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喧嚣会制造更多的喧嚣，而沉静的阅读，却自会透出思想的静穆，人格的力量。

《巴比伦空中花园》

[日]?泽龙彦/著
袁璟/译
浦睿文化·湖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巴比伦空中花园》是涩泽龙
彦逝世 30 周年时，由日本河出书
房重磅推出的特别纪念文集。 打
开这本书，就像进入了一家神奇的
植物博物馆。 植物界没落的贵族
们、植物界的伊卡洛斯、药草与毒
草、香料、琥珀、对于庭园的偏爱
等，《巴比伦空中花园》收录了涩泽
龙彦有关植物的 18 篇独具魅力
的散文，是一次对涩泽龙彦庞大书
系的梳理。

《我认出了风暴》

张莉/?
译林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散文集精选鲍尔吉·原野、雷平

阳、李敬泽、李娟、李修文、刘亮程、

塞壬、张天翼、周晓枫九位优秀散文
家的代表作，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
表现作家向外界、 向自身探索的成
果。 “我认出了风暴”取自里尔克《预
感》，编者、评论家张莉以此来表达
自己阅读到这些作品时的心情。 每
位作家作品之后辅以张莉的解读文
章，以增进读者理解。

《泡沫集》

张欣/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20 年 10 月版
作家散文集。 收录张欣近几

年的创作随笔、与读者和评论家的
思想交锋问答录、日常生活中的有
趣灵魂。“日常即殿宇”是她的创作
精髓，也伴随着她有趣的生活。 张
欣的散文语言洗练老辣，往往在寥
寥数语间刺探到现代人焦虑问题
的本质，而又有温暖的抚慰，体现
了成熟作家的犀利和悲悯。

沉静的阅读
何述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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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读书日的第二天，我参加了一场发

生在武圣宫的阅读会。这是一场公开而又隐

秘的阅读会。说公开是许多人都看到了那样

的画面，说隐秘是它或许只发生在少数人的

心灵深处。关圣帝一成不变地向我推荐他祖

辈父辈秉持的煌煌经典：《春秋》。

有关资料记载，关羽的祖父关审、父亲

关毅，都已经把《春秋》作为必读的经典，春

秋大义早就浸润在这个家族血脉之中。一种

高贵的精神气质的确是靠几代人涵养起来

的，手上没有一本日月经天的大书，肯定无

法理解世间“忠义”为何物。关羽是个失败的

英雄，但他的声名却在他去世之后逐步盖过

许多胜利的英雄，最后如日中天，甚至成了

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经久不衰。

书页翻动的声音像午后老树上掉下的

枯叶一样，几乎没有人听得见。 也没有人注

意到。 在神州大地上，这本书在关公手上已

经翻阅了一千八百多年，还不算他生前翻阅

的时间。

一个临清流、倚武庙的南方古镇自有它

骄傲的资本。 这里出现多少独行君子先天

民，诞生多少雄奇曼妙的诗章都不奇怪。 更

何况，洛江古渡口古木参天，台阶莹洁，河水

清澈。 差不多十年前，我第一次进入中渡古

镇，只能算是一次简单的经过。 但已经不可

能忘记两件事物。 一是保存完好的关帝庙，

二是洛江清流涌动的古渡口。穿越老街时我

还拍摄了一只线条精致生动的石狮子，一看

就知道是有年头的古物。现在的工艺已无法

达到这样的境界。这两件事物以及那只随时

可以在古镇蹿来蹿去的石狮子，一经入眼走

心，就在我记忆中植了根，并且很容易开花

发芽。 我不用刻意去念想，河水自会在意识

深处碧波涌动，汩汩长流。在意识堂宇里，关

帝庙流光溢彩，庄严肃穆，风清气正。

这之后，在别处见到关帝庙，有时仅仅

是图片资料，我都立马想起中渡古镇的武圣

宫。 它几乎成为一个完美的参照物，又仿佛

是一方夜空的重要星宿。 整座建筑十分典

丽，屋顶上葫芦两边的两只飞鹿（或曰其一

为麒麟）增加了吉祥灵动感。 屋宇下承载柱

子的石础古色古香，柱子上悬挂着豪气干云

的联句。庙堂之中，关公是座像，他一手轻轻

放在左边的膝盖上，一手拿着《春秋》，我突

然发现这是一个只看书， 不看人的关圣帝。

这个情景竟然深深地吸引了我。

同时吸引我的还有旁边拿着青龙偃月

刀侍立的周仓 , ?一旁是手捧汉寿亭侯印

鉴的关平。 汉寿亭侯，这个爵位并不算高，

因为这上面还有王等更高的级别。 关圣帝

之所以十分器重 ，我认为是这个 “汉 ”字对

他至关重要， 这个封号是他赤胆忠心报效

汉廷所获得的最高荣誉， 也是他最引以为

豪的。 作为神像的关老爷跟许多被奉为神

灵的人物形象不同，在所有的庙堂中，他似

乎都不与朝拜者交流，而是独个儿、自顾自

地埋首读书。他不与外界各种目光对接，不

去理会世间的种种言语， 对那些形形色色

的诉求、对他前方摇曳的烛火、升腾的青烟

看起来熟视无睹， 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里。我想，是因为周仓用大刀守护着他的阅

读。这是一场阅读的盛宴，它需要用大刀来

守护，用一生的荣誉来守护。他或许早就预

料到，后世人类的阅读将会越来越艰难，各

种诱惑，各种侵蚀，各种干扰和破坏纷至沓

来，各种声音都在说服你放弃。若是没有大

刀的守护，没有荣誉和尊严的加持，恐怕真

的无法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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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示现的不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勇武

