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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
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是甜。”
这是季羡林在自己的散文随笔中写道的一段
话，也是他不甘于平庸，孜孜不倦做学问的人
生写照。

说起季羡林，我想大家都不会陌生，很多
人在学生时代肯定都读过他的作品，像《自己
的花是让别人看的》《怀念母亲》《夹竹桃》等
多篇散文都被编入了语文教科书中。虽然他的
散文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但写作其实只是季
羡林研究学术间隙的一种“余兴”，比起他等
身的学术著作来，也只能算是“小菜一碟”。
季老精通 12国语言，更有“国际著名东方学
大师、语言学家、文学家、国学家、佛学家、
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等头衔加身，
他的研究对象涉及古今中外的语言、文学、美
学、艺术、宗教、文化交流及科学技术等众多
领域，可谓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如何从
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孩子成长为学贯中西、享
誉海内外的学术大师，在《繁华落尽是孤独》
一书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繁华落尽是孤独》一书，主要收录季羡
林散文作品中关于儿时成长、海外求学、回国
任教、出访治学、晚年杂想等方面的文章，可
以看作是对其一生奋斗的回忆录。季老的一
生，随着波澜壮阔的中国近现代史起起伏伏，
而他的人生经历也折射出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
子的心路历程。在众多荣誉和掌声的包围中，

季老从未迷失自我，他始终保持着一颗学者的
赤子之心，在孤独中潜心治学，坚守自己的精
神家园。

季羡林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一个贫困的小
村庄中，童年生活在他的印象里“没有红，没
有绿，是一片灰黄”。六岁以前，季老在故乡
艰苦的环境中成长，那时候每天能吃上半个白
面馒头在他眼中已是“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
快”。有一次，季老因为在饭后又偷吃了一块
白面饼子被母亲追着打，即使忙着逃跑而跳到
了水坑里，他也没忘记把剩下的白面饼子享用
完。虽然这都是些芝麻绿豆般的小事，却让季
老终生受用不尽，也造就了他不畏吃苦、质朴
淳厚的性格。

六岁那年，季老离开父母，离开故乡，跟
随叔父来到了济南，这成为他一生中最关键的
一个转折点。若没有到济南，他可能一辈子就
窝在那个穷苦的故乡，当一个普通的农民，过
着浑浑噩噩的日子。但当时还是个六七岁孩子
的季羡林初到济南，他第一次感受到了离开父
母、离开家乡的孤独。“我曾有几次从梦里哭
着醒来，尽管此时不但能吃上白面馒头，而且
还能吃上肉，但是我宁愿再啃红高梁饼子吃苦
咸菜。这种愿望当然只是一个幻想。我毫无办
法，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至此，他
彻底告别了那片灰黄的故乡，开启了人生的新
篇章。

叔父对季老的教育十分关心，一开始安排
他在私塾里学习，第二年又送他去一师附小念
书。但童年时期的季羡林还是个调皮贪玩的野
孩子，学校木匾上“循规蹈矩”四个字对他来
说形同虚设。他曾因讨厌一位对待学生特别蛮
横的珠算教员，便联合同学“密谋”赶走他，
却因出了“叛徒”而功亏一篑，被老师用大竹
板狠狠地打了手心作为惩罚。季老虽吃了板子
却在心中认为“革命无罪，反抗有理”，可见
他骨子里也是个很倔强、有个性的人。

在一师附小待了一年多，因为校长是维新
人物，改文言为白话，叔父看到学校教材后觉
得荒唐，便让季羡林转学到了新育小学。小学
时代的季老读书也不算用功，上课时常常走神
看窗外四时景色的变化。旧日有一首诗：“春
天不是读书天，夏日迟迟正好眠，秋有蚊虫冬
有雪，收拾书包好过年。”这正是季老当时的
内心写照。他自称幼无大志，小学毕业时不敢
报考当时赫赫有名的山东省立第一中学，只报
了正谊中学，而这所学校的绰号是“破正
谊”。在中学时期，季老依然好玩，经常到校
后湖滨去钓虾、钓青蛙，每日沉湎于这种游
戏，其乐融融。虽说季老在正谊中学的两年半
过得懵懵懂懂、模模糊糊，从未力争上游，但
也从未沦为下游，成绩都是在甲等三四名或乙
等一二名之间，他真正开始奋发向上是从步入
高中开始。

