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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书记
□老 九

隐藏泪水最好的地方是心灵。
隐藏泪水最好的武器是时间。

许多年以后，我也不会忘记2001 年深秋的
那天下午，天空中飘满了无奈的泪水和衰老的
树叶。在我悲怆的视线和迷乱的思绪中，两辆左
摇右摆的小拖拉机，满载着大小不一的脏脏的
编织袋渐行渐远。车轮下的道路越变越细，后来
干脆成了一条踌躇的绳索，晃晃悠悠地抽打着
我的灵魂。我的大约 8000 册藏书，被一袋袋地
拖走，它们无奈地横七竖八地躺在许多袋子里，
呼吸困难，倍受折磨，开始了离开温暖之家的流
浪和哭喊。书是有生命的，同样也有一生的经
历。从此，我和我可怜、可爱、可敬的书们，已远
如星辰，万里相隔。

我伫立如桩，失魂落魄，一任泪水飞窜，直
到妻在楼上重复地呼喊，才恍如梦醒，颤抖不
已，蹒跚着爬上楼梯。

我住在 4 层小楼的第 3 层，是上世纪 70 年
代初始建的砖混结构老楼。妻用盒尺认真丈量
过，实用面积为42平米，只有一间半屋，没有客
厅，有容一人转身的厕所，阳台是后来从外面硬
加上去的，东侧作为简易的厨房，西侧摆放了一
张折叠桌，4张折叠小凳，权作餐厅。我们夫妻卧
室的家具是根据空间大小固定在墙上的，电视
柜与床间只容一人下肢通过。儿子的屋，只能放
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和我一只巨大的书柜。
那只书柜跟了我许多年，我真怕它离开我或我
离开它后，彼此因相思不得而迅速苍老。

我的脚步沉重而滞涩。楼道里有狼藉的书
屑和黑糊糊的纤维碎片，空气中充斥着印刷品
被突然撕裂而逸出的油墨芬芳，虽然沁人心脾，
却让我从心底感到彻骨的悲哀。

我缓缓地蹭进家门，一屁股瘫坐在瓷砖地
上，背靠墙壁，无力动弹。眼前的一切是那么了
无生趣，我的五脏六腑仿佛都被掏干了，左手的
那一卷钱币滑落在地板上，而且还滚了两滚。

“怎么这么长时间呀？”妻正在收拾她的衣
服，她步履匆匆，来来往往，像一只兴奋的苍鹰，
左突右撞，左手一块抹布，右手轻轻地捏起那卷
钱，匆忙地点了点。

“1700块！这么多？”她似乎有意在回避我的
视线。此时，我的思绪已游离到楼下，在心里无
声地反抗了一句“要不还多！”

4个收破烂的小伙儿，刚才乱七八糟地往编
织袋里扔书时，异常高兴给力，他们装满了一
批，就在我家门口外面用脚一踹，袋子们就一个
又一个滚下去，他们又蹿到二楼与三楼的中间
平台，如法炮制……起初我制止过，但我的制止
在他们面前显得苍白无力。

“这是书啊！怎么能用脚踹呢？应该这样抱

着送下去！”我左手钩住袋子下角，右手攥住袋
子的封口，将袋子抱在胸前，从三楼到楼下，完
美地示范了一次，颇有榜样的感觉。

“好好，我们也这样！”四个小伙儿答应得挺
痛快，可等我在屋里过道处轻轻地装书时，屋外
仍旧是一阵接一阵坚定不移的“咕咚咕咚”声。

我想许多年以后，见到锋利闪光的铁钩子，
我都会想起那个卖书的下午。

收破烂的几位小伙儿用一杆大秤称书，
“啪”的一声，铁钩子刺进装满书的袋子上口，一
袋袋地称斤两。

“啪！啪！啪！”铁钩子像钩在了我的肋骨，我
的肩膀，我的手臂上，我听见书们在喊疼，在挣
扎，在躲闪，我觉得我的身体到处在流血，创口
深及骨头，内里浅红的肉已翻卷外露，宛如一朵
朵盛开的娇艳玫瑰。

