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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山风物 ■渝水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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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刘白羽先生说：“我爱书。我常常站在书架前，这时我觉得我面前展开了一个广阔的世界，一个浩瀚的海洋，一个苍茫
的宇宙。”

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对话。在阅读中，我们可以收获温暖、慰藉、感动和平静，汲取勇气、知识、智慧和力量。

热爱阅读吧
不仅仅只是在世界读书日

□彭鑫

那也是一个四月天，阳光灿
烂，春风正好。我游览完桃花源之
后，便走进了酉阳新华书店。

徜徉于书海之中，这里翻翻，
那里看看，很是惬意。突然，一本
封面为烟气腾腾的柴火灶的散文
集，跃入了我的眼帘。它的名字是
《妈妈的柴火灶》。

才翻读了一两页，我就被深深
吸引了。书中，作者二毛将饮食之
美与亲情之美相互交融，通过妈妈
做的家常菜来写母子之情和人间
烟火。

我就那么一直站着读，我太迫
不及待了，我甚至等不急把它买回
家坐在书桌前慢慢读。这一站就
是小半天，书也读了大半本。晚
上，我给它穿上了书衣，把它放在
了书架的最显眼处。

每次翻阅它，我都好像不是在

翻阅一本书，而是在翻阅乡愁，翻
阅母爱，翻阅诗意。

翻阅它时，那些温暖的文字让
我仿佛回到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了
老家。那个时候，我常常和母亲在
菜园种菜。菜园旁有一个大池塘，
岸上有很高的板栗树，鸟儿在上面
叫个不停。

翻阅它时，那一道道家乡味道
让我仿佛回到了母亲年轻的时
候。那时，母亲穿着白衬衫，站在
柴火灶前给我做莲藕炖排骨、芹菜
炒蛋、红薯水饺……我坐在灶前，
一边卖力添柴火，一边使劲吞口
水。虽然这些菜食材普通，但是母
亲以她的巧手，化平常为神奇，家
常菜也就有了妙不可言的滋味。
等做好了，母亲把大部分肉都夹给
我吃了，她自己只吃蔬菜或饺子
皮。

翻阅它时，母亲仿佛还在我身
边。那些温馨的画面，在我的眼前

重现。她教我发豆芽，她为妻子织
毛衣，她给孙子喂饼干，她和父亲
一起逛街，她在我耳旁唠叨。

而今，我再也听不到母亲的唠
叨了。

二毛的母亲给他建造了一座
舌尖上的桃花源，我的母亲也如
此。天下的所有的母亲，都给自己
的子女建造了一座舌尖上的桃花
源。在这座桃花源里，我们感受到
了人间烟火与母爱的味道。

还是因为这本书，我把给家
人做菜看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每个周末，我总要精心地为家人
做几道菜：腊蹄花炖鸡、椒藿香鱼、
梅菜扣肉、酱爆回锅肉、炝炒绿豆
芽……家人吃得满意，就是我最快
乐的事。儿子最喜欢用炝炒绿豆
芽的酸甜香汁拌饭。每次吃这种
拌饭，他都是狼吞虎咽，连吃两
碗。这是儿子对我最大的奖赏。

不仅如此，这本书还使我认识

了一个亦师亦友的诗人大厨。去
年秋天，二毛回故乡酉阳。我带上
了《妈妈的柴火灶》请他签名。我
们一起走进桃花源，一边赏美景，
一边谈论文学创作。在大酉洞中，
他告诉我“诗缘情”。我知道了，心
中有深情，笔下的文字才有打动人
心的力量。

这本书还给我推开的另一扇
门——中国美食文化之门。一次，
我和二毛相聚在酉州古城的土家
八大碗，相聚在龙潭古镇的德义
昌。在一起品尝美食的时候，他给
我讲述了餐饮品牌“天下盐”的来
龙去脉，讲述了八大菜系的特点。
在他的讲述中，我感受到了柴火灶
里的美味与诗意，我感受到了中华
美食的博大精深。

