇章为蓝
本，释文解意，讲述了刘邦、
项羽、张良、陈平四人的历
史细节。之所以选取刘邦
等人，作者薛仁明认为他们
具有“鲜明的人格典范”，代
表了中国文化的“民间”。儒
释道加上民间，中国文化才
会庶几完整。透过历史细节
的解读，得以窥见刘邦等人
的生命状态，即活在“天人之
际”的状态，也从中知晓秦亡
汉兴、刘胜项败的真谛。 作者：薛仁明

《天人之际》

内容简介：本书是《中
国诗词大会》三期擂主——
90后工科女生陈更的读诗
手记。翻开它，你可以看到
诗里美的画面，诗外悠远的
语境，体会诗词温柔而强大
的力量，继而懂得，诗词如
何让人心不死。陈更将读
古诗词的感悟，用她特有的
轻快有趣的网络文笔写了
出来。

《几生修得到梅花》

作者：陈更

内容简介：张才柱生于
1946年，常年在重庆北碚乡
下务农，被查出患有淋巴癌
6 年后，他决定创作“回忆
画”。他的 150 余幅画作，
记录下了童年的欢乐、乡村
的风貌、劳作的艰辛，再现
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
重庆乡下的生活与生产景
象，留下了一份罕见的日常
生活史。在他笔下，平凡的
日常光景化作了饱含深情的
片片落英，散发出温润的光
泽。

《往事入画》

作者：张才柱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男女之间，往往不是赏赐便是惩罚。你感激上帝让

你遇到这个人，同时，你又会怀疑上帝是派这个人来惩
罚你的。为什么只有他可以让你快乐，也给你痛苦，为
什么任性的你偏偏愿意为他改变？

——张小娴《流波上的舞》

“可能”问“不可能”道：“你住在什么地方呢？”它回
答道：“在那无能为力者的梦境里。”

——泰戈尔《飞鸟集》

人在年轻时，最头疼的一件事就是决定自己这一生
要做什么。

——王小波《工作与人生》

书信里有友情：
黄永玉在写给曹禺的信件中直言不讳：

“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
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
位所误！从一个海洋萎缩为一条小溪流，你泥
溷在不情愿的艺术创作中，像晚上喝了浓茶清
醒于混沌之中。命题不巩固，不缜密，演释、分
析得也不透彻。……‘醒来啊麦克白，把沉睡
赶走！’我爱祖国，所以爱你。……我不对你说
老实话，就不配你给与我的友谊。”

书信里有亲情：
“这场战事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秦楚大

战间隙，一对兄弟黑夫和惊躲在淮阳战壕的一
角给大哥写信。借战友的钱都用光了，黑夫求
母亲“给我们做好夏天穿的衣服，和钱一起带
过来”，惊告诉家人“为我求神祭拜时，如果得
到的是下下签，那只是因为我身在叛逆之城的
缘故，不要想多了。”这封写在木简上的信，距
今2200多年，是已知的中国最早的战地家书。

书信里有家国大义：
甲午海战开战前，经远舰二副陈京莹预感

到人生将尽，在家书里解释，“一直拿着国家的
俸禄，也就没有了退路。”经远舰在甲午海战中
遭到四艘日舰围攻，管带林永升、帮带大副陈
荣阵亡后，陈京莹毅然接过军舰指挥权，最终
不幸中弹牺牲。舰上水手在无人指挥的情况
下，仍然坚守岗位，继续向日舰发炮还击，直至
经远舰沉没，全舰二百七十多名官兵除十六人
获救，其余全都壮烈殉国。

书信里有尊严与爱情：
杨德昌撒手尘寰后，无数媒体都在期待作

为前妻的蔡琴如何反应。蔡琴在写给媒体的
公开信中说，“跪在《圣经》前，我为他的灵魂急
求，求主以神自己的名领导他走义路，让他行
过死神的幽谷也不怕遭害……”“我们所有过
往的点滴，我自己品尝，就当做我活着时永远
的秘密，随着他的逝去与世长辞。”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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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末，国内首档书信朗读节目《见字如面》诞生。没有绚丽的舞台和华

