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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的食材历》
洪震宇 著
刘伯乐 绘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年3月出版

该书以 24 节气作为时
间轴，以宝岛台湾作为基底，
通过对食材背后风土人情的
生动描绘，以轻松明快的叙
述节奏和精巧细腻的绘图，
向读者展示了台湾地区的日
常饮食流变、在饮食中积累
的丰富经验、千差万别的饮

食习惯和独特的味觉审美，以及上升到生存智慧层面的东
方生活价值观，带领读者从“食”的角度再一次认识台湾。

作者在台湾城乡各地担任媒体、饮食与品牌行销的跨
领域顾问，以说故事的方式展现台湾地区深度之美，并持
续进行节气与饮食的田野调查与写作。

《挺住，意味着一切》
赵 星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3年4月出版
“愿我这千锤百炼的青

春，能照亮你那五颜六色的
憧憬；愿你在此学会坚持，
学会选择，学会平和，学会
从容。生命有好时光，也有
坏时光，挺住，幸福就在前
方等着你！”《挺住，意味着
一切》写给每一个努力张望
着未来的年轻人，为他们展

示了作者对人生、奋斗、成长、职场的思考。
这本书涉及了年轻人奋斗期的三个阶段——求生

存，求发展，求幸福。作者根据自己的心路历程，为读者
提供“在绝望的黑夜里相信自己”的信心和勇气，鼓励当
下的年轻人寻找内心“不可替代”的领地，把自己所获得
的、所付出的真正转化成人生的幸福感、成就感，并以一
种永远在路上的精神，寻找更加辽阔的远方。

▼新书快读 主持主持：：黎黎 华华

▼百家品书

官场小说因其先天的“基因缺陷”，一
直受人诟病。比如以猎奇、暴露、虚假的神
秘迎合读者，歌颂除暴祛恶的民间“包公
式”完美形象取悦受众，这些已成为官场小
说又臭又长的“缠足布”。典型化、脸谱化
和娱乐化已成为官场文学留给读者的主要印
象。公平与正义、理想与价值均让位于官场
的争斗和对现实的妥协，同时把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体制，然后获得一个阶段性的历史必
然性的结论。文学演绎为官场的爆破筒和扩
音器。葬送了审美不算，还丢失了理想与信
心，读者读出一肚子的怨气和愤懑，社会则
在认可现实必然的同时还找到了堕落的借
口。这样的官场小说不仅充斥着一股戾气，
还培育出更多的“罪恶之花”。

而《借势》超出了我的预想。习惯读官
场小说的人，总是希望在小说中读到某种官
场潜规则或是官场隐权力。事实是，高低的

《借势》 打破了惯常的现实主义手法，逾越
了经验写作的传统叙事方式，将更多的观察
与思考投向了无边的自然与自由的人性。应
该说，《借势》 是官场文学一次超常规的探
索。

高低的《借势》不乏有对官场黑暗的书
写，甚至也有官官相护的沆瀣一气。但全篇
的格局围绕一个叫岳海峰的主人公，为他树
碑立传，对他进行全景式的扫描。

这个从下层教职晋入官场的人一生颇为
艰难，虽说官至一个县市级的市长，但处处
险恶，每升一级，就失去人生一部分的美
好。但就是这么一个人依然值得尊重，因为
他有来自职业升迁的社会需求，特别是心理

学所指的对更高价值实现的满足感，也有来
自对自己所认同的事业的某种忠诚。而这些
元素恰恰是他在官场受人排挤的致命的硬
伤。因为，他抽象追求某种精神的“乌托
邦”而丧失了对官场经营的研究，甚至破坏
了官场的某些规则。

基于此，高低以一种平视的姿态构建了
一幅反官场生态图，在这当中让岳海峰那种
不合时宜的单纯与质朴的气质在世俗的官场
中自由行进，人物的悲剧感不仅获得了一种
超越道德的合理性，还建立起一种审美价
值。“借势”的逻辑是：既然你是借的，所
以都是临时的；既然是借的，你终究得还；
既然你是借的，就没有退路。在这个逻辑面
前，要么放弃，要么抗争。高低没有选择英
雄主义硬汉人物的书写，而是反其道而行
之，以“示弱”的方式暗示了官场的另一个
极端，那就是以隐忍为前提的个人主义色彩
浓厚的官场人物，他们的结局也存在着某种
不确定的变数。

