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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送》：

静看人生悲欢离合
相信很多读者对龙应台的 《目送》 这
本书并不陌生，即使没读过，对书里的一
段经典语录应该也有所耳闻：“我慢慢
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
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
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
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
你：不必追。”作者在书中用七十三篇散
文描写了父亲的逝世、母亲的衰老、儿子
的离别、兄弟的携手共行和朋友的牵挂，
以及自己的失败和脆弱，失落与放手。细
细品味这本书，你能感受到字里行间流淌
出来的温情与感动，或许你也会和作者一
样开始思考亲情、爱情、友情，感悟生命
中的每一次悲欢离合。
“目送”字面上的意思是：用目光送
别离去的人或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
“目送”代表着分离。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中或多或少都经历过分离，但有的还会重
逢，有的却成了永别。所以你永远无法预
料哪一次的目送会成为彼此的最后一面。
本书的开篇题目就是“目送”，作者先站
在一个母亲的角度，通过目送儿子上小学
第一天的场景和目送十六岁的儿子去美国
做交换生，在机场离别的场景作对比，感
慨儿子成长的同时，也透露着儿子与自己
逐渐疏离的落寞与无奈。小时候“华安背
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
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
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
会。”长大后“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
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
有。”当看到曾经那个依赖自己的小男孩

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亲近自己，甚至在离别
之际连一个简单的回头都不愿留给自己，
作为一个深爱孩子的母亲，自己的爱得不
到回应，她的内心是多么地失望和感伤。
所以作者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
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回顾
我们自己的生活，作为子女，我们是否也
常常忽视了父母一次次殷切的目送，只顾
着向前走，却不曾回过头来好好看他们一
眼。正当作者默默地独自咀嚼着这份落寞
时，她的脑海里慢慢浮现出了另一个背
影，一个和她同样落寞的背影。这时，作
者的身份已经从母亲变成了女儿，她回想
起了父亲送自己上班时的背影，父亲住院
时坐在轮椅上的背影和父亲最后去世时躺
在棺木里的“背影”。两者背影交叠，作
者若有所思，她明白了父女母子一场的含
义，告诉我们面对亲人渐行渐远的背影，
面对着离别，我们“不必追”。
同样的，在 《同学会》 这一篇中，作
者也穿插了女儿和母亲两个角色。当她的
父亲牵着她准备过街时，她明确地告诉父
亲“我已经五十岁了，你真的不必牵我的
手过街”
，父亲虽然答应说“好”
，到了过
街，照牵不误。恍惚间，作者想到了自己
曾经想牵十八岁儿子的手过街却被无情拒
绝的场面。这时候她明白了“原来所有自
己的当下啊，都是别人的过去。你恋恋不
舍的，他急急摆脱。你急急摆脱的，别人
又恋恋不舍。生命的延续，是留恋和摆脱
的永远的移交程序。既然来了，你就准备
好要顺从到底。
”
穿梭在龙应台细腻真挚的文字里，心
灵仿佛经历了一次次爱的洗礼与感化。书

《生命的吉光》：

品味文字中
的情感世界

中作者对母亲的描写，也让人感触颇深。
都说人越老越像个孩子，面对失智衰老的
母亲，作者也是极尽耐心地呵护陪伴。因
为母亲时常会认不出自己，所以作者每天
打一通电话，不管在世界上哪个角落。电
话接通，第一句话一定是，“我——是你
的女儿。”而电话那头，年迈的母亲已经
糊涂得像个孩子，满是疑惑地问道“雨
儿？我只有一个雨儿。”作者只能一遍遍
地向母亲解释，试图帮她拼凑起那一段段
零碎、模糊的回忆。虽然母亲还是经常会
把自己当成一个陌生人，但作者一直用行
动证明自己作为一个女儿对母亲的爱。作
者陪妈妈聊天、睡觉、洗温泉、坐公交
车，带她去“邓师傅”做脚底按摩，带她
去美容院洗头，带她到菜市场买菜，带她
到田野上去看鹭鸶，带她到药房去买老人
营养品，带她去买棉质内衣，带她去买鞋
子买乳液买最大号的指甲刀。这些看似再
平凡不过的小事，却正是母亲需要的，喜
欢的，充满着女儿对母亲的关心与体贴。
“我牵着她的手在马路上并肩共行的景
象，在这黄狗当街懒睡的安静小镇上就成
为人们记得的本村风景。”是啊，有家人
相伴的分分秒秒，应该就是人世间最幸福
美好的时刻。但是回想我们平时和父母的
相处，我们又留给他们多少时间陪在他们
身边呢？是不是经常以工作忙为借口，连
和父母一起吃顿饭的时间都抽不出来呢？
我们总是头也不回地朝前走，却往往忽略
了身后一直追随着我们的那道目光，那道
殷切而不舍的目光。有时候不妨停下脚步
回过头看看，你会发现曾经那高大的身影
不知何时已变得佝偻，眼睛里流露出来的
风霜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目送，是一场人生的轮回。每个人都
是生命中的目送者和被目送者。面对一次
次别离，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珍惜当下，
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张思寒 文/摄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往昔如昨，
万语千言惟一愿字尔