我不禁猛然大叫：“算了，你们别一袋袋过
秤了，用手掂一掂估估分量就行了！”4个小伙儿
彼此对望几眼，嘴角不约而同地飞起了狡黠、讨
好和意外的笑意。我知道我肯定会吃亏，只是不
愿再听见钩子的“啪啪”声，我只想尽快结束出
卖书籍的过程，结束对我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
残。

“我把楼道拖干净，你把剩下的书整好！洗个
澡，躺一会儿，我待会儿去超市买点东西就回来！”

妻的温柔，使我忘记了上午我俩的“世界大
战”。

妻收拾完从三层到一层的楼道，挎着一个
书包，娉娉婷婷地走出了家门。妻是个爱干净的
女人，是个干活麻利的女人，是个思维缜密的女
人，是个特别有主见的女人，是个说一不二的女
人，是个与我敢打世界大战战无不胜胜而不骄持
续作战永远指挥正确永远胜利的女人。她不仅像
猫有9条命，而且还像猫那样安静，我甚至都没
发觉她出门前何时淋浴更衣过，房间里有股“飘
柔”的芳香。妻就像博尔赫斯《南方》中的达尔
曼，跨出门去，就成了一个崭新的自己。

1976年6月我到复兴煤矿下井，1998年3月
我从矿宣传部调到了复兴集团宣传部，在复兴
矿从业22年。复兴集团离矿区5公里，离我家居
住的矿工村7公里。上世纪70年代末风气顿开，
意识形态渐渐解禁，我当井下工时便开始文学
创作。及至1979年末，西风东渐，国内外大量的
新书纷纷登场。那是一个饥渴的年代。于是，我从
那时起就开始拼命地买书。中国的传统教育和中
国的传统文学，一直在昭示着我那一代人，要做
一个好作家，一定要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一
定要先广泛涉猎，厚积薄发。因此，文学、天文、地
理、历史、哲学、美学、医学、自然科学、音乐、绘
画……只要是我看着有用的书，全部拿下。渐渐
地，也陆续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69万字的小

说散文，有了些许稿费后，再买书就不用捉襟见
肘，妻也就表示认可，我买书就更加疯狂。

伍尔夫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叫《一间自己的
房子》。在我看来，它不是政治理论的范例，描述
的是一种思想如何尝试着与它所处的环境和世
界达成一致，她的指向是普遍的，与性别无关。

我的老房子，不但面积较大，关键是房内的
空间高度竟达 3.5 米。因此，我的万余册书们，
在一排排书架上筋骨舒展，直达楼顶。一到家，
一看到我的书，顿觉了得，自信爆棚，好像自己
真的成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才俊，书成了我和
妻共同的良师益友，共同的源动力。

生活总是变幻莫测的。
复兴集团的调动和儿子越来越临近的高

考，使我和全家的生活轨迹必须要改弦易辙。妻
的深刻分析让我心悦诚服：一是要从矿上搬家
到复兴集团，矿区的房子得退掉，现在的房子没
有那么大那么高了，盛不下我的书，更盛不下我
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走向；二是儿子已上高一，
2003年就要高考，不能因读我的“闲”书而影响
他升大学；三是我和妻都是企业的普通职员，多
少年的二级工资，没钱马上买商品房，尤其是大
商品房。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惟一
正确的选择就是——卖书，卖与我多年亲近的、
不可或缺、视作生命一样的书。

妻的意见铁定如山，不容置疑，她相信一个
影响深远的选择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性
情，进而改变我们的人生和命运。她的自信与果
断，宛如大地一样广阔扎实，又像天空一样浩瀚
无垠。然而，事到临头，真的操作，我又是那么地
疑虑重重，出尔反尔。

