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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后再读三毛作品
——

在纷繁嚣尘中
坚守内心天真
——读季羡林 《天真生活》

说到“天真”，常常会让我们联想到懵懂无
知、内心单纯的孩童，从这层意思看，天真是
对一个人思想纯洁、葆有童真的赞许。但也有
人觉得天真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会显得幼
稚、没担当，所以有时候形容一个人“很傻很
天真”往往带有贬义的色彩。但我觉得，天真
和成熟其实并不冲突，一个思想成熟的人也可
以始终保持内心的天真，正如三毛所说：“成熟
不是为了走向复杂，而是为了抵达天真。天真
的人，不代表没有见过世界的黑暗，恰恰是因
为见到过，才知道天真的好。
”
所以，真正的天真不是幼稚，不是愚笨，
而是一种成熟的超越，是历经人世繁华后的一
种智慧抉择。在季羡林的散文集 《天真生活》
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
国学大师是如何在这个充满规则的世界，拥有
自由奔放的灵魂。
本书收录了季羡林 51 篇经典散文，论述生
活中的各种问题，关于恐惧、压力、困境、朋
友、成功、不完满的人生等，但“天真”这一
基调始终贯穿全书。季老的文字没有矫揉造
作，也不会故作高深，读来像是在聆听一位智
者的谆谆教诲，感受一位老者在絮叨自己过往
的留学经历、对生活的态度、对老友与尊师的
思念。没有华丽的词藻堆砌，但质朴而不失典
雅，率真而不乏睿智，有一种深谙世事而不世
故的通透豁达。
季老的一生都在潜心做学问，活到 98 岁高
龄，精通 12 国语言，通晓 14 门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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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北京大学唯一的终
身教授。然而面对外界给予的鲜花和掌声，季
老始终保持清醒和真实，在 《满招损，谦受
益》 中他说道：“别人对我的赞誉，我非常感

激；但是，我并没有被这些赞誉冲昏了头脑，
我头脑是清楚的。我只劝大家，不要全信那一
些对我赞誉的话，特别是那些顶高得惊人的帽
子，我更是受之有愧。”正是秉持着这种谦逊严
谨的态度，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季老锲而不
舍、孜孜以求，他说做学问者切忌自满，因为
学问是永远学不完的，自视甚高者难以进步，
也不利于中国学术前途的发展。
季老因为不自满，一生勤奋不辍，天天都
在读书写文章，但一遇到一个必须深入或更深
入钻研的问题，就会觉得自己知识不够，有时
候不得不临时抱佛脚。他认为人都应该有自知
之明，这是一个好现象，但现实是在中国学坛
上，自命不凡者所在皆是，而真正虚怀若谷者
寥寥无几，所以他说自己害怕“天才”，因为真
正的天才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只是自命“天
才”。在 《我害怕“天才”》 中，季老引用了法
国思想家蒙田在随笔中写的一段话“对荣誉的
另一种追求，是我们对自己的长处评价过高。
这是我们对自己怀有的本能的爱，这种爱使我
们把自己看得和我们的实际情况完全不同。”季
老不反对一个人对自己本能的爱，但他提倡应
该把这种爱引向正确的方向。如果把它引向自
命不凡，引向自命“天才”，引向傲慢，则会损
己而不利人。
在为学做人方面，季老都臻于极致，他谈
成功之道，总结出了“天资+勤奋+机遇=成功”
的公式。他认为天资和机遇都是可遇不可求，
唯有勤奋是自己决定的，所以必须在这一项上
狠下功夫。而一向谦虚的季老在说到自己的优
点时，他说就是勤奋，他觉得一个人干什么事
都要有一点坚忍不拔、锲而不舍的精神，没有
这个劲，只会是一事无成。
在 《初抵柏林》 中，季老记录了自己在德
国留学的所见所闻。在留德期间，季老发现中
国留学生人数甚多，但大多是官宦人家和大财
主的子女，且留学目的都是来“镀金”的，他
们留学的日常是吃喝玩乐，既不听课也不说德
国话，留学几年下来只会说两句德语“早安”
和“晚安”。季老并不与这样的中国留学生来
往，他到德国留学是因为北大教授的推荐，是
为了拿到博士学位才去的，因此季老和一般的
中国留学生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只与几个潜心
学习的人相谈甚欢。后来他在柏林只待了一个
多月便去了哥廷根大学，在那里认识了对自己
学术影响最深的两位老师，并确定了学习梵文
的道路，最后各科论文都得到了优的成绩，让
教授和其他人刮目相看。
98 岁时，季老辞世，他的书桌上还摊着未
完成的手稿。他穷尽一生勤于求知、勤于教
学、勤于研究，是真正的学者。面对世人的赞
誉，季老谦逊道，“我这一辈子，只一个勤字而
已。”季老用漫长岁月思索着人生的意义与价
值，并于纷繁的嚣尘中回归天真的生活，坚守
自我，专注当下，葆有内心的悲悯与善良，活
出了生命的纯净，值得我们景仰和学习。
张思寒/文