所谓人生，不过是异乡漂泊和故乡
漂泊两种状态的交替，但是不管怎么说
都是在漂泊，漂着漂着就长大了，后
来，你回首往昔，笑着说，看！那是当
年的我和我经历的那些事。曾经有一句
话大意如此：成长就是曾经一盆冷水泼
过来你以为整个海洋都在翻滚着涌向
你，现在整个海洋盖头泼下，你却觉得
醍醐灌顶。
成长就像一次负重旅行，出发时行
囊满满，一路上丢丢捡捡长途跋涉下
来，留在背包里的还剩下些什么？成长
让我们收获了许多，也丢弃了不少，加
加减减的的人生，脚步变轻了，心灵变
重了，惟愿不忘初心，只要初心不忘，
你还是你，我还是我，那时光里打马而
过的少年与路上的我们渐渐重叠。

总是很羡慕那些一直在路上的人，
他们会遇到奇特的人，听到新奇的故
事，然后把那些人、那些故事以及自己
的经历写下来变成纸上的字，分享给很
多很多在路上或者还未启程的我们。孙
衍就是那个走过这里那里，把人生分享
给我们的人。《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
少年》 清新流畅的语言，铺陈开来 36 个
故事，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人
生，关于反省，所有的故事与彷徨过、
迷茫过、脆弱过的你我共勉。
漫长人生，我们总是一开始目标明
确，后来恍恍惚惚，直到我们看到真正
的自己，被藏在心底好好保护的自己，
才算是真正认识了自己，才能有“放逐
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的萧然
洒脱。
你唾弃的，往往是别人想拥有的，
辞职嫁人的小文怀念朝九晚五上班的日
子，在丽江开客栈的小范夫妇想要找回
上海的快节奏感，我们向往说走就走的
旅行，向往无拘无束的生活，可是当真
正无拘无束之时，又忍不住怀念那些有
节奏感，不断拼搏的日子。人真是一个
矛 盾 的 个 体 ， 就 像 钱 钟 书 先 生 的 《围
城》 中写到的：婚姻就是一座围城，城
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我们
总是去羡慕别人的生活，别人的状态，
殊不知也许你每天看到的黄叶是别人向
往的银杏飘香的小镇，你认为不过是途
经的寺庙，在别人是求福祈愿的圣地
……生活也像一座围城，城里的望着城

外，城外的望着城里，总以为那些得不
到的才是幸福，却不知即使在方寸之
间，只要认识到真正的自己，方寸也会
变成大天地。
给所有的故事，一个温暖结局。正
是追情逐爱的年纪，哪个人没有喜欢过
几个人，姐姐、采儿和崔军无处安放的
爱情以三个人有意无意的回避告终；阿
三和美凤那场注定“报应”的爱情以死
亡终结；下雪的上海，大军终究还是没
有等到曼桢。偷偷地爱着一个人，只能
站在他的身后，不回头就那样直直地看
着，不管自己身后那个人是否还在等。
暗恋的酸涩不知道多少人懂，却只能自
己尝，一个人背负着爱情一路前行。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茫茫无
边的宇宙中，在俯视众生的天地眼中，
我们不过蝼蚁。我们之于天地就如蜉蝣
之于我们，短暂和长久也只是对比出来
的。蜉蝣朝生而夕死，中午遇到一只蜉
蝣在哭泣死去的妻子，人大为困惑。事
后想起，蜉蝣虽生命短暂，可孤独的一
个下午，却是它的后半生。在灾难和意
外面前，生命太过脆弱，只能且行且珍
惜。
所有的往昔成为故事，所有的故事
都会引发共鸣，愿你颠沛流离，仍能不
忘初心。往昔如昨，所有的叮嘱、劝
诫、共勉，惟一愿字尔。
做个寡言但心中有海的人。
附子干姜当归