那天上午，妻对我斩钉截铁地下指示：把该
留的留下，对孩子考学没用的，家里盛不下的统
统卖掉，就留那一个能锁的大书柜的书！

此后，我马上开始认真挑拣，该卖的码一
堆，不该卖的码另一堆。然而，在我看来都不该
卖。于是，反反复复，从该卖的那堆再拿到不该
卖的这堆，后来，不该卖的这堆反而越来越大，
该卖的那堆却越来越小……

“你想想孩子要上大学……咱们有钱买大
商品房吗？”

“咱可以往床下放啊！你看看这书，还有我
写的许多眉批呢！”我不服，与妻争辩。

“你以为你是金圣叹啊？还百年孤独呢！现
在好多人，连一天、一夜的孤独都受不了。我看
你快成‘局外人’了。再说，你可以上电脑看呀，
我这周给你买台电脑！”

“电脑阅读哪有印刷品阅读的质感呀！还有
我眉批中的灵感、智慧、思想都找不到了，书到
用时方恨少啊……”

妻干脆“刷刷”跨到两堆书中间，从不该卖
的那堆书上，“啪啪啪”往该卖的那堆上猛扔。

“你也不用猪脑想想，这么高的书山，我和
儿子上阳台做饭、吃饭都得歪着身子，万一不小心
碰倒，把我和儿子砸死……衡量咱家日子的好坏，
不在你的书有多少，而在儿子能不能考上大学。”

妻再次提到了她和儿子的生命，提到了房
子，提到了儿子上大学，她有的放矢，句句打在我
的软肋上。我只有无奈，只有服从，复夫何言！巴尔
扎克的手杖上刻着：我粉碎了一切障碍。而我面
临的境遇是：一切障碍粉碎了我。我内心的时钟，
与家庭的时钟、外部的时钟截然对立，反差强烈，
难于调和。

就 这 样 ，因 为 一 本 书 ，几 本 书 ，几 十 本
书……我和妻展开了无数次此起彼伏的拉锯
战，你放到那堆，我放到这堆，你刚刚放到那堆，
我马上拿到这堆……我屡败屡战，百折不挠，气
得妻血脉贲张，气极撕书，我愤而夺书……最后
竟吵了起来，动开了手，喊出了离婚……夫妻的
战争围绕该卖不该卖的书持续升温。末了，妻一
字一句地撂下一句话：“我不管你咋着，最后剩
下一书柜，否则，离——婚！”随之，不再理我。

此时，我竟然想到了马尔克斯的《礼拜二午
睡的时刻》，那是一篇“控制”感很好的短篇小
说。“控制”、“妥协”、“无奈”，多么美好的字眼，
它们在生活中、家庭中、工作中的位置，原本这
么重要啊！何为文学？在我看来，文学是沉潜，是
包容，是总和，是柔软，是灵动。我早期选择了搞
文学，我为什么不能“灵动”一些呢？

妥协是生活的核心，生活是妥协的艺术。
接下来，我开始一丝不苟、严肃认真、不厌

其烦地按照妻的指令选书。渐渐的，该卖的书一
堆两堆三堆越来越多，该留的书三堆两堆一堆
越来越少，后来我的一把鼻涕一把泪洒进了该
留的书里，一、二、三、四、五……一本又一本地
数起来，总共 1856 本。在清点中，惊喜接踵而
至，若干书页中竟清理出一块两块五块十块一
毛两毛五毛的零钱。我陡然想起我跟妻刚结婚
那几年，有时没钱买饭吃，吃发的白糖充饥，卖
啤酒瓶、卖衣服买烧饼吃的岁月，要是当时发现
了它们，多好啊！我意味深长又莫名其妙地狂笑
了几声，“嗖”地站起来，伸展双臂，热血直冲脑
门儿，豪气干云，我不知道我为什么突然之间变
成了另外一个男人。