同时，《借势》 揭示了官场伦理中的一
种普遍现象，即官员忌讳袒露自己的隐私，
惟有放弃鲜活的个性，包裹好自己的思想和
身体，甚至营造一种玄幻的神秘，才是保护
自己的最好方式。而岳海峰几乎全部隐私都
暴露在别人的眼中，这也为觊觎他的上司或
是对手找到了下手的极好机会。入仕以来先
后遇到的5个女人无一不是他的“孽缘”，有
的直接构恶于他，也有的因他而被人利用。

以往，官场小说的核心往往集中几个主
要人物，特别是平级之间的官场恶斗，以善
恶有终的伦理观来观照官场生态。《借势》

规避了这样的顺势写作，而是将你死我活的
斗争安排在边缘化的另一个不起眼的商
人——阴若启的身上。要说是“借势”，这
个人物才是真正“借势”的主角。岳海峰进
入官场乃至一次次升迁几乎都是“被势”，
而这个阴若启才是真正的“借势”高手，投
机钻空、设套讹诈、步步为营，最终以不雅
视频胁迫领导，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在势力均衡的同一个圆圈中，岳海峰与
阴若启是同一个圆心向两个方向衍生的双轴

线，人生理念、生存法则和处事方式的不同
决定了他们会碰撞，也会交叉，更有可能火
拼。高低让这两个人物在各自的轨道上交叉
碰撞，进而发生摩擦与残杀。而这一切都是
在不经意的利益和事业的交割中相应增减
的。岳海峰每损一份能量，阴若启就会增加
一份能量。

小说对官场人生作出了大胆的设想，把
理想和光明留给了未来的年轻人。小说还暗
示了另一种真实的存在：真正的人性关怀可
以超越性别，超越物质。因阴若启势力的干
预，以受贿罪被判 7年的岳海峰刑满后，不
是为自己积极申诉翻案，也不去检举阴若启
的不择手段，却在绝望中选择了自杀，自杀
不成，最后又选择与包俊杰一起遁世于深山
老林之中。最后他们枯朽的白骨竟然被岳海
峰的儿女——阴普乐和毛乐乐在一次快乐的
旅行中发现。悲凉的是，两个男人竟被他们
当作一对终身相守的老夫妻被埋进土地的，
身旁还有一本未完成的遗稿——《山水放情
录》。也就是说，岳海峰的人性是在他对官
场与人生的彻悟之后得到了最终的体现。而
作者也在岳海峰的精神涅槃之后，释放了自
己对官场的某种期许，那就是历史的进化
论。一切终将在历史的尘埃中找到旨归。

官场看似是封闭的，在与人性和社会性
的对抗中，官场将会越来越开放和透明。这
是小说带给人的亮色。《借势》 既是对官场
小说某种定式写作的艺术突破，更是对现实
人生的一次精神探索。

（《借势》，高低著，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
年1月出版）

官场问题小说的超越
□吴长青

诗意，这是极高的境界。好的文艺作品
往往被人们称为“有诗意”。有一种比较时
尚的说法是：诗到语言为止。止，至境也。
这是对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特质的高度重
视。而素罗衣的散文最突出的特点，恰恰又
正是其语言的优美、灵气、生动、温婉与大
气充盈其间，大多流淌如水，有时浩荡如
风，杨柳依依也雨雪霏霏。

无疑，“初识一瓣香”是其代表性作
品。在“芳菲令”这个小辑中收入的关于写
花的作品，均显示出诗意特征。

一是境界。一花一世界，一香一芳心。
在“初识一瓣香”中，素罗衣写不同的花
香，均写出不同的个性。可人的香，蛮气的
香，禅意的香，清静的香，高贵的香，沉闷
的香，内敛的香，直抵生命的香。她哪里是
写花，她就是“借花为名”，写出了女儿的
灵性，像金陵十二钗那样，活跃在我们的面
前，颇有诗的境界。她说花胜于美人的好
处，是它比美人香。她认为，一个人小时候
喜欢的味道，会蛊惑他的一生。她说，“我
不太喜欢那种干净得一点气味都没有的男
人，就像不太喜欢没有香味的花，动物还知
道用体液来划分自己的领地呢。”她想说什
么呢？“我钻进你的衣服，变成你的样子”，
原来，“情人身上散发的自然体香是让人迷
醉的”。看来，“闻香识女人”，不单是男人
的事。这样，人们在感受到各色花香的精彩
后，察觉到一种内在的生命冲动。这是真实
而又撩人的。女儿如花，心意何深。