这就是我与《妈妈的柴火灶》
的情缘，与妈妈菜有关，与母爱有
关，与乡愁有关，与诗意有关，与
心灵的慰藉有关。

柴火灶上的温情与诗意

□李晓

一本书在人间，河流一样，也
有着自己的不同流向，万千的旅
途。

考古者在废墟中发现距今
6000多年前的半坡桃符，据说那
是汉字的老祖宗，我能够理解发现
者在那一刻面对古人书写的虔诚
庄重之心。

我们最初的母语，它镌刻撰写
在龟甲、石头、竹简上，也由此承载
起了史册的重量。

孙胡子是一个爱书之人，他胡
子茂密，读书广泛。孙胡子每天晚
上都有枕边读物，今年初春宅家的
日子，他一字一句读完了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去年春天，孙胡子读
的是李渔的《闲情偶记》。那个春
夜，孙胡子读到书的最后一章《颐
养部》，床边老式台灯的钨丝突然
闪了闪，感觉如一个人泛起了眼
白，亮起一道强光后，转瞬熄灭。

孙胡子在黑夜里，品咂着书里
的娓娓絮语。

公元1730年，这本活字版编
撰印刷的古书，在经过了无数次再
版后，穿过280多年的时空，抵达
到了卖卤肉的孙胡子床头。

在这本书跨越的时光里，还有
多少人在阅读着李十郎（李渔别
名）白云悠悠处的絮语，一颗老灵
魂顽强地在人世游荡，川流不息的
读者鱼贯而来，它依然是一本抚慰
现代人浮躁生活的心灵读本。一
本书的长寿，也是一本书的命运流
转旅程。

孙胡子爱看古书闲书，也成全
了我与他的交往。孙胡子说，读了
这些书，明白了不少世间道理，一
个人，慢悠悠地活着，享受美食与
书籍，其乐融融。

人类历史中那些流传至今的
书籍，成为烛照历史的经典，成为
横卧在历史丛林中发光的伟大灵
魂。而具体到一本书的旅途，它与
读者发生的故事，一同谱出命运的
交响曲，这就是冥冥中的缘分了。

那年我17岁，正在县城读高
三。那时我是义无返顾地想投身

于城市，告别那个大山皱褶处如旧
衣裳上打满了补丁的老瓦房。

就在那一年，我青春期的荷尔
蒙如山洪爆发，单相思了一个班上
的女生。在学生寝室，一个室友打
着手电筒在偷看一本《少年维特的
烦恼》，我趁他睡着后也拿来翻阅，
书中内容与我发生了强烈的共情，
一直读到耳根发烫血流涌顶。我
甚至怀疑，我就是那个内心轰鸣的
少年维特，单薄的身体里缠缠绕绕
着斩不断的情丝。

高考失利后，我已走出了那段
埋在心中的感情。我曾经也暗暗
怪罪于那段感情影响了我命运的
走向，但清醒时一想，或许也是我本
身在学习上有些偏科带来的结果。
但歌德那《少年维特的烦恼》当年带
给我的内心震撼，直到现在想起，依
然如同看见一棵烧焦了的老树在咝
咝咝冒着烟一般，令人心动。

这本书，成为我青春岁月里的
一段记忆。后来，出于对歌德的喜
爱，我又收集了他的不少书籍来阅
读，尤其是他的《浮士德》，让我与

这颗博大的灵魂相遇相逢，给予了
我根植在文学土壤上的养分。

一本书的旅途，交织到了我人
生的阡陌纵横处。人在大地，其实
也是一株植物，需要空气雨水阳
光；而阅读，也是读书之人的空气
雨水阳光。

一个人通过阅读，把自己沧海
一粟的人生不断放大，最后通过阅
读，把人生又还原到最小，还原到尘
土尘世里地气与心气交融的生活中。

今年4月，春意姗姗，大地芳
菲，我感觉自己的生命突然陷入了
河流一样的枯水位时段，我给自己
做了一个诊断，发觉是网络上碎片
化的浏览切割了我，让我对生命的
感受变得支离破碎，有一些角落正
在慢慢荒芜和沙化。