妻从外边回来，开始切猪头肉。这时我的情
绪又毫无来由地低沉下来，再一次感觉到四周
空空荡荡，少书的干渴和恐惧，刹那间包围了
我，我浸润其中，一分一秒逝去的时间长得让我
难于忍受。妻切肉的锋利的刀，仿佛在切割我身
上的肉，一片片很单薄很均匀很好看的肉片，那
是艺术品呀！妻的刀工端的娴熟、漂亮而出色。

居然还有酒，是衡水老白干，还买了3盒烟，
我和妻喝得猛烈而快捷。“午饭和晚饭儿子都在
学校吃，没叫他回来，让他看咱们吵架，看你没
出息的穷酸样啊？”妻运筹帷幄，早有安排。不
知不觉中，我和妻都喝大了，我们就聊，说起过
去买书，说起今天卖书，说起因借书、还书而走
到一起，说起早年的穷困、饥饿和打架，说房子，
说儿子，说钱，说工作……两个小职员面前竟是
一堆又一堆烦心、困难、纠结，真是“贫贱夫妻百
事哀”啊！后来我们都流泪了，就互相用毛巾给
对方擦泪（那时买不起纸抽，觉得奢华）。妻抽
泣着说：“我也不想卖书呀！我知道你心疼呀！
可咱们一点办法也没有呀……我又能怎么办
啊？”此时，二层楼下传来孩子嘹亮的歌声和欢
快的狗吠。这成了提醒，我们的房子隔音效果
不好。于是，我和妻哭声放低，又互相检讨上午
不该吵架，刚住进来就扰民，以后低头不见抬头
见，不好做人呀……

那一夜，儿子回来很晚，独自睡了，累了两
三天的我和妻，睡得像死猪一样，一觉天光……

夜色真清凉，只有风在响。

第二天中午、下午和晚上，本市和外地的文
友陆续打来电话：

“你咋了？你们家咋了？出啥大事了？那么好
的书卖它干吗？”

“市里好多书摊都卖你的书呢。有你的签
名，还有你的狗屁眉批，多可惜呀！早知道卖给
我算了，我出高价呀，你神经了吧？”

“你没闹离婚吧？有啥过不去的坎儿，跟哥
们儿说说不就完了，真是的……”

“你也太不够哥们儿了，怎么把我签名给你
的书都卖了！你缺这点钱啊……”

我支支吾吾，不知从何说起，从哪儿解释，
我的情绪一下子坏起来，并且坏了很多天。

许多年以后，当我儿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
作，我们一家三口谈到了 2001年深秋那天卖书
的往事。儿子与妻子对视几眼，笑曰：“爸，你当
时在家过道堆成的书山，我妈早让我悄悄地卖
开了，今天多少本，明天多少本，啥该卖不该卖
的？你哪知道实情啊！”

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就嬉笑，就坏笑，就大
笑。然而，笑过之后，我觉得我们的笑声空洞无
味，属黑色幽默。

我开始无语、尴尬、心痛，遂马上转向了另
一个快乐的话题，似乎把 2001年深秋卖书的经
历彻底忘却了。

1973年10月我从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
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长江文艺》当编辑，
至今已经 40 年了。我这辈子从事的是我热爱的
工作，常怀感恩之心。我要感激许多人，他们在我
人生转折之时，给过我无私的帮助。在他们来说，
这可能是无意的，但对我来说，却是决定我命运的
关键。

我出生在武昌县（现为武汉市江夏区）乡下，
文化大革命时从武昌县一中初中毕业，作为老三
届学生回乡当知识青年。我自小爱读书，在乡下寻
找一切可读之书，走在路上看见一张有字的纸，都
要捡起来读半天。我喜欢文学，读了许多新旧小
说，1969 年国庆 20 周年时，武昌县文化馆办的油
印刊物《武昌文艺》发表了我写的庆祝国庆的诗，
那是我的处女作。我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最起码
要当一个乡下说书艺人。