二是灵气。在“这是玉兰，这是悲欢”
中，她写自己的本家姑姑彩云，写她迷人的
妖俏，写她与众不同的性感与美貌，写得极
富神韵，而这位俏佳人最后的眉眼呆滞、身
体干瘪的形销骨立，又令人叹息。对于“脏

了的白手帕”不由得心惊肉跳。对于“这在
今天看来再正常不过的女子爱俏与青春欲
情，被视为了洪水猛兽”的现实，不无批
判。这篇散文，仍然借花为名，把个白玉兰
似的人物的悲欢，写得生动而凄楚，人物的
鲜活及作者内心的震动，令人过目难忘。说
是像小小说也未为不可，这是见出素罗衣写
作灵气的例证。

三是语言。素罗衣散文的语言表达不是
平铺直叙的，不是写景、状物、叙事、抒情
的一般逻辑性表述。她由着心性，借着灵
感，跳脱而轻盈，行笔自由。有些语句极富
杀伤力，像“连日来淫雨霏霏，淋得人快生
豆芽了”，她看白玉兰“总觉得有一种肉体
的温暖与苍凉，就像一个流满情欲、同时也
内心洁净的女人，苦恼、急切、灼热、放
肆，有不顾一切的勇气和爱”。再如写黄葛
兰和枙子花的香，“有股不由分说的蛮气”，

“像在酒桌上，被一娇俏的可人儿捏着鼻子
灌酒，喝呀喝呀，本不想喝却也不由自主地
喝下去了”等等。这些语言是独到而传神
的。

美不在遣词造句与刻意雕琢，而在于外
物、内心、人事、物象浑然一体的写意，在
于写意的背后有思想。心之自由与文之自
由，这正是素罗衣与众不同的地方。

素罗衣的散文为什么能达到这样的境界
呢？从文本看，主要有以下原因：

她有深厚的古曲文学修养。也许她未必

读《唐诗别载》那样的选本，未必读《稼轩
集》《漱玉辞》 原本，未必称李清照为易安
居士，但她读过相当的古典诗词是毫无疑问
的。她熟悉《红楼梦》也是毫无疑问的。她
写林妹妹的桃花情结，引用甲戌本的红评，
似有学者之风。因之，在她的散文中，无不
有书香与墨韵，有一种文脉相承的古典的优
雅。她自己也写旧体诗，而且写得还不错。
真是“别说春意阑珊，连人也阑珊了”。不

仅如此，从整部散文集看，她表现出较为
宽泛的知识面和文化修养。

她有真切的生活体验。无论是写花与
写人，她都写得很有生活气息与现实感。
并非发思古之幽情，一味追寻古典。比如
她写“而我就爱桃花的‘又村又俗’，爱她
没有仙气，也没有庙堂气，很人间，很家
常”。又比如在“春深似海”中，她写与洗
发妹对话，洗发妹说“我吃稀饭喜欢干巴
巴的，不喜欢那种大海捞针似的稀饭，像
在碗里钓鱼儿，急死人”。还有小时候“偷
嘴”吃没成熟的果子等情节，都很生动。
她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贴近生活，贴近
现实而又出之自然。这是很可贵的。

她有丰富的情感世界。多情而敏感，
这是诗人素质的重要特征。这种素质应由
天生，但后天的生活积累与文化积累，对
文学的钟情与选择，阅读、感受并思考，
当是其催化剂。很难设想一个过于理性、
生活刻板、思想拘谨的人，能写出活灵灵
的文字。是的，生活与阅读，应是她创作
的源头活水。

她勤于创作。一般写作者会经历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是写得很实、很笨；第二
阶段是写得很花哨、很刻意、很艳丽；第
三阶段是写得很轻松，很自由。这第三阶
段，有的人也许一生都难达到。

素罗衣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与多情，成就
了《借花为名》这部优秀的散文集。她的情
感素质与语言特征个性鲜明。她的不足之处
是似乎还不够宽阔、大气和深刻。但我想，
素罗衣之所以为素罗衣，正出于她的这种温
婉与灵动。