《生命的吉光》 是作家石英 2018 年出版的散文随
笔精选本。此书文章分为五辑：“生命的吉光”“前贤
的启示”“文化的况味”“心仪的爱好”“自然天地
间”。编者在目录页前的提示语写道：“人生中任何真
正美好的东西，均应转化为一种力量，一种似虚幻却
十分坚实的理想。
”
由于本书作者也是一位诗人，所以我在看过全书
后，便不难体味到他行文中那种融融诗意；但同时也
感受到他对历史与人生、过去与现在一切值得珍爱的
东西由衷的挚爱，对美好理想坚定的信念。
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珍爱与继承，对先贤志士精神
遗产的汲取和发扬，在本书的篇章中有着较大比重。
作者从切身体会中感受到“知音从书中来”。如他十分
推崇传统诗文谋篇的精约和语言文字的凝练，认为其
中深含着“一种味道，一种意蕴，一种境界，一种耐
人品味的内在气质”。苏轼的散文小品 《蓬莱阁记所
见》 全文仅 38 字，却能将当时海面情景、船来之势写
得极为真切生动：“忽有如黑豆数点者，郡人云：‘海
舶至矣’，不一炊久，已至阁下。”作者感慨道：读过
后，总是怀念那些书，也感悟那些与书有关的时代，
“总之，来去都是缘分”。他还特别称赞史上的一些非
科举“状元”，如徐霞客、李时珍、王夫之和徐渭等
人，他们在不同方面为中华民族作出的贡献，他们取
得的非凡成就，后人理应从中受到启悟与精神的推
助。作者对中华国粹——他所爱好的京剧艺术有着深
刻的思考和独特的见解，从一些篇名中亦能略见端
倪：《京剧在现实主义与非现实主义之间》《京剧的
“民间性”和“适意性”》《京剧与散文》 等，从不同
角度论述了京剧这门艺术自身的特点以及与别种文学
艺术的联系。
扩及其他文化领域，作者也有许多新的探索与认
知。如发生于东汉末建安二十二年 （公元 217 年） 流
行于中原大地的那场“瘟疫”，百姓死亡甚多，当时的
“建安七子”中，王粲、刘桢、应玚、陈琳、徐干皆亡
于此疫，可见此疫危害之烈，广度、密度之甚。曹丕
因数位“文友”的失去深感哀伤。此前曹丕还在他的
著名文论 《典论·论文》 中评点过逝者们的文章风
格，却难料倏然折损于几乎是一夕之间！因此，本书
作者将文章命名为 《建安 SARS 与七子》。作者还对古
典名著的著者及成书过程品出了更深的况味。在阅读
《红楼梦》 时，“如见敝屋寒风吹走了廉价的宣纸，毕
生血泪与更漏同一节奏地滴、滴……”在 《罗贯中、
曹操与京剧》 一文中，作者强调读“三国”绝不能忽
略了罗贯中，他固然是写史而演义，也是自身胸臆的
抒发：“他在尺幅纸页上摆开战场，楷书为王，行书为
将，草书为卒，奋笔疾书如三尖两刃刀，将当时中国
一分为三。酣畅时，诡道眼花缭乱，火攻此起彼伏。
难怪如今‘火炉’仍罗列江滨，可是当年火攻太炽余
烬未熄？”总之，本书的多数文章文学性、学术性、趣
味性相融相谐，引人入胜。
自然流畅而又见功夫、有特色的语言文字，可以
说是散文作品的“精灵”所在，石英以他数十年的生
活打磨和笔耕历练，铸造了他那种凝静中有动、动而
不躁、气定神闲的散文语言风格。他写垓下古战场：
“整个儿这一带都静得出奇，好像历史在沉思，不愿被
噪声打扰”。但在古战场的不远处，就是广袤的农田，
小麦长势良好，随风俯仰，葱绿中闪着粼粼波光。“生
活没有等待，如田畦清水，争先恐后地去滋润拔节中
的麦宝宝”。作者认为“只有心中觉得生活可爱，笔下
才能注入温润的暖流”。在 《盛衰沉浮皆自然》 一文
中，他这样写道：“人与地同理，就多数情况而言，盛
衰变数本属正常。上述这些古城重要的是还存在，而
且存在的仍有意味。谁能断言，它们将来没有较之现
在更上台阶的可能？只要努力了，前进了，也堪足欣
慰。”此说反映了一种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积
极的人生态度与有韧性、有温度的语言文字贯穿全
书。如在提到陆游时，作者有这样一段文字：“当一个
夜晚风雨大作时，他‘夜阑卧听风吹雨’，仿佛‘铁马
冰河入梦来’，想象亦成为寄托，理想给生命以强韧的
牵动，又使他活了十七年！
”
邵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