由于我在生产队劳动表现还好，又能给生产
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写朗诵诗、对口词等
节目，大队领导让我当了大队民办小学教师，后来
又让我到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师。在当民办教师时，
我除了教学，其他时间都用来读书或写作，在《武
昌文艺》上不断发表作品。

1970年底，武汉的一批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
学员，武昌县分到了 30 多个名额，我所在的范湖
公社分到一个名额。经贫下中农推荐，这个名额给
了我。因为我是民办教师，县招生办公室把我分配
到华中师院生物系。但是我想进中文系学文学，于
是就找到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述说了我爱文学希
望上中文系的想法。当年武昌县 30 多个名额中，
只有武汉大学和华中师院各有一个中文系名额，
而且这两个名额已分给其他公社，人家早填好了
表。招生办公室负责人说，服从组织分配吧，你们
公社有多少知识青年，只有你才上了大学，你要珍
惜啊，不要挑肥拣瘦了。我无言以对，只好准备去
上华师生物系了。

我们30多个工农兵学员到县城集中学习，武
汉各高校招生的老师也都参加了，学习完毕后，各
高校老师就要带走他们招收的学员。那天的学习
开始时，一位招生老师讲话，他说，工农兵上大学
是新生事物，你们县新屋公社有位程光桃，是江青
当年搞土改时培养的土改苗子，程光桃对工农兵
上大学怎么看，需要有人去釆访一下，写篇文章，
你们谁去？招生老师问了三遍，没人吱声。我这
时不知哪来的勇气，站起来说：我去！

新屋公社也有一个学员，他分配在武汉医学
院咸宁分院学医。招生老师派他陪我去采访。我们
从县城坐乡村客车到新屋公社，找到了程光桃。程
光桃是与我母亲差不多年龄的农妇，她在乡间农
屋接待我，说了她的故事。程光桃解放前家里很
苦，嫁了个丈夫，不久死了，又嫁个丈夫，又死了。
她的经历很像鲁迅先生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
祥林嫂的儿子阿毛被狼吃了，程光桃的孩子放在
摇窝里，在她出去劳动时，被老母猪咬死了。土改
时，江青随土改工作队到武昌县新屋乡，说要找一

个最苦的农家扎根，就找到了程光桃。江青后来回
北京，还派人把程光桃接到北京家里去过。程光桃
抱着儿子到北京，毛主席还抱过她的儿子，毛主席
抱着她儿子照的像还挂在程光桃的农屋里。程光
桃日子过得苦，没文化，只是个乡间普通农妇，做
她的农活，过她的日子。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走
红，程光桃因为她的经历而被重视。但程光桃是位
本份的农妇，并没有借江青之势而飞黄腾达，也没
有肉麻地去吹捧冮青，她只当过贫协主任之类的
官，还继续当她的农民。

对我的釆访，程光桃很支持，她说完她的故事
后，对我们这些农村去上大学的孩子提出了很朴
实的希望，要我们到学校后好好读书，学好了文化
回到农村来，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她说：你们要
常回家来看看，免得你们的母亲想你们。当时，程
光桃那个毛主席抱过的儿子在当兵，她肯定很想
儿子。

采访完程光桃后，回到县城，我很快写了一篇
文章，记叙了程光桃对工农兵上大学这一新生事
物的支持和她对工农兵学员的朴素而实在的希
望，我没有编撰空话和套话，写出了程光桃这位农
妇的淳朴感情。我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了招生的老
师，招生老师当时什么都没说，弄得我心里惴惴不
安。第二天，县招生办公室通知我，让我随招生
老师到武汉，去华中师院中文系报到。关于把我
从生物系转到中文系这件事，招生老师和武昌县
招生办公室没说任何原因。我因为在要求换专业
的问题上碰过壁，也没敢问他们，服从组织的分
配嘛。何况中文系是我梦寐以求的啊！我写的那
篇文章后来既没人还给我，也没见在哪里发表，
我也没留底稿，但这件事我记得十分清楚，它已
经融进了我的人生。多年后，我回家乡参加文学
活动，当年县招生办公室负责人碰到我，说我写程
光桃的那篇文章文笔不错，招生老师说，这孩子不
进中文系可惜了，于是一夜之间换了我的专业。那
位老师说，当然你也得感激程光桃，如果武昌县没
有程光桃这个人和故事，招生老师也不会要人去
采访写作，也就不会发现你这个人才。