（《借花为名》，素罗衣著，北京十月出版
社2012年11月出版）

女人如花花似梦
□曹纪祖

浩舸的诗歌让我感到惊喜。浩舸的诗歌
让我明白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但是在未曾读到浩舸诗歌之前，我一直认为
今天是一个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人们变得
越来越实际，一切都是以实实在在的物质和
金钱来衡量。因此写诗和读诗都成为了一种
奢侈。在我的想象中，像浩舸这样的企业负责
人，每天要与繁复的经济往来和生产进度打
交道，人们都说商场如战场，稍有不慎，可能
就是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他们哪里还有时间
去吟诗作文呢？更何况这是一个充斥着机械
和物资的环境，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还能够
提炼出诗情吗？浩舸用他的诗歌回答了我的
疑问，他身处这样的环境中，不仅能够利用业
余时间写诗，而且还写出了激情澎湃的诗。

浩舸的诗慷慨豪迈，明白晓畅。浩舸诗

的特点不正是浩舸的环境所给予的吗？他的
环境是一个宏阔的、雄伟的环境，他在诗中
是这样描述他的工作环境的，“炉火通红/照
亮了山野城乡/滚滚铁流奔淌/造铸着大厦的
柱梁”。毫无疑问，这是大工业的气势，浩
舸在这样的气势的熏陶下，吟诵出来的诗句
也充满了阳刚之气。他的豪迈感尤其体现在
他的思想追求上，渗透在爱国精神、民族精
神、理想精神等一系列宏大主题的表达之
中。因此许多新闻事件往往会触动他的诗歌
灵感，于是他为用生命最后的能量拯救了一
车乘客的吴斌写了 《最可爱的司机》，诗中

“用尽最后的气力/把生命停靠在安全的岸
上”的词句让人肃然起敬。他也为以自己柔
弱的躯体在千钧一发之际勇救学生的张丽莉
老师创作了 《最美女教师》，诗中“让罪恶
剪断了你修长的美/用生命把师德牢牢护
卫”的词句令人为之动容。浩舸的诗又是明
白晓畅的，这也许缘于他生活在一个明白晓
畅的环境之中，无论是在生产第一线，还是
在决策的办公大楼里，处理的都是最实在的
事情，容不下半点弯弯绕，容不下虚空的清
谈，胸襟是坦荡的，对话是直率的。浩舸写
诗其实是将工作中的话语方式挪移到了诗歌
思维之中，因此他的诗没有空话套话，特别
是没有玄奥的话、矫情的话，他的诗都是有
感而发，平易近人，言之有物。香山的红叶
是诗人们抒发情怀的对象，浩舸面对香山红
叶同样诗情勃发，“香山的红叶/像陈年的红
酒”，但他借红叶所要表达的诗意又是非常

明快的，“把希望像叶子一样埋进泥土/或者
像风筝一样放飞蓝天”。

浩舸的诗是用真情来写的，他不像有的
人是把漂亮的诗句当成自己的面具，把真实
的自我遮掩起来。浩舸的诗歌清澈见底，他
在诗句中坦露自己的心灵，他把写诗当成是
与朋友的一次坦诚的对话。比如从《好男儿
志在四方》和《走出国门的男子汉》这两首
诗的特别构思中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这一
点。两首诗都是诗人为长年在海外工作的同
志们写的，但诗人既没有纯粹以客观叙述的
方式赞颂他们的业绩，更没有以领导的身份
进行俯视般的勉励。他在这两首诗中干脆采
取暂时放弃自我的方式，以同志的口吻诉说
着他们的心愿。这是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
心的叙述，表面上看似乎放弃了自我，其实
是将自我融入到了对象之中，诗人的心与叙
述对象的心连在一起，仿佛是一种不分彼此
的亲密对话。“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是放飞的
风筝一只/一颗透明的心总是连着母亲/祖国
啊，我深深地爱着你！”——这既是奋战蒙
古戈壁的同事说的话，也是诗人自己说的
话。在《大地苍茫》中，专门有一章是“故
乡亲情”，这一章的诗句尤其质朴，质朴中
的真情尤其感人。当浩舸面对亲人和故乡的
山水时，他便会坦露胸襟，因此脱口而出的
诗句便没有丝毫的矫饰，就像他见到久别的
老母亲时会直呼一声“娘”！他将此化作最
率真的诗句：“父爱如高山，母爱似长江”。
他也会将浓郁的亲情浓缩在“思念”这个词