美的灯光，北京红砖美术馆里一人一桌一信是其极简的气质；没有过繁的片花和

音效渲染，静谧的灯光下有人安静地读信，读家国情怀，读缱绻情意，读历史选

择，读静水流深。

近日，《见字如面》第一季同名图书出版，从浩瀚的书信海洋中，精选出76封

信件。历史的细节，就在私人化描述中，一点点显露出来。

选信标准：
值得被更多人看到
书信是私人物品，节目组是如何找到这

些书信的？
关正文说，在第一季创作的时候，这的

确是个难题。都知道书信是宝贝，但不知道
宝贝在哪里，很少有人专门收集。

节目组于是邀请了30多位专家，包括李
辉、张丁、叶永烈等，请他们提供线索，依靠
他们深厚的积累打开中国书信宝藏的大
门。

编剧组也广泛联络寻找，比如去各种博
物馆，更多是靠网上的线索，找到一些就收
藏着，最后从上万封书信中挑选编辑出有趣
的信件。

从上万封信中选出76封，选择的标准是
什么？

关正文说，标准是“值得被更多人看
到”。具体地说，就是对今天的人们认知社
会、认知他人、认知自己有意义的信，“所以，
价值高度多元，大家讨论点也多，信被越读
越厚。我们不提供鸡汤，只提供营养。”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
句名言出自林则徐给夫人的信中，但第一季
选的信件避开了这封，选了另一封，为什么
呢？

关正文解释说，选林则徐那封信主要是
因为看到了大历史中的小细节——皇上想
照顾他，考虑让他避避风头，这个信息他收
到了，就高兴地去了伊犁。这跟以前强调悲
愤的叙事不一样，可以看到更多真实的场
景。

关正文说，《见字如面》绝不是缅怀即将
逝去的书信传统的节目。今天大家的书信
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每个人每天都要写
无数信，“这跟过去没什么区别。”

过去手写书信，大部分也是拉拉杂杂，
精彩信件也不多。今天，充斥电邮的大部分
是琐事，但依然有大量优秀的。第一季就选
了几封电邮，比如罗永浩的、郑国强的、蔡春
猪的，第二季也是一样，选了冯唐的、韩寒的
等。

读书管见

人红戏傻 会毁掉好信
眼下，《见字如面》第二季正在录制。第二

季与第一季会有什么不同？
关正文介绍，第二季的录制是在一个剧院

里，观众多很多。从7月19日开始，连续三天，
李立群、吴刚、姚晨参加了录制。

他介绍说，第二季在剧院里加了“讲述人”
这个角色，这样感觉现场会更顺畅，解读嘉宾
将专事解读信件本身。解读嘉宾也有很大的
丰富，除了许子东、杨雨，还有梁文道、史航、蒋
方舟等等。

“这一季的信件来源宽多了，大家知道我
们在做这件事，主动提供了好多线索和书信。
古代信件也特别精彩，有海瑞的、史可法的和
多尔衮的，还有古代情书。各式价值观都有体
现，特别好玩。”他说，因此第二季编排将主题
化，比如生死、爱恨、离合、抉择等等。

参与读信的艺术家的邀请标准是什么？
关正文说，“艺术家得选戏好的，理解能力超
强、表现力超强的。人红戏傻，会毁掉好信。”

在电视节目播出后，为什么想到用图书形
式体现这些信？

关正文说，现在电视节目也可以“永生”
了，放到互联网上，大家随时可以看到，“但是，
书籍，还是更可靠的存储方式。对于文本而
言，这也是更准确的存储方式。”

在《见字如面》中，文言文的信件都是关正
文自己翻译成白话文的。“我也是被逼的，因为
要转换成视听形态，必须让人同步有感，完全
听进去，所以那种辅助理解的训诂式翻译就不
合适了。”关正文说，这件事找学者，怕给他们
添麻烦，只好自己干。“翻译时特别快乐。每一
封信，我肯定是带着角色感进行翻译的，因为
要给艺术家上台演绎制造空间。其实仔细体
会，那些古人在写信时，都是神态活现的，我好
像可以看见那个人，看见他写信时的一颦一
笑，就像咱们现在身边的人一样，然后他的语
言就活了，就变成真的是他在说话了。这种神
交，特别快乐。”

眼下，很多当红综艺节目的导演都是80后
甚至90后，已经57岁的关正文是从文学界转
战电视界的。

关正文说，我一直觉得80后、90后是个伪
概念。

他说，全世界都没有把人群分成80后、90
后的。人以群分，主要是兴趣爱好、教育程度、
工作圈子、朋友圈子，没有年龄圈子。90后的
人，个体之间的差异，远远大于这个群体与80

后的差异。为大家生产内容，跟年龄无关。
他说，我尊重文化生态的多元。没有多元

共生，没有充分的竞争，任何品种都不可能健
康成长。

他认为，在总体布局的推动下，文化类节
目集中推出，这是好的。但很多人对此是抱着
投机心态的，还有人是觉得能挣钱的，这样做
出来的东西，只能让大家倒胃口，让大家再次
远离文化。

以投机心态做文化会让人远离文化

从小时起，对于各种神鬼故事我最是
好奇的，觉得它们打开了一扇奇妙的世界
大门，让人目眩神迷，再观这平凡的现实
世界，竟也不觉得无聊。

接触《聊斋志异》，是从家里的连环画
开始。尔后，便通过各种改编的电影电视
剧窥其一貌，这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便
是王祖贤的《倩女幽魂》。而在大学时期，
真正地进入到原汁原味的聊斋世界。