当时山东大学附设高中成立，季老开始有
了点雄心壮志，经过一番考虑决定舍正谊而取
山大高中。因为在一次考试中得了甲等第一
名，季老有幸得到了状元公的亲笔题字，顿感
受宠若惊，便立下大志，决不能从宝座上滚下
来。之后季老开始买各种古人文集、英文原版
书，苦读不辍，果然“皇天不负有心人”，后
来次次考试都是第一。

到了 1929年，季老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
立济南高中就读，学校规模更大了，师资力量
也更雄厚，季老学习也更加刻苦，高中毕业后
他同时考取了北大和清华两所高校，最后进入
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修德文。

清华毕业后，因一时未找到工作，恰逢母
校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季老便回
母校当起了国文教员。虽说有了一份安稳的工
作，但季老的心中仍然放不下他的留学梦。后
来凭借大学四年德语全优的成绩，季老得到了
出国留学的机会，开始了他的留德岁月。

在留德的这十年里，季老经历了贫穷、饥
饿、战争，在饥寒交迫和生命濒危中，他依然
刻苦求学，潜心学习梵文，研究印度文化，并
时刻挂念着祖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
老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 10年的祖国怀抱，同
年秋，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了东方语文
系。季老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
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
解放后，他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
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繁华落尽是孤独》一书更像是季羡林的
个人自传，在鲜花、荣誉和掌声下所包围的，
却是一份过于喧嚣的孤独。都说优秀的人往往
是孤独的，从季老的人生经历中或许我们能得
到些启发，在独处中学会享受孤独。

张思寒/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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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古至今，乡愁都是多少文人墨客不可或缺的
创作主题。诸如高适的“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
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
又如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
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辛弃疾
的“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
年，听取蛙声一片”，晏殊的“双燕归飞绕画堂。
似留恋虹梁。清风明月好时光”等等，这些诗句无
疑都是物感与心境相交融而生发的一种真情实感。
在农耕文明时代，家乡往往是以“清风”“明月”
和“落花”铺就的一种“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
垢”的自然生态画景，同时也是一种“结庐在人
境，而无车马喧”的娴静风情。那个时代，风是清
新的，月是清朗的，落花也是有情的。古人们虽然
生活清贫，劳作辛苦，但心境是宁静的。

但是，若干年后的今天，当农耕时代的马车被
工业时代的火车所替代，我们都生活在风驰电掣快
速转换的空间里，极目四望，到处都是林立的高楼
和正在施工的工地。越来越拥挤的城市空间里，我
们所感受到的：风，裹伴着灰尘；月，笼罩着雾
霾；落花，也被无数脚迹踏踩！古代的“清风明
月、落花满径”的空灵意韵早已不属于我们的生活
场景。作为南下干部的后代，高建平记事起的六十
年人生里，正是共和国飞速发展的历程，高建平的
工作经历也印证着脚下德阳市这片土地几十年的发
展与变迁，对于老家山西，应该给他留不下什么印
象，但四川德阳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肯定深入到了
他的骨髓和灵魂。因为从他的《乡关回望》里，我

“回望”到的是德阳市区的一条小街道、一座古城
楼、一座工厂、一个车间。往来于街道上，一个个
活生生的普通人，以及这些人几十年的生活变化，
通过他们的生活生产，能看到德阳这几十年的历史
印记。所以这里的乡关，早已经超出了传统意义上
的“清风明月、落花满径”，正如作家杨轻舒所
说：“高建平先生的乡关，一是指现实的乡关，即
德阳的历史、文化、人物、世事；二是每个人心中
的乡关；三是我们内心对于某个非特定指向的地方
的文化认同，也是一种文化的归属。”