我网购了几本历史和文学书
籍，通过手机查看物流动态，我可
以看到那些令我喜悦的书籍从各
个城市启程。在春山含笑春水荡
漾里，一本本书穿越了漫漫旅途，
将鸽子一样轻盈落于我案头，我在
书里与万千命运相遇相逢。

书的旅途

□贺芒

那时是20多岁年纪吧，喜欢
看情节曲折、陡峭奇峻、情感浓烈
的文字，那样的书，读得人热血沸
腾，回肠荡气，欲罢不能。

在图书馆借书，中文系的学生
一次可以借5本，其他系的学生只
能借两本。享受“特权”的我们邀约
同学一起去借书，把书一摞摞抱回
来，自己的看完了，彼此间再交换着
看。夜以继日、囫囵吞枣地看，酣畅
淋漓、拍案叫绝，不知今夕何夕。

那时，只爱“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气，哪里顾
得上“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的
静思。

老师推荐我看汪曾祺的小说
与散文，明清小品文等书籍，去翻
了翻，觉得过于散淡，淡至无味，便
抛置一旁。我还是更喜欢何其芳
《画梦录》那般浓妍纤丽的文字，充
满青春的热烈，青春的爱与哀愁，
或者泰戈尔《飞鸟集》那充满梦幻
的文字。

我们不仅自己读，还分成学习
小组，定期开展讨论会，讨论自己
喜欢的诗人、作家与作品。为了自
己喜欢的作家作品，与同伴争论得
面红耳赤，同时也因为都爱读某一
本书，彼此之间结成深厚的友情。

我与曦曦就是这样成为好友
的。同窗两年，原本交情平淡，突
然有一天，我发现她有一本厚厚的
《泰戈尔全集》，正是我所爱。向她
借书，她竟然慷慨地借给了我。

渐渐地，我发现我俩有许多共
同之处，比如都爱阅读，爱信手涂
鸦、逛书店。

她有一本厚厚的16开的笔记
本，上面是读书笔记或摘录的文字，
还配着美人图或者花草图。我也有
同样一本厚厚的笔记本，上面也是
摘录的文字，以及根据书的内容配
上的自己画的云彩、人物、风景。

我俩常常相互借阅，相互评点，
读到都喜欢的书，会一起讨论到很
晚，甚至饥肠辘辘。偏偏我和她对
一般女生热爱的三教楼外面的梯坎
米线、桃园四舍小卖部的葱油饼都

没兴趣，而是喜欢跑到二食堂，来上
一份豆腐干丝、一碟花生米。

周作人最喜干丝，他的散文中
提到一种周德和豆干，切成细丝，拌
上麻油、葱花，是佐茶的上品。我俩
要干丝与花生米，一不是为了效法
周作人的佐茶之清雅，二不是为了
模仿金圣叹，要将豆腐干与花生米
同吃，以嚼出火腿味，而是将这两样
小吃配以啤酒，抒发青春的豪情。

夏夜，暑气尚未消退，我俩坐在
二食堂的长条凳上，嚼着豆腐干、花
生米，喝着冰啤酒，畅谈文学，以及
对人生的一些粗浅的认识。

毕业之后，我们各分东西。岁
月流逝，不知不觉间，书架上、沙发
边，竟然都换上了汪曾祺、周作人、
梁实秋的书，还有明清小品文。

张岱的小品文《陶庵梦忆·西
湖梦寻》我每夜睡前必读，在那些
恬淡宁静的文字里浸润一番，独享
安宁，浑身舒泰，尔后安心踏实地
睡去。尤其是他的《湖心亭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雾淞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

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
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
三粒而已。”闲适至此，只因无欲无
求，心中清明淡远。

张岱出生簪缨世家，家世显赫，
可谓阅尽人世繁华。然而，明朝灭
亡，社会剧变，张家家道中落。他由
豪门公子变为寻常百姓，历尽沧桑，
绮丽笙歌皆已厌弃，他便寻求深溪
盘谷之幽寂，读书下棋之清逸。

人到中年，走过万水千山，就
这样爱上这些历尽繁华、归于平淡
的文字。

现在，我与曦曦偶通信息，也
会谈及青春年少之时读过的书、走
过的路。而今我们都已步入中年，
成家立业，历经风雨，青春的梦想
已化为生活的真实，澎湃的激情也
沉淀为对人生的静思。