形象，而是一个静穆虔敬的阅读者。 烛光把

他的脸庞映得很红很红。 他无须与人较劲、

对峙，他的忠义本身就昭示一种力量。 他的

目光无须投向朝圣者， 向他们传递任何信

息。他只专注于他的书本，他的世界，专注于

他的《春秋》。 或许他要告诉世人、提醒世人

的，是他手上的这本《春秋》的思想和价值，

提醒人们礼拜神灵的同时，需要了解神灵关

注什么东西，目光又朝向哪里，神灵所崇尚

的精神，又是什么。

以自己为例，他崇尚的是《春秋》，孔子

编述的《春秋》。作为一本鲁国的编年史，《春

秋》 实际载录的内容却涵盖天下发生的大

事，时间跨度两百四十二年。重大事件、重要

人物，书中皆有臧否。 明是非，补弊起废，这

一本强调保持“本己”的书。 在我理解中，这

也是现在所说的初心。 太史公司马迁在《史

记·太史公自序》一文中称《春秋》为“天下仪

表”“礼义之大宗”。他说：“拨乱世反之正，莫

近於春秋”，“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 又说：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

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察其所以，

皆失其本已。 ”太史公引用《易经》的说法“差

之毫厘，谬以千里”，认为一旦心灵失去了准

针，有一点点偏离，就会酿成大错。

关圣帝阅读《春秋》的形象早就遍布华

夏大地山川。在我看来，他不仅是一个武圣，

也是一个读圣，一个坚定的阅读者。 在他的

引领下， 秉烛夜读成了许多士人的日常功

课，也成了读书人切磋学问、同气相求的最

高境界。 面对每年要来临的世界读书日，许

多人都在忙着推荐阅读各种书籍，我则在拜

谒武圣庙时，再一次近距离感受这场旷世的

阅读，觉得冥冥中自有一种安排和启示。 那

么，我们怎么样来思考我们的阅读呢？ 太多

的人推荐阅读、倡导阅读，是否意味着阅读

已经产生了危机？我们有没有守护这场阅读

的那把青龙偃月刀呢？那一道穿越时空的凛

冽的寒光， 的确可以让阅读成为真正的可

能。有没有为这场阅读进行认定的震动山河

的一方印鉴？有没有建立起一座供自己心灵

遨游的精神殿宇？这个世界，恐惧、焦虑与灾

难从未真正消除，大地的欢欣与忧愁百感交

集，没有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胸中没

有涌出超越功利的脉脉清流，阅读一定会变

得很艰难，至少不那么纯粹。 手上的经典会

慢慢模糊了面容，直至被风吹散，被雨打湿，

化为尘土。

这让我们深深地思索。 在关帝庙的阅读

中，武圣推荐的是《春秋》，聚焦的是王道、人

事、人伦、国家兴衰成败、万物荣枯聚散。 孔

子把他的思想， 隐藏在惜墨如金的句子后

面，深藏在一个字一个词之中，以有限的文

字指向无限的可能，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简

单的文字，若要永久，必须具备深刻的思想

内涵，以及丰富的情感。一切泛滥的表达，像

洪水一样很快就会消退，只留下黄泥浆涤荡

过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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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渡武庙建于清乾隆三年 （公元 1738

年），武庙前面有戏台。 人间多少忠义邪恶，爱

恨情仇在这里上演。 武庙经受战争及各种颠

簸，得到完整保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传奇。

古戏的不断上演， 加深了人们对人间良善与

忠义的认识，进而更好地维护武庙，可能也是

一个原因。 在当地人的叙述中，这里曾有一个

小男孩，因买不起戏票，他在清场之前就躲在

关公神像背后， 等人多了才蹑手蹑脚走下神

坛，混进人群。 以是因缘，他得以观看许多刀

枪剑戟的戏剧故事，《三气周瑜》《杨五郎出

家》《梁红玉》《空城计》《定军山》等等，也目睹

了情感悱恻的 《西厢记》《白蛇传》《秦香莲》，

从戏台上认识了才子佳人、英雄奸佞、初步品

味了人生的疑惧惊悔。 戏台向他展现了世间

百态缤纷传奇，打开了一扇通向历史、现实和

人性的大门， 而这一切， 都是拜关公神像所

赐———戏班子负责清场的人员出于对关公的

敬畏，不会走到神像背后查看。 后来这个小男

孩长大后从军，经历了真正的刀枪剑戟，晚年

游历东北时，听到熟悉的桂剧的唱腔，马上寻

声而去，认识了两个在东北生活的桂林人。 这

两个桂林人，常常靠唱桂剧缓解乡愁的苦痛。

中渡古镇的桂剧岁月， 也唤起这个老男孩无

边的武圣宫回忆……

近两千年来， 关羽在圣殿上秉烛夜读，

向一代代的世人推荐《春秋》。 他一视同仁，

无论是官僚商贾，平民百姓，无论是风云战

将，还是潦倒文人，他都告诉你，深夜可以有

一盏灯，有一束烛火，有一点点光，就可以照

亮一部名叫《春秋》的经典，继而让心地变得

亮亮堂堂。

一场像烟花一般声势浩大的世界读书

日中，有人推荐了这本书了吗？ 关圣的读书

会没有一句话，更没有主持人，他总是旁若

无人地埋首苦读。 沉默的阅读，或许比一切

话语的推介，更能捍卫读书的尊严，也更能

给心灵以启发，给社会以沉静。 喧嚣会制造

更多的喧嚣，而沉静的阅读，却自会透出思

想的静穆，人格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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