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伍尔夫读书随笔》，有一篇提到
普通读者的读书乐趣，有一段话，读的
时候不禁莞尔且要大笑，当时印象深
刻。后来偶尔想起，依然精彩却不记得
具体是怎么说的了。当时书是从图书馆
借的，一天想着要不重借再重温那段话，
最终，索性还是从网上买了一本。书收
到后，立即翻到了那一篇。文章前面讲
普通读者虽然不是什么文学评论家，但
对作家的写作并不是全无意义的。她
说：“普通读者是为读书而读书的，没有
什么专业目的，读得不慌不忙。他们的
判断时而很宽容，时而又很严厉，这对
提高作家的写作，难道没有好处吗？”

当然，我们普通读者读书的时候并
没有想到这许多，乐趣，可能才是我们
读书的最终目的吧。

公园的一个角落生长着一片桂树
林，有一条很幽僻的小路穿过树林。我
每次去公园散步的时候都会绕到这片
树林里来。在一年的不定哪个季节经
过的时候，都会出其不意地被一缕幽香
悄悄拉扯住衣襟，让你脚步踉跄一下，

让你驻足，让你细细地搜寻那米粒一般
的小花簇，让你轻轻地把脸凑上去，闭
上眼，深深地呼吸，让你在一瞬间忘记
身外这个凡俗喧嚷的世界。打开一本
书，也是这样，在与好文字血脉相通的
那一刻，书当快意，有此足够，哪还需要
其他的奖赏呢？

张宗子的《书当快意》是他 2007 年
出版的《书时光》的修订本，说是修订
本，其实改动蛮大，更换了其中1/3的文
章，分为“在那风清月霁之宵”“《水浒》
及其他”“苏东坡的世界”“桃花万树红
楼梦”，都是他许多年来读这些经典的
感悟文字。

喜欢读宗子的文字，从《书时光》开
始，一路读下来，竟然也有十几年的时
间了。宗子回忆编定《书时光》的情形，
是在 2005 年。十几年的时光，他说，从
读书的角度看，一切都好像还是昨天，
但在生活映照下的文字，似乎多了被风
干的感觉。他的朋友评论说，从他的第
一本书到最新的书，感觉是从李白变成
了杜甫，这种变化不是文学或者文字的

好坏，而是精气神儿。其实时间之炉锻
造的不仅是一位作者的文字，时间也改
变了一个读者。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是，随着读者阅历和眼界的变化，对一
本书的理解和着眼点也会产生变化。
但是一个读者的好奇心永远都不会变，
这种好奇心不管是像宗子说的，在读书
几十年后，发现读书还是一次次初出茅
庐的冒险，因此可以重新咀嚼先贤留下
的每一个字，还是每每打开一本新书却
发现有恍若故人重逢的喜悦，都是珍贵
而美妙的。

所以，一拿到这本《书当快意》，虽
然里面的每篇文章都读过，但重读依然
有恍若初见的欣喜。

其实写读书随笔最能见出一位作
者的见识和眼力，还有心性。读这类
书，以前关注点在于有没有读出和作者
有相同喜好的莫逆于心的相视一笑，比
如对某一本书、某一个人物或者某一个
作家，有相同的看法，作者写出了你想
说而不能说的，读到这样的地方恨不能
和作者击掌。或者是藉着作者的读书

视野替自己寻到一片还未曾踏足的读
书领域。而现在则更想探究的是隐藏
在文字背后的人和故事。譬如读《马二
先生游西湖》，十多年前读的时候对这
篇无甚印象，对马二也甚无好感，觉得
他在庙里低着头乱撞的样子很讨厌。
可是现如今重读此篇，却感慨万千。不
仅觉得马二先生可爱，还读出了宗子先
生的细心如发和良善悲悯。马二先生
只是一个平凡的小人物，和传奇人物的
高华亮丽相比确实不起眼，但就像宗子
在文末说的那样：“唯凡人故事只是朴
实平常，小人物一无神智，二无天佑，行
动中或蛮憨蠢顽，或首鼠两端，捉襟见
肘，漏洞百出，可笑复可叹，但内心的喜
怒哀乐，或许才是更本质，更有普遍性
因而才是更深刻的：我们无须任何努
力，早已身在其中。”又譬如《绿野仙踪》
里可笑复可叹的穷儒邹继苏，作者写他
饱受嘲弄的一生，而宗子却读出了在邹
老儿一杯半盆的可笑背后是汪洋大海
的悲哀。这样读书才是读书，而读书的
跌宕自喜，尽在其中。

跌宕自喜尽在阅读中
鲁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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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守望精神 打开思想