年轻时，因为读书收获了友
谊，收获了青春的梦想与激情。如
今，万般滋味都归于恬淡，于是也
更喜欢简洁平淡的文字，赐予自己
宁静心境之时，也品味其背后百般
人生况味。

人生读书滋味长

□郑劲松

作为一个文教单位从业者，我和很多
有类似职业背景的人一样，疫情严重足不
出户的那段时间，读书成了让自己心绪平
静下来、抵抗恐慌、守望岁月的生活方式。

有人在微信群说：“这两三个月读的
书，比我两三年读的还多。”这话我信。突
如其来的疫情让人宅在家中，读书让人获
得一种时空的超越，一种生命的力量。

首先翻开的，是曾经读过大部分篇章
也值得重读的《鲁迅小说全集》。与大多数
人阅读先生“标版”文体杂文、散文不同，我
选择了小说，是几年前出差在机场买到的
21世纪出版社版本。该书不仅囊括《呐
喊》《彷徨》和《故事新编》的全部33篇小
说，还穿插了版画艺术大师赵延年先生创
作的98幅精美木刻作品。或选取小说的
某个经典情节，或刻画人物的某个动作表
情，大师的木刻与大师的文字相得益彰，触
动读者的灵魂。

在书中又一次读到《一件小事》时，我
的感觉有些特别。最早读到它是30多年
前的初中时期，老师是把它作为叙事散文
来讲的。小事不小，深刻地反映了鲁迅先
生对自我人格的反省以及人力车夫高尚人
格给自己的“震撼”：“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
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
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少年时代死记硬背老师的教参式讲
解，中年再读，竟有些泪光莹莹。这篇很短
的小说选自《呐喊》，我似乎终于明白先生
为什么、为了谁而呐喊。

另一本没这么厚重，而是轻松活泼的
闲情逸致：小开本，薄薄的《文人与花》，长
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这是一本散文小品选集，翻到目录页，
看到一篇篇精短篇什的作者，这些耳熟能

详的名字在中国现当代文化史上是那么举
足轻重：朱光潜、季羡林、老舍、郭沫若、朱
自清、沈从文、郁达夫、叶圣陶、梁实秋、萧
红、许地山、陆蠡、汪曾祺、杨朔等。还有一
个作者陆小曼，人们印象深刻的可能只是
她与徐志摩的婚恋故事，这简直是历史的
遮蔽。陆小曼也是一代才女画家，早年师
从刘海粟等名家。她还擅长戏剧，并熟谙
昆曲，能演皮黄，写得一手好文章。小书选
的是“小曼日记”，借花草倾诉相思，文笔优
美而洗练。我发现，有时候重读一篇文会
重新认识一个人，这也是读书的一大乐趣。

小书不小，文人笔下的花草又岂止是
花草？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以花为师
为友，赏花赋诗，借花抒情言志，笔下的花
草早已表达着知识分子的自然情趣、文化
人格、理想情怀与生活态度。书中朱自清
的《荷塘月色》、陆蠡的《囚绿记》、杨朔的
《茶花赋》，长期入选中学语文课本而广为
人知。再次阅读，那种花草背后的时代氛
围、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人生感悟依然扑面
而来。

除了这两本外，我还读完了《易中天中
华史》之《风流南宋》、祝勇的《纸上故宫》等
几本历史文化著作，还有梁鸿的非虚构长
篇《出梁庄记》，以及梁衡的《树梢上的中
国》与李青松的《薇甘菊——外来物种入侵
中国》两本生态散文。悄然之间发现，自己
读的这些还基本构成了文学、历史、生态、
乡村建设等小体系。

读什么书，当然意味着读者的职业和
专业背景，或许不经意间就从一个侧面折
射了自己的价值取向。我深知，读书，读好
书，养育着自己的心灵，而且还在建构着自
己的精神谱系。