郭沫若认为《聊斋志异》：“写鬼写妖
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可见评
价之高。

从郭沫若的评价当中，《聊斋志异》的
内容主题已经呼之欲出。蒲松龄通过幻
想的形式谈狐说鬼，但内容却深深地扎根
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

蒲松龄在《聊斋自志》中说：“集腋为
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
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正文里，一个个故事独立成篇，鬼、狐
妖、道士和尚、书呆子、达官贵人、市井小民

……构成一幅民族风景画！各种精怪粉墨
登场，热闹非凡。

虽然是鬼怪，但书中鬼狐多较人有
情，即便是坑人的陷害的也是在这处得了
便宜，下一处就一定被道士装了瓶子或是
给和尚毁了元神。而贪官酷吏若是在人
间恶贯满盈，自身的灾难便是在阴间受到
了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待遇。

长不过千字的文章，蒲松龄却用自己
的笔，勾勒出一个人、鬼、妖、狐百折千回
的一生。短不过百十字，更是弥漫了波折
重重、前路漫漫的苍茫之感。

至于书中隐藏的现实讽喻，仁者见
仁智者见智。而今的我只能夜已深，拂床
登塌，引灯拥被，欣赏那诡谲的世界，畅想
那不尽的时空。

与异世界的对话
——读《聊斋志异》有感

记者 赵晓丽

内容简介：著名文学评
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
泽最新作品集《咏而归》近
日出版。从孔子、庄子等

“巨人”着手，作者在书中引
领读者重新走进历史上最
了不起的文学时代。

《咏而归》收录了李敬
泽历年来所写的有关古人
古典的短文，用活泼的语言
叙述历史和文化。

《咏而归》

作者：李敬泽

内容简介：在现实面
前，我们每个人都会或多或
少 地 遭 逢 一 些 无 常 或 困
境。作家雾满拦江励志新
作《你要在最好的年纪，活
得无可代替》说透人性善恶
和思维升级的奥妙，教你如
何应对挫折。

本书从改善思维、洞察
细节、自我强大和修炼财商
四个篇章出发，教你如何剥
离心中那些不重要的东西，
做该做之事，打开自己的眼
界，轻松应对人生难题，成
为人生赢家。

（本报综合） 作家：雾满拦江

《你要在最好的年纪，活得无可代替》

据说有个年轻人特别崇拜杨绛，高中
毕业时便给对方写了一封长信，表达自己
的仰慕之情，并倾诉了自己的人生困惑，
杨绛的回信除了寒暄和一些鼓励晚辈的
话语之外，还写了一句话：“你的问题主要
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且不说故事的真实性是否可靠，但道
理没错。俗话说的好，人不能得闲，一闲
下来，就容易“寂寞空虚冷”。读书太少的
人，往往不习惯深度的思维方式，觉得费
力。看问题的角度容易孤立片面化。

我怀疑许多人的灵性都是书滋养出
来的。读书多的人，易从书中看到了对
待问题的不同观点和解决方法，潜移默
化在实践中融会贯通，会避免钻牛角
尖。书到无穷处，坐看云起时，好比深山
探路，忽光芒乍现，柳暗花明，有醍醐灌
顶之感。

一个精神生活丰富的人，不会将注意
力放在无谓的琐事上。对于读书者而言，
书籍是海水，自己永远是鱼，能在水里自由
地游弋。固然有亲朋的陪伴、闲暇的消遣、
工作的忙碌奔波，但无论一人独处，还是朋

友聚会，那一丝半缕的寂寞之感，都会不招
自来，涌上心头。所有的思想与情感，唯有
在书中被消化排遣。宋代林和靖自形容自
己的隐士生活为“梅妻鹤子”，我想他或许
掉了三个字，“书为枕”。

最近和几个朋友寒暄问候，彼此都在诉
说自己的故事，生怕遗漏一处细节，以致对
方不能理解自己的烦恼和困惑。每个人都
想倾诉，但是倾诉过后可能更伤感，因为对
方不一定感同身受。如果自己都无法和自
己对话，别人又怎么能了解呢？

一言以蔽之，读书太少是病，得治。物
质使人富裕，但书籍可以治疗精神世界的
贫瘠。不如与鲁迅笔下的少年闰土来一番
真挚的对话；或者跟着欧亨利倾情力作的

《麦田里的少年》，跟着他穿越金灿灿的稻
田，来一次心灵与心灵的交换。静心读书，
可思过，亦可修身。

你是否读书太少，想得太多
记者 陈希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