她们都在读三毛的时候，我假装自己不读三
毛。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像所有的男孩一样要去
读梁羽生和金庸。但是我确实读过三毛，就在那
个时候，距今大约有三十年左右，足足已过了一
个时代。我常常把三毛的作品压在梁羽生和金庸
的书下面，把自己的心也一并压在下面，与其交
融在一起。
三毛说：“人的思想是不停止的，回忆如果
不被未来所取代，它是不容易离去的。”是的，
多年间诸般世事的纷扰冲刷，使我几乎快要淡忘
自己当年对三毛曾有过的那种极欲表达却无处献
呈的感激之情，甚至误以为已是全然忘记。却不
知，前几日轻轻地揭开这本 《亲爱的三毛》 之扉
页时，那种熟悉又郑重的谢忱就再度泛溢于心
头，且有抑止不住的浊雾化作目翳，眼前朦胧一
片——彼时的三毛，亲爱的三毛，从来不曾离
去，她早已化为一个永生的灵魂体，默默地、执
着地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三毛作品登陆内地之时，正是 《中国少年
报》 里那个老也长不大的“知心姐姐”逐渐无法
化解我们渴望继续成长的迫切与不知应该如何成
长的心瘴所产生的巨大落差的阶段。那个阶段，
眼前有路绵延，我们却在岔口徘徊，不是不想前
进，只为不知下一步的脚掌应该搁落于何处，又
作哪般安放？犹如横空出世的三毛，用她那比
“知心姐姐”更为青年男女们所知心的笔触，刹
时就为迷茫的生命拨亮了灯芯，擦净了眼眸，安
定了心气，使得脚步也敢于向着前方踏出，尽管
一步一步地看上去仍略带怯怯的姿态。
尤其是这本 《亲爱的三毛》，她几乎给了那
一个特定时期中，患着心悸之痛、挣扎在成长之
路上的许多生命，开出了一剂又一剂对症下药的
安定补益之方。很多人都知道甘草是百药之引，
就如很多人都知道三毛的劝进或劝诫基本上也都
是一些世人皆知的平常道理一样，只是很多时候
我们忘了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这些道理存在，并一
直指引着我们的方向。所以，时常读读三毛的作
品，时常读读这样类似的文字，是有利于洗涤我
们蒙尘的心灵，无论是许久以前的停滞犹豫之时
抑或是如今的因知天命而坦然回望之际。
如果说少年时期是人一生中的春天，那么三
毛的文字，就是引领着春天走向春天的向导。她
用最为朴素的语言揭示了生活的本质，告诉年轻
的生命们，不要让一时的痛苦挫折羁绊住自己的
脚步，不要放弃继续往前走的努力，或许前方目
标仍未明悬，然而，“伤疤愈合后，尽管仍有痕
迹，却不会再疼痛。”“请你用想象力去想一下，
她也曾是一个如你一般的少年，这个路，她也走
过，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样轻和的声调，贴