通篇来看，《乡关回望》全书八个章节，写的
都是德阳的人和德阳的事。关于乡愁，关于故乡、
故土、故人，高建平并不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是
站在德阳市的人口发展角度，认真地梳理了德阳的
移民文化，这就是他的第一章 《乡关已远德阳
在》。作者从湖广填四川写到三线建设，两个不同
的历史条件下的大移民运动，带给德阳不同的文化
影响和经济冲击，最后形成包容多元的城市文化，
正如作者书中写道：“回望德阳，其实是观照德阳
在多元文化的浸润和孕育下的综合人文。”“尽管，
家谱在续写，宗祠在兴建，水饺在包裹……曾无数
次地计划着要返乡，曾在退休后决计要定居原籍老
家……最终，他们又很快地折返了。但当有人问
起，他们这才回答：家、子孙，已在德阳！”其
实，根已经移到了德阳，甚至包括根上带着的一捧
老家的土。

三线建设，堪称中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
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三线建设的精神以及文化的挖掘、保
护、弘扬这么一个庞大的课题，被高建平分解成了
一个个细小的人和事来体现，一如其《如歌的行
板》一章，讲述的是六位三线建设老革命的故事。
87岁的上海人顾伟民，19岁受南京路上好八连官兵
影响，参加了解放军，1966年来到德阳筹建东方电
机厂，一直干到退休。上海标志性建筑之一，420.5
米高的金茂大厦附近，曾经是顾伟民的乡关，只是
那里已经找不到顾伟民的一星半点记忆了，走在金
茂大厦跟前，顾伟民也只是众多游客中的一员而

已。对于顾伟民来说，德阳才是他的乡关。来自北
京大兴区，90岁的王政全，这位新中国成立前夕入
伍的老军人，1958年从部队转业到德阳，筹建东方
电机厂，先后任过经济民警队队长，厂武装部部
长，一直从事工厂保卫工作，也经常组织大家帮助
地方工作。正如王政全的讲述：当年的三线人几乎
都在千里之外的德阳扎下了根。60多年一晃而过，
虽然对于故乡的那一份眷恋还在，但因身躯老迈已
经基本放弃了返乡的念头。有人说“三线人”也叫

“三献人”，因为，“不仅我们这一辈人在奉献，我
们的子女也同样承受着来自三线建设战略调整的阵
痛……”从被采访者平淡的述说和作者朴实的语言
记录中，可看出作者饱含深情的乡关情愁。高建平
于平淡中述说着那回不去的乡愁，渐行渐远的故
乡、故人，如泣如诉，如秋风划过平静的湖面，让
读者的心也漾起朵朵涟漪。

本书中《有凤来仪》《孝感书院》《笔记德阳》
《生命礼赞》等章节，都保持了这种自然、质朴的
文风，向你讲述那似乎并不遥远的往事。让你如随
其身，如临其境，真实而亲切！说到动情处，他也
会用饱含诗情的语调，抒发其对亲人、朋友的思
念，对曾经的刻骨铭心的感怀，读来令人潸然泪
下！正如扉页上所写：“探究德阳移民潮有多元文
化形成、讲述德阳老县城故事、笔触成都德阳同城
化发展的历史交集……一条穿城堰，从北到南，贯
穿大半个德阳县城，历经千年，跟我们对乡关的认
识一样，现在进入了城市地下，只存在于老人们的
记忆里。凤仪书院、孝感书院不知承载了多少人儿
时的梦想……再加上成炼、刁平等人的老照片加以
佐证，让这本书更增加不少真实与厚重之感。如果
没有亲身经历，没有对往事的深刻记忆，无论如何
也写不出如此动人的篇章来。”

寰宇浩渺，人类不过是其一微尘，但是我们从
未忘却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
去？高建平的这本文集，涉及好多人、事、物，这
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和他们的故事组成了一段段无法
释怀的乡关情愁，被作者统称为四个字：“德阳文
化”。所以，高建平不是在为自己著书，他是在为
德阳立传。 税清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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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知道，跌倒了得爬起来
继续走，所以不怕坎坷。再加上那里长
达半年的冬天，冷风刺骨，你抵御大自
然寒流的能力强了，抵御人生寒流的能
力自然也强了。”《也是冬天，也是春
天》（中信出版社 2019年 5月出版） 是
著名作家迟子建在散文领域沉淀十年后
的爆发之作，作者从容温厚、心怀赤诚
地去书写人性与世界的真美，透过字里
行间，能让人在苦难中怀抱希望，在冬
天里看到春天。