从1971年2月到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上学，3
年时光里我一直好好读书，是华师中文系71级学
员中第一个在公开报刊上发表文章的人。毕业后
我从事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我很感激程光桃，她接
待了我的采访，像农妇母亲对待儿子一样给我们提
希望，让我写出了那篇文章，从而改变了我的命
运。因为我如果进不了中文系读书，毕业后就不可
能进入文学部门从事我喜欢的工作。我到华师上
学后，老师讲鲁迅先生的小说《祝福》时，还请程光
桃到课堂，讲她与祥林嫂相类似的命运。那时候，
程光桃被称作“兼职教师”。

因为釆访她而改变我人生方向的事，程光桃
并不知晓，以后我也没有再见到过她，她并不是有
意识地帮助我，她是出于她的农妇本色，自然而然
地帮助了人。我在心里永远记住了程光桃，她是我
永远感激的人中间的一个。

■记 忆

感激一位农妇感激一位农妇
□□刘益善刘益善

■土地与生长一
为一座山，我终于失眠了。
启明星下的那座山影影绰绰，安然而沉

静。不留遗憾，不枉这次失眠，我决意出发，向
着那座叫岳麓的山迅速出发。

我三赴长沙，两次与岳麓失之交臂，于是
在心口就有了一个结，一个手忙脚乱中越解
越死的结。

不上岳麓山等于没来湘江边上这座城
市，等于告诉别人尚未入宗祠，不可言书生。
不到长城非好汉，在我看来不拜岳麓枉书生。

晨光初晞中的墓碑上，我看到了黄兴的
赫赫大名，还有蔡锷、蒋翊武、陈天华等人把
最后的归宿放在了岳麓，无声无息中我竟无
丝毫恐惧，反而荡漾着激动，眼睛湿润起来。

我一直惊诧于湘人，他们勇于在中国的大
舞台上粉墨登场，勇于争当主角。无论政治、军
事，还是学术、革新，自近代以来，他们的影响毋
庸置疑，将朴拙、蛮野与人文、心性有机地统
一，实在令人不可思议。是岳麓的精神发动了
这一切？王夫之在书院涌动着他的思想，特
别是鸦片战争前后，出现了以睁眼看世界的
第一人魏源为代表的政治改良群体，在与太
平天国的战争中，脱颖而出以曾国藩、左宗
棠为代表的将相群体，接着以谭嗣同为代表
的维新变法群体，以黄兴、蔡锷、陈天华、
程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群体，以
毛泽东、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
党人群体无不受其熏染，湖南的书生们一刻都
没偏离主流。

这正是文化的弘扬，岳麓所感召的书生
具备远瞩的目光和掀起大时代浪潮的气概，
从而以他们的洞察、行动及牺牲，凝成苦难民
族进步的魂。

二
天渐渐光亮，人声在鸟语中多起来，我在

岳麓山享受辣味的早餐，享受一座山清爽的
早晨。

岳麓山已是身着现代服饰的市民们憩息
的公园，在人来人去的山巅，俯视苍生和凡尘
市井的繁华。我在想民族之间的不同根本上
是文化的差异性，民族的传承一方面在于外
在的骨肉血脉相传，另一方面在于内在文化
基因相承，后者尤为重要，它保持着一个民族
的整体性。如果文化异化，某种程度上就意味
着这个民族要龟裂或被消融。

