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读《澜本嫁衣》，完全是被文艺腔调的
书名吸引。书中主人公叶一生的母亲开了
家裁缝店，名叫“澜本嫁衣”。在江南小镇长
大的主人公由残疾的母亲收养成人，后与表
姐叶知秋共进一所大学。

叶知秋年纪轻轻却涉世颇深，经历复
杂，使得相形之下的学生妹叶一生显得幼稚
单薄。两个成长过程中迥然不同的姐妹，开
始了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

在经历了爱与被爱，欺骗与被欺骗等女
性角色的无奈和失落，婚姻的错位和失败
后，姐妹俩对人间平静的残酷有了各自不同
的理解。

作者别出心裁，并不是以平铺直叙的方式
来讲述主人公的故事，而是借鉴了蒙太奇的剪
辑手法，倒叙，顺叙，插叙等方式糅合在一起。

叶一生的生活轨迹通俗而平凡，遵循母
亲的愿望，想做一个俗常女子，一辈子过得
平铺直述，没有大起大落，颠沛流离。故事
是以她的口吻来阐述，一段穿插一段，不解
的疑惑也渐渐明朗。她与姐姐叶知秋走着
南辕北辙的人生道路，嫉妒、羡慕、不齿甚至
是鄙夷这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人生，她无法容
忍，最后，才流泪理解，参透人世。

任凭两位
主人公如何努
力，她们仍然
无法摆脱命运
的结局。有些
伤痛太沉重，
有些爱来得太
过于真实。文
章的基调有些
灰 暗 阴冷，仿
佛带着些“宿命
论”。将残酷的
现实赤裸裸展
现在读者面前，反而使人心惊胆战：“是否这
就是人生？”

作者的良苦用心，无非是想使你明白，
世间不如意事十之八九，人生可能会有失
望，有憎恶，但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无法选
择逃避，唯有勇敢面对。

名作欣赏书海

杂谈

岁月本是苦酒
——读《澜本嫁衣》有感

记者 陈希子

人物档案
流沙河，原名余勋坦，

1931年生于四川成都。17

岁发表习作。1950 年到

《川西农民报》任副刊编
辑。1952 年调四川省文
联，先任创作员，后任四川

《群众》编辑、《星星》诗刊
编辑。上世纪80年代写有
诗作《理想》、《就是那一只
蟋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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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推介

内容简介：在《谁在银
闪闪的地方等你》中，简媜
给老年找了个美丽的名字，
银闪闪的地方，但实际上年
老既不美、也不浪漫。文集
采用复合式的书写策略，以
一篇篇的小故事，涵盖了健
康、心灵、理财、寓居、亲情、
社会、病痛、临终、殡仪等多
个层面，以共计五辑的内容
向读者娓娓诉说着人世浮
生的悲欢交集。 作者 简媜 著

内容简介：《植物知道
生命的答案》对植物如何体
验世界给以严谨而引人入
胜的简介，包括它们所看到
的颜色还是它们所遵守的
时刻表。通过着重介绍遗
传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成
果，作者带领我们走进植物
的内在世界，把它们的感觉
和人类感觉做对比，揭示出
如下事实——我们和向日
葵及栎树的共同之处，比你
知道的更多。通过对植物
触觉、听觉、嗅觉、视觉以至
记忆的考察，作者促使我们
不得不去思考：植物会不会对周围环境有意识？《植物知
道生命的答案》难能可贵地对我们踏过的草丛、我们嗅
过的花朵、我们爬过的树木给以深入关注，让我们能够
更好地理解科学和我们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读书管见

AA

读者文摘读者文摘

转型文字学者的流沙河自称“白
鱼”，“白鱼就是蛀书的虫。劳我一生，
博得‘书虫’之名。”别人称他“文字侦
探”或者“文字的福尔摩斯。”

解读经典，钻研文字学，流沙河的
功底是少年时代扎下的。在高中国文
课上，流沙河学到《庄子》《孟子》《荀
子》，曾国藩的文章、桐城派的文章，全
部要背诵。他很认可背诵，“古文的第
一要义就是背。哪怕你完全不懂，背上

了也会终生受益。你会用一辈子来消
化它，一辈子慢慢懂得它。背古文，能
让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发生质的改变，包
括人格上的改变，慢慢形成文化性的人
格。能背上这些古文，就有了祖先的灵
魂居住在你的头脑里，在观察事物的时
候，祖先的灵魂会指导你。”

有人认为，学古文是在走回头路。
流沙河说，新闻不可能是古文，政府公告
不可能是古文，日常对话也是白话。“但

还要看到另一方面，古汉字中包含着文
化传承，从中可以看见古代人的基本观
念、生活方式、劳作方式、人际关系、社会
心态等等，其中还涉及自然界的许多知
识。从古文字进入古代社会，可以了解
祖先很多东西。而且训诂学是走进中国
古代典籍的第一步。如果绕过文字学、
训诂学，去读古代典籍，很容易走弯路。
古文是一个人训练文字表达能力最好的
教材。因为它简练、准确，以一当十。”