全书共分五章，所选篇目既有《雪
山的长夜》《我的世界下雪了》《灯祭》
等人们熟知的名篇，也有《好时光悄悄
溜走》《必要的丧失》《论谦卑》等意味
深浓的散文。书中，迟子建以温润的文

笔，细心串联起生活中的颗颗“珍
珠”，以饱含深情的笔墨，缅怀岁月里
的真情，重温亲情爱情的珍贵与甜蜜。
寒冬腊月灵前忆父，她在彻骨的寒风里
追忆父亲的音容笑貌。父亲的勇敢、正
直、善良、敬业，曾经那么深刻地影响
着迟子建的人生修为。而今，斯人已
逝，迟子建在痛彻心扉之际，终于学会
了坚强。在她眼里，生老病死是人生中
的常态，惟有好好活着，才能体会到生
命的博大和静美。正是这种超然的心
境，让她在这场变故中豁然顿悟：“死
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同时也是团聚家
庭的因子。面对亲人的离去，我们懂得
了生命的美好和脆弱，懂得了怀念，懂
得了珍惜每一个日子，懂得了孝敬还健

在的老人。”而她与爱人在雪地里手牵
手共同穿越堤坝的一幕，暖心的背后，
是对挚爱亲人刻骨的怀念。那漫天的雪
花，皑皑的雪原，澄澈动人中映照出两
人相依相恋的纯真爱情。品读着这些真
性情的文字，在不知不觉中，你会被迟
子建的温婉故事所打动。

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品
读《也是冬天，也是春天》，让我们看
到了一个达观而睿智的迟子建。在她的
笔端，不仅涌动着冬之凛冽，更洋溢着
春之明媚。一次冬夜失眠，推窗远望，
美丽的星光下，圣洁的雪山迸发出耀眼
的光芒，这样的夜景让迟子建怦然心
动。她时而沉浸于雪山的孤寂之美中，
被它的温存可爱所陶醉；时而又惊叹于

它的壮美，被它非凡的气势和独特的美
所征服。特别是黎明前看到的那颗明亮
的启明星，更是照亮了迟子建的心头，
使得历经生活沧桑的她，抑制不住内心
的激动，满怀希冀地写下：“这启明星
是上帝摆在我们头顶的黑夜尽头的最后
一盏灯。即使它最后熄灭了，也是熄灭
在光明中。”

迟子建是一个勤于思考的作家。在
《也是冬天，也是春天》里，她不单记
录世俗生活中的点滴温馨，还善于从芸
芸众生的生存境遇里发现生活的意义。
在她看来，众生平等，每一个生命个体
都应得到尊重。在为人上，她反对无原
则的谦卑，主张“同龄者之间更多的应
该是坦诚相对地嬉笑怒骂”；在处事
上，她极力倡导一个人无论富贵还是贫
困，都应该对这个世界心怀感恩。感恩
滋养我们的苍天厚土，感恩抚育我们的
父母亲人，甚至感恩生活中的种种磨
难。迟子建认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
必然能安享生活的从容和恬淡，正如她
在书中所言：“当一个人能够对万事万
物学会感恩，你会发现除了风雨后的彩
虹，拥着一轮明月入睡的河流，那在垃

圾堆旁傲然绽放的花朵和在瓦砾中顽强
生长的碧草，也是美的。”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说：冬天如
果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迟子建秉持着
同样美好的初心，在历经生活的坎坷和
波涛后，坦然面对着人生中的寒冬，用
自己宽厚的胸怀，笑迎生命中的春天。
品味她那些生命里的温暖叙说，欣欣然
间，心头已倏然绽放出一朵莲花……

刘小兵/文

迟子建《也是冬天，也是春天》

生命里的温暖叙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