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最末一峰，最高处

海拔仅 297 米。山不在高，亦无仙，却深扎着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两块阵地：文化与教育。

书生的双膝不由自主地下拜，拜一尊尊昂
着头颅的先祖。当年在江湖上奔跑的不是侠客，
而是思想，以舌为剑，挑衅的不是武林盟主，而
是哲人高士。

引起“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岳
麓论舌，一方是张栻，即抗金名将张浚之子，
他在主持岳麓书院期间，反对以应付科举考
试为目的，提出“使四方来学之士得以传道授
业解惑焉”，并革新教育宗旨、教学方法以及
机构功能等，有些提法对于现代教育都有重
要提示。另一方则是声名鼎鼎的朱熹，只是朱
子所倡导的学、问、思、辨、行的为学之序如今
是否已被忘却？

朱张会讲是中国哲学史上令人怀念的往
事，他们深刻地探讨着学术问题。倘若学术表
达成为艰难，那肯定是不道德的悲剧，倘若学
术和教育被物欲占据，那肯定是刮骨方可剔
除的腐肉。

半边江山的宋朝有这等文化风景，足以
让后人高看一眼。尤其是它们的教育是把个
人自身的文化建设作为人格的组成部分加以
塑造，文化人格的培养使得教育有了真实。

三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如雷贯耳的八个

字跃入眼帘，岳麓书院神圣而庄重地与我对
视，这是著名的流水对，上联出自《左传》，曰：

“虽楚有材，晋实用之”，下联取之《论语》，曰：
“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其意为湖南人才济
济，而书院尤为兴盛。

我仿佛被一双隐形的眼睛逼视着，不敢
正视，满揣着敬畏之意步入这千年庭院。岳麓
书院尊为四大书院之一，占地并不大，却蓄养
着丰富的内涵。且看二门对联，上联出自《尚
书》：“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下联出自

《史记》：“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
子”。故曰：纳于大麓，藏之名山。

我垂头不语，烈风正袭，雷雨正淋。先贤
早有告诫，名山南岳之麓警醒着我们在学术
和教育两重危机围困下的中国人。

帝王匾额下，我怀念笔墨纸砚，那是祖
宗们的气质，若有一把折扇，就可以指点大
好河山了。岳麓犹如文化之神坛，我一身肃
穆，这弯曲的山路，多少书生名士款款走
过，我们已没有当年的风度了，我的步履开
始沉重，不肖子孙的愧疚冲荡着有点昏晕的
大脑。

在东西文化的大开合时代，已承受了简
化、洋化运动的古老国度，是非在大脑中混乱
着，到底摒弃了多少本不应该摒弃的？破碎的
记忆里还能找到多少残缺的遗存？

四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是高于政治的。
江山的本色正是一个民族独有的文化精

神，我们博大且凝合的文化是这块土地的釜
底之薪。

中国的古典诗词译成外文时顿时失了原
汁稀释了原味，理解东方从方块字开始，连自
己都不尊重本民族的思维法则、审美情趣和
价值观时，凭什么让西方尊重呢？

我们盲目地迁就西方文明时，忽然发现
釜底之薪正在被抽掉，有一天，我们会认不出
自己。

恢复在此刻算是进步。
对传统文化的理解过程中，又一代书生

在成长，放弃这种理解就是放弃我们的江山。
岳麓山是一座体量上很小的山，这样的山

在中国数不胜数，然而岳麓山的文化底蕴却让
它远胜那些表面上高耸奇崛的大山。当我走遍
整个岳麓山，发现自己不但没有失眠后的困
倦，反而气足神完。

不过，我还愿等一个秋天，在秋天里我守
着一个黄昏，用一首诗伴随爱晚亭和灿烂的
叶子。

岳麓啊岳麓，书生膝下的黄金。

书生膝下书生膝下：：岳麓岳麓
□□邓邓 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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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