86岁推新作《字看我一生》

流沙河：从诗人到“文字侦探”
互联网时代崇尚轻、快、小，但也有人不遗余力地进行

着经典阅读的引导、推广，使经典的重、深、大重新获得它

应得的关注。

86岁的流沙河，一直没有停止阅读、思考和写作，专

心研究汉字、人文经典，先后出版《流沙河认字》《白鱼解

字》（稿本）《文字侦探》《流沙河讲诗经》《正体字回家》等著

作。近日，中华书局出版其新作《字看我一生》。

“我是李三三，死于百年前。黄泉无
风景，夜台无白天……”

这部书的正文部分，是耄耋之年的
流沙河先生一笔一画写的，全部以手稿
影印的稿本形式呈现。全书共109篇，
每篇标题为四个字。阴阳精卵，胚胎腜
孕，妊娠胞包，生育字娩，啎疾病弃，奶乳
孔母……初看目录，如读《千字文》。

流沙河假借主人公“李三三”一生的
经历，来解读中国文字里包罗的博大智
慧。开篇以自述的口吻，自问“我身”从
何处来，由父阳母阴结合而生“我”，解释
中国人的阴阳，西学中的精卵。随后用
一个个汉字，描述呱呱坠地，父母养育，
家庭成员，童年少年到壮年所经历的各

种快乐与痛苦，收获与磨难，最后以“快
乐平庸”诠释世道沧桑后的人生感悟。

本书有故事有知识。故事曲折，是
根据人一生遇到的文字，来解读这些汉
字。开篇中人未出生，就有中国人说的
阴阳、西学说的精卵结合才有人，作者解
释了“阴”“阳”“精”“卵”，结尾一般人都
是平庸快乐而去，所以最后是解释了

“快”“乐”“平”“庸”四个字。
流沙河先生通晓小学，善于破译文

字密码，对古代的生活又非常熟悉，所以
对文字解释独具慧眼。如对阴阳二字，作
者说黄河以北山的南边和水的北坡，常常
有阳光，所以被称为阳，反之是阴。

比如，什么是文和字，作者认为独体

是文，合体是字，比如生字，其上面是草，
下面是土，所以就是字。

比如母和妈，作者考释了古代读音
的转变，认为在唐之前母妈同音。

再比如，家和嫁，女就男是家，男就
女是嫁。

书稿中除了对500多个汉字做了专
门的解释，还对近千个古字偏旁等做了
分析。

在解释文字的同时，行文中还对私
塾生活、新年风俗、时令节日等做了介
绍，让人在具体的环境中去理解汉字，加
上全书是手稿形式，忠实呈现了作者的
行文过程，方格楷书，工整秀丽，见字如
晤，赏心悦目。

根据人一生遇到的文字进行解读

从古文字可以“进入”古代社会

流沙河是著名诗人、学者，因为《就
是那一只蟋蟀》和《理想》，让流沙河成为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明星诗人之一。其中
《就是那一只蟋蟀》曾被收入到中学语文
课本多年，影响甚广。

但少有人知的是，流沙河已有20余
年不写诗。近二十年，流沙河停止写诗，
改做训诂，说文解字，乐在其中。他给出
的解释是：“名声一度很大，但我很清
醒。尤其是读过余光中的诗后，我说算
了算了，我不写了，我怎么写也写不出他
们那样的好诗来。我的致命伤我清楚，
我这个人头脑过分条理化，逻辑化，感性
不足，好诗需要的奇思妙想我没有。所
以我的诗都是骨头，没有肉。”

流沙河说，这是他真实的心声，“我
读中学的时候，几何、数学都很优秀，物

理成绩很好。就是跟我逻辑思维强有
关。”细读他的诗，也并不突兀。

比如那首著名的上了教科书的诗
《就是那一只蟋蟀》：“就是那一只蟋蟀/
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
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
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豳风·七月》
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
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
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劳人听过/思妇
听过……”

这首诗虽然是新诗的形式，但是却
将传统诗歌的气象容纳进去，内涵深
厚。可以看出他对古典传统文化亲近的
端倪。

对文字和经典的研究，流沙河很谦
虚，“老实说我不是专门研究中国古典文

学的，我是作家协会的，年轻的时候学着
写小说，后来写新诗。对古典文学是我
个人的爱好，我也不认为自己在这个方
面有好了不起，我所知道的一些都是常
识，我所用的这些方法都是人家做学问
的起码应该用的那些最常见的方法，没
有什么耸人听闻、哗众取宠的意思。人
家听众觉得还有点味，来听一听，又有点
知识，又还有点娱乐，这样就符合这个社
会文化教育的方式，这样也就很好，我也
乐于做这些。”

（本报综合）

从写诗转为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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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在银闪闪的地方，等你》