看吧，书可以打败时间，拯救灵魂，积
蓄力量，延续生命，至少可以让我们活得更
加自在。

疫中读书记

□施崇伟

“世界读书日”的设立与苏东坡并无关
系，它设立于1995年，与东坡先生生活年
代差距了九百年。究其来历，关联着两个
文化人，1616年4月23日是西班牙著名作
家塞万提斯和英国著名作家莎士比亚的辞
世纪念日。

读书日，我偏偏想起苏东坡，那于我是
早有的情结，打小就读东坡。他在课本上，
他在考题中。经常被老师要求背诵，或无
数遍地抄写。他俨然是制造我童年时期不
快乐的“帮凶”，每每平添我对这个老头的
讨厌。

时光真好，不知不觉消除了我与他之
间的嫌隙。青年时，“十年生死两茫茫，不
思量，自难忘”，添我情书的引力；壮年了，
一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赋我奋发豪情。不时揣一份“竹杖芒鞋轻
胜马，谁怕”的洒脱，来一段“老夫聊发少年
狂的”任性……我与他，也是欲罢不能。

不觉间，已过五十。慨叹着时光易逝、
人生苦短，莫名惆怅袭心头。一篇网络文
章，《人生缘何不快乐，只因未读苏东坡》，
让我分外亲切。那年世界读书日，西西弗
书店优惠售书，我捧回一叠书卷，新版的林
语堂《苏东坡传》，六块砖头状的《苏东坡全
集》，格外厚重。此之后，渐行渐悟，五十过
后，最宜读东坡。

东坡唤我回家。青壮年，考学，求职，
工作，为衣食劳碌。东坡一句“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我也含泪。泪流之后方觉
悟，人间走一遭，我这样的凡夫俗子，家庭
最重要，亲情至珍惜。

无疑，父亲苏洵是苏轼的人生导师。
他亲自用心而考究为子取名：轼者，车上扶
手是也。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安分守己，虽
默默无闻，却能扶危救困，不可或缺。他以
纯粹而雅正的文体教习儿子，深研史书为
政之法，培养其广阔的家国观和磅礴铿锵
的诗赋功力……“老翁山下玉渊回，手植青

松三万栽。父老得书知我在，小轩临水为
君开。试看一一龙蛇活，更听萧萧风雨
哀。便与甘棠同不剪，苍髯白甲待归来。”
东坡笔下的爸爸，是眷恋，很深情。

东坡与弟弟子由，当值人世间兄弟情
谊绝唱。苏轼与弟弟在悲伤中互相安慰，
灾难中互相帮助，常常梦见彼此，常常写诗
互赠。苏东坡对弟弟，亦友亦师，苏辙说哥
哥“扶我则兄，诲我则师”；苏轼认为弟弟

“岂是吾兄弟，更是贤友生”。几十年间，苏
轼几乎每到一个任所就给弟弟寄信赠诗，
仅以“子由”为题的诗词，就超过100首。
一句“嗟予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手足之
情、昆仲之谊，叹为观止。

最让人动容的，是他与三个王姓女子
的爱情人生。对结发之妻王弗，他不仅手
植青松三万棵以怀念，更以一首《江城子》
成绝唱千古；对共度人生25年的续弦王闰
之，他誓与之“惟有同穴”；对红颜知己王朝
云，他恩宠不移，不离不弃，只因她懂他“一
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对待每一个爱他
伴他的女人，爱得多么纯粹。

自从过了五十岁，自从相伴有“东坡”，
我的日子过得快乐且从容。晨起，读一首
东坡诗，“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睡前，
听林语堂叙叙东坡事，“他是秉性难改的乐
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他是诗人、散
文作家，是新派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他
是政治上坚持己见的人，是月下的漫步者，
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人过五十，时间、体力、精力，已不如青
壮，却还得面临上有老下有小的现实。年
轻时理想的尺寸太大，过中年，现实的尺寸
太小。种种人生况味，幸有东坡带我回家，
让我从不服贴的人生尺寸中走出来，自欣
然，“人间有味是清欢”。

人生海海，书卷海海。时光苦短，书海
苍茫，人难读尽天下书山。读书日，煮一壶
普洱，借一角春光，捧着《一蓑烟雨任平
生——苏轼传》，如再闻先生之言绕梁：“回
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读书日，再忆是东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