中，舒心地说一句“陪着爸妈聊聊外面的世
界就知足啦”。可见他对故乡和亲人的情感
是多么的缠绵，他会一再为故乡的树吟咏，
因为门前的那棵皂角树陪伴着他长大，在诗
中他将这棵皂角树变成了“神话”，他像悼
念一位亲人逝去一样悼念这棵皂角树。

浩舸也把写诗当成一次精神的洗礼。他
在诗歌中反思人生，追问哲理，赋予他的诗
歌更多的隽永。比如他在反思自己走过的人
生历程时，尽管感叹青春的逝去，但他并不
因此悲伤，而是为“风华正茂的青春印记/
已被时光雕刻成一座无言的碑”而自豪。他
在为季羡林先生写的一首诗中，抓住了季老
的坚守品格，凝结成警言式的诗句：“坚守
是成功的专利/坚守是伟大的基石”。有时他
的诗会突发奇想，从中可以看出他的人生经
验之丰富和认识之深刻。如他看到大海与岛
屿时，会将其想象成“风怂恿大海/疯狂地
与岛屿亲吻”，而诗歌结尾“风为它们喝彩/
岸感到欣慰”，更是耐人寻味。《土布鞋》是
两本诗集中我最喜欢的一首，从题目看就知
道这是一首非常朴实的诗。土布鞋是母亲为
自己亲手缝制的，“母亲，用一双/结满老茧
的手/把尘封的往事/一层一层叠起/用长长
的愿望/一针一针纳实/送我走上/人生的旅
程”，诗人今天也许不再穿土布鞋了，但土
布鞋已经成为他的一份重要的精神遗产，

“多少年过去了/始终伴随着一种/踏实”。浩
舸不仅踏实做人，而且也以踏实的精神做诗，
像《土布鞋》这首诗就典型地体现了一种踏实
之美。

读浩舸的诗，我们的心境会变得更加踏
实，并且在享受踏实之美的同时，也获得了一
种从容之思，会有所感悟，有所收获。

（《大地苍茫》，浩舸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3年1月出版）

从 容 之 思
□贺绍俊

庄崧冽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

《时光捕手》

这不仅是一本教你开
咖啡馆的工具书，它更想
让你感受到有态度、有信
仰的生活和那些“粗鲁”而
真诚的青春。

《时光捕手》中，作为
“雕刻时光”创始人的庄崧
冽对如何创办并经营一家
咖啡馆做了详细阐释。第
一部分，庄崧冽从咖啡馆
选址、食物的选择等角度

阐述了创办一个咖啡馆所必备的元素；第二部分，通过与柏
邦妮、阿北、耀阳等人的对谈，讨论了咖啡与阅读、电影、旅
行、美食的关系以及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第三部分中，作者
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经营“雕刻时光”的心得和秘诀，给所有
希望拥有一个咖啡馆的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历史的细节》

人类是生而自由的，但
奴役无所不在，那么征服与
统治是如何起源的？在冷兵
器时代，为什么总是野蛮征
服文明？农耕中国为什么却
可以击溃游牧民族匈奴？“上
帝的鞭子”又如何用马镫轻
易地改写了欧洲史？崖山之
后，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文明

滑落？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主导现代世界的
为什么是欧洲而不是中国……作者见微知著，揭示了真
实历史中普遍性的人类文明发展模式，以及其背后纷杂
吊诡的物质动因。

本书从“大历史”的角度重新审视现代世界，也是一
部展现不同民族发展命运的读本。作者依靠大量的历史
文献和最新资讯，旁征博引，兼容并蓄，既有宏大叙事之
视野，又不失洞幽烛微之细腻。

杜君立 著
上海三联书店
2013年4月出版

曾晓文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3年4月出版

《移民岁月》

《移民岁月》是加拿
大华人女作家曾晓文关
注移民现实生活的又一
力作，展现了多伦多以陆
滨和丽贝卡为代表的中
国新移民的精神历程。该
书在东西方文化的双重
背景下探讨人生与命运
这一永恒主题，小说情节

曲折，叙述流畅。
曾晓文旅居美国9年后移民加拿大，现居多伦多，

从事 IT 管理工作，曾任加拿大中国笔会副会长、会
长，著有“长篇小说美加两部曲”《白日飘行》《夜还年
轻》，中短篇小说集《苏格兰短裙和三叶草》，散文随笔
集《背对月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