《孩子，我看着你长大》
内容简介：一个叫苏岱

的单亲家庭的男生，进入初
中后，成了本书作者的学
生。他另类，反叛，早恋，破
坏纪律，带头闹事，问题层
出不穷，是一个让所有老师
和 同 学 头 痛 的“ 问 题 学
生”。为了这个孩子的孩子
的成长，本书作者耗费了大
量难以想象的努力，酸甜苦
辣备尝，以爱心和理解之
心，引导着孩子的青春成长
之路。摸索出了一条有效
的教育之路。将这个本来
可能成为社会公害的少年，
培养成了一个出色的学生。

作者 吴樱花 著

《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

作者： 丹尼尔·查
莫维茨 蓍

风起时，满城枫落，落无边无际的枫叶，下一季的黄
雨。人行秋色之中，脚下踩的，发上戴的，肩上似有意无
意飘坠的，莫非明艳的金黄与黄金。秋色之来，充塞乎
天地之间。中秋节后，万圣节前，秋色一层浓似一层。

——余光中《左手的掌纹》

那雪，白得虚虚幻幻，冷得清清醒醒，那股皑皑不绝
一仰难尽的气势，压得人呼吸困难，心寒眸酸。不过要
领略“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的境界，仍须来中国。
台湾湿度很高，最富云情雨意迷离的情调。

——余光中《听听那冷雨》

一阵清风徐来，娇艳鲜嫩的盛期牡丹忽然整朵整朵
地坠落，铺散一地绚丽的花瓣。那花瓣落地时依然鲜艳
夺目，如同一只奉上祭坛的大鸟脱落的羽毛，低吟着壮
烈的悲歌离去。牡丹没有花谢花败之时，要么烁于枝
头，要么归于泥土，它跨越萎顿和衰老，由青春而死亡，
由美丽而消遁。

——张抗抗《牡丹的拒绝》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
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
雨底洗礼。那潮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性的猪血的颜色
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

——张爱玲《秋雨》

《长腿叔叔》
内容简介：女性成长的

百年文学经典《长腿叔叔》推
出全新译本，原版插图，套
装 设计，中英文对照阅读。

《长腿叔叔》是一部书
信体小说。女孩茱蒂在孤
儿院长大，其后被一个好心
的理事送去念大学，这期间
她给长腿叔叔写了 81 封信
的生活经历，从而展示了一
个在长期压抑环境下长大
的女孩如何自尊、自爱、自
强，最后得到社会承认并获
得爱情的过程。这本书实质上是一部女性的个人成长
史，一经推出即获得不同凡响的轰动，畅销不衰。其语言
文字的曼妙可爱、简笔画的趣味勾勒、情节的丰富流畅，
奠定了其不可替代的文学成就。 （本报综合）

作者 简·韦伯斯特 蓍

读书犹如择友
记者 甘青

前些天，上小学四年级的女儿跟
我说：爸爸，我们怎么要读这么多书，
真的好累。翻了翻孩子的书本，除了
规定的课本外，还有不少课外读物。

看着精挑细选的一堆读本，一时
间颇有点感触，遂对女儿说：姑娘，读
书犹如择友，偶尔翻阅不作深入阅读
属于点头之交，经常联系止于表面交
往是泛泛之交，闲来无聊仅娱乐消遣
属于狐朋狗友，案不离本又貌合神离
是君子之交，一日不读如隔三秋者是
八拜之交。

女儿似懂非懂间，我自己却感到
汗颜，毕竟如今看书还没女儿勤快。

回想工作以来，对读书缺乏了热情
与激情，一直在给自己找借口，工作累，
工作忙，找不到符心意、合口味的书籍。

有夜深人静、气定神闲的时候，脑
海也冒出些念头——人走的路一直在
变，读书的口味亦是如此。其实什么
也没有变，变的只是自己。读书不论
贫富，不谈忙闲，有空即读，乃是上佳
之选。每日必读八小时，体现出一个
有识之人对阅读、对知识之渴望。读
书不必论用途，可看之书比比皆是，大
到哲思大论、鸿篇巨作，小到随笔杂

感、三行情书，无一不可读。
书中滋味是什么？有人把抽象的

阅读感受，转化为具体的味觉经验，借用
古人诗句“有味诗书苦后甜”来谈读书。
辣而有味，南方朔也；苦而有味，三毛也；
咸而有味，杨牧也；甜而有味，痖弦后
期的诗也；酸而有味，余光中晚期的散
文也。顿时觉得，别人读书有方法。

究竟该怎么读？于是我上网一
番搜索，找到了朱子的一段话，他说：

“读书别无法，只管看，便是法。正如
呆人相似，崖来崖去，自己却未先要立
意见，且虚心，只管看。看来看去，自
然晓得。”

细思来，深思去，感觉方法永远
是别人的，起锦上添花之用。我觉得
读书最大的特点是因人而异，每个人
都是不同的个体，由于记忆力、知识积
累量、阅读习惯包括身体的差异，方法
实际上不存在定则。只要你愿意读
书，愿意和书交朋友，又怎么会没有
收获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