《亲爱的三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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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在身后，就是一双令人心安的葇荑，油然而生
永动的活力；这样潜心的语意，显举在眼前，就
是一轮引人向往的明月，时时照映出欣悦的快
感；这样一番又一番的不懈，缭绕在心畔，正是
三毛对行进在春天里的所有美好生命所执的爱的
祝福，从生时的三毛一直延续到永恒后的三毛。
这样经心的大爱，伐骨洗髓，每每总使那些
冷寂的求助者能在人生最为痛苦难逾的脉络里打
通情思郁结，走出了逼仄的峡谷，并濯沐于最为
豁然开朗的阳光之下。揣着三毛无私嘱授的信心
和对三毛无法献呈的谢意，虽不一定坚韧百倍，
青春从此必将更显勇敢，并一路护行至今天。是
的，今天的我，或者我们，之所以走过了春天
后，却依旧保留着春天的余温，从某种意义上
讲，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美丽温暖、散发着人性馨
香的文字，热情地携佑着我们一起走过来的。
如三毛所感慨的一般：“用一个转身离开，
用一辈子去忘记。”难道不正是表明三毛给到的
大爱虽然只似一个转身的简单，然而正因如此稔
熟的简单而烘影了她爱的自然，自然地影响到了
我们的一生——即使用了一辈子，我们仍旧难以
忘记。
虽然不会有重启 《亲爱的三毛》 所引发回味
旧爱的心潮，但三十年里的淡然并不表示我们已
将亲爱的三毛以及三毛的赠予给遗忘。亲爱的三
毛，你的所有温情文字，都告诉了我们，关于生
命的欢乐和苦恼，关于解构生命的欢乐和苦恼，
从形到质，都是自有生命以来从不曾有过改变
的。想来也是，稍作留心，我们不难发现，凡是
生命，必然会将这一切情愫都绘成各式的纹络，
深深地刻在各自的基因链条上，一代又一代顽强
地传承。如确需就这些情感纹络作一点剔除式的
选择，我宁愿舍弃伤感。想来三毛大体也会同意
的我选择：“新的时代取代旧的时代，年轻的生
命繁衍过来，老去的空间愈来愈小，这一切都再
自然不过了，虽然其中未曾没有伤感。
”
因此，也就无需再为走过了春天而伤感。亲
爱的三毛，一直随行在我们的灵魂之畔！
王日智/文

以历史的眼光描画新版乡村图谱
——读范剑鸣 《风吹蒿莱》
《风吹蒿莱》 远远超出了我对乡村脱
贫这类纪实题材的阅读期待。恰如其分
地说，这是作家基于四年“第一书记”
角色的第一手资料，以坚实的底气，怀
着巨大的悲悯，用心用情诚实书写、从
容描画了一卷新时代的乡村图谱。
《风吹蒿莱》 我是一口气读完的。边
读边给家人介绍：这个书好看，等我看
完了你也可以看。我的家人并不爱读
书，受我影响难得还葆有一点微弱的读
书兴趣。之所以推荐给他读，是有把握
书中写到的乡村风物人情、现实思考，
容易引起同样来自乡村的他的共鸣。
一是优美生动、引人入胜的文学性。
在我个人的阅读经验里，纪实书籍
好不好读，读者愿不愿意读，并不取决
于其旋律高低、意义深浅，而主要由书
写的调性也即文学性来定调。近年，纵
观图书市场，类似于 《风吹蒿莱》 的同
类书写很多，但并不是每一本都能走入
读者的心。有些书，虽然“稻米和果
蔬”都是原生态的，可惜失手在了笔力
不足、调性失准的炉火上，并没能给读
者奉上一盘走心入胃的好饭。
《风吹蒿莱》 就很好地避免了这一
点。这得益于作家的写诗功底。全书行

文优雅，叙事从容有耐心，状物写人细
致入微却并不拖泥带水，透出一种冷静
温和的雍容气质。
我在阅读时，总觉得这是一本值得
向作家深深致敬的“行吟之书”。我会想
象是作家独行于大地之上，安静地吟咏
着中国乡村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吟咏
着作家生命和心灵自身的过去和现在。
很自然地，这样的吟咏，也打动着如我
这种，对乡村有若即若离的了解和联
系，又关注自身内在精神生活建设的写
作者和阅读者。
《风吹蒿莱》 的个性化写作风格非常
明显。第一辑“终究被乡土招安”讲述
的是作家自身扎根乡土的过程。作家沉
入一线融入乡村不是狂飙突进的，而是
缓慢的、沉着的，因而是更加真切的。
他在开展工作的同时兼顾读书写作，精
神生活与乡村劳绩同步运行，真实地反
映知识分子走进乡村的心路历程。特别
是文末附录的一组诗歌，表明作家并不
打算把驻村笔记变成一般的新闻写作，
而努力以文学色彩经营一个新时代的乡
村切片，最终是想建构一种文学化的乡
村。作家的乡村生活中，劳绩与诗意同
时交织于内心、充实于内心，因而呈现

了作家俗世生活的真实风貌。
二是繁杂斑驳又闪动着光芒的现实
性。
由于一些亲友，我和乡村的关系是
若即若离的。表面上，在道听途说中，
我对乡村有着浮光掠影的了解；事实
上，我对乡村可以说是一无所知。尤其
是乡村脱贫，和很多城里人一样，我总
是在抵达某一个光鲜亮丽环境优美的新
农村点后，对新时代的乡村和乡村人民
表示出极大的艳羡。
事实上，当作家走进新农村点采
风，直观的只是广大乡村扶贫的成果。
扶贫是一个国家战略，它是可溯源的，
也是应该溯源的，但其实又不是那么容
易溯源的。作家采风当然是一种溯源，
但那是二手的，是听当事人讲述的，显
然也是容易被过滤的。这样一来，当事
人自己的写作就显得难能可贵。这种溯
源既是公共性的，又是个性化的；既是
时代记录，又是人生追忆，能够保存更
多新鲜的多彩的细节，使一个时代在文
字里凸显更细致的纹理。
要感谢 《风吹蒿莱》，作家以一个在
现场、在当下的感受者身份进行书写，
其文本的诚恳度首先就赢得读者的高度

信任。书中对乡村现实的描写也是中肯
的，角度是平实的，没有人为地迎合与
拔高。以瑞金梅江边的下坝乡为原点，
书中既有翔实的赣南山水地理描写、丰
富多彩的民俗民情，更有乡村各色主角
——“人”的悲欢故事。山河，岁月，
人物，故事，情怀，这种种事物，繁杂
斑驳的内在之间，却闪耀着人世万物交
织缠绵阔远深切的温暖之光，令人在繁
复变幻的重重现实之外看到希望和力量。
三是深邃高远引人深思的思想性。
小的方面来说，全书随处布写着充
满哲理又文采斐然的句子。读者目及此
处，心下一动，不由随着作家的行文而
若有所思。
比如，《弥合》 结尾，“那一刻，我
发现自己真的像极了一个双面人。那一
刻，我真的不知道自己充当了离间者，
还是充当了弥合者”。
比如，《通达》 一文中，“世间的事
情总是这样，再不好走的路，都有人能
冲过去，而一些人则选择绕行”。
比如，《渔者》 结尾，“独臂汉子终
于从河湾的鱼水之欢里听出了命运的启
示，于是成了一个渔者”。
在内容简介中，《风吹蒿莱》 被定义

为一个扶贫文本。其实，本书立足现实
又超拔于现实，意义和价值远不止于
此。全书的立意独运匠心，这也是在我
看来，其独秀于同类题材的可贵之处。
正如作家自己在 《后记》 中所说，
第一，全书受命于某种力量的召唤，构
成了作家自身的“诗和远方”。第二，作
家没有被时代大背景裹挟人云亦云，而
是选择了自己的观察角度和书写情愫。
其思想立足点不是非黑即白，既没有成
为田园牧歌，也不是农业文明挽歌，而
是成为一种诚实而生动的时代记录。我
把这个角度，看作是作家人格的必然所
致。
摘自 《创作平谭》 安然/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