提示

在当代文
学创作中，小说
《红岩》经久不
衰、感人至深。

但鲜为人知的是，真实的
红岩革命斗争史比小说
更加精彩与深刻。档案
的解密为世人了解那段
历史提供了可能。《忠诚
与背叛》以翔实珍贵的解
密史料、生动纪实的写作
手法，引领读者来到历史
现场找寻真相，也带领人
们在坚守与迷失、崇高与
卑微中看到信仰的力量
与光辉。

“红岩”题材的再挖掘

在当代文学中，讴歌革命志
士坚守信仰的《红岩》无疑是一部
优秀的革命英雄传奇，这部由罗
广斌、杨益言共同创作的长篇小
说，传递出的红岩精神熠熠生辉，
它所塑造的共产党人的英勇形象
感染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也
促发在当代文学创作中，以“红
岩”为题材的作品层出不穷。《忠
诚与背叛》即是受小说故事触动
和影响所作，以《红岩》小说为创
作基础，以珍贵的解密资料为依
据，以报告文学的记述方式，对

“红岩”故事从历史角度再次寻访
和探究，不仅再现了那段革命岁
月中的斗争故事，也让人们又一
次受到精神上的洗礼。

史料是研究和认识历史的依
据，是历史学家借以“重现”历史的
基础，也是文学创作者挖掘创作的
丰富土壤。用大量史料和采访还
原红岩故事的《忠诚与背叛》，解密
内容的呈现不仅仅是史料的简单
充实，这种对既有历史题材的多角
度挖掘，更是对红岩精神内核的提
炼与再表达。

《忠诚与背叛》书写了众多革
命先烈的忠诚言行，不仅在内容
上再现“11·27”大屠杀“血染红
岩”的惨景，揭秘革命志士成功

“越狱”白公馆的真相，还介绍了
《红岩》作品中“许云峰”“江姐”
“彭松涛”“小萝卜头”等众多人
物的原型，与此前诸多“红岩”题

材作品相比，该书对革命者被关
押和用刑的描写更加细致，有力
地 唤 起 人 们 对 英 烈 由 衷 的 敬
佩。同时，《忠诚与背叛》独辟
蹊径，以对正反人物故事和众
多事件讲述的方式，让敌我双
方 彼 此 所 表 现 出 的 崇 高 与 卑
劣、忠诚与背叛形成鲜明反差，
这种尝试和再现不仅有助于主题
的升华，也促发读者对红岩故事
的深层次了解。

血的代价昭告坚守的意义

《忠诚与背叛》描写的故事悲
壮激昂、骇人听闻，它既是一部革命
者的血泪史，又是一部昭示信仰坚
守的抗争史。在阴森的渣滓洞和
白公馆里，在老虎凳、火烙铁、手指
插竹签子、电刑座椅、吊鸭浮水等
用刑现场，革命者坚强反抗的大义
凛然之声在回荡。忠诚的共产党
人自身遭受酷刑致残，孩子也难逃
被伤害。8岁的“小萝卜头”宋振
中、不满 1岁的“监狱之花”卓娅、
年仅 2 岁的王小华和仅仅出生几
个月的王幼华被无情射杀……面
对灭绝人性的做法，革命战士写出
激昂的诗文相互鼓励，他们在监狱
里建立党支部，与敌人斗智斗勇，
宁死不屈，涌现出许建业、罗世文、
彭咏梧、江竹筠等坚定的共产主义
战士。作者在史料中反复寻找和
思索，用大量翔实准确的素材集中
表达，呈现忠诚的共产党人真实的
内心世界，虽然血的代价让人心痛，
但也让真实崇高的人物形象巍然

屹立。
自古巾帼不让须眉，红颜不

输儿郎。在《忠诚与背叛》中，作
者用大量的笔墨对狱中的女共产
党员进行了深入描写，让我们看
到了她们柔弱的身躯里不屈的灵
魂。据统计，当年在被叛徒出卖
牺牲或脱险的革命者名单中共有
20 多 名 女 性（其 中 有 3 名 是 幼
女），但无一人成为叛徒。这些女
战士许多和丈夫一起走上革命道
路，她们为了革命抛家弃儿，在狱
中又经受了非人的待遇，甚至抱
着年幼的孩子一起牺牲，可谓惨
烈。作者通过解密的史料还原历
史细节，又实地采访收集资料，多
方面记述和呈现这些女共产党员的
事迹，让人流泪之余也引发感慨，身
为女性，她们内心的弱点众所周知，
她们是父母的孩子、丈夫的妻子和
孩子的母亲，可面对敌人的酷刑，她
们舍弃小爱，成就对国家和民族的
大爱，足见对信仰的忠诚。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法国哲学家萨特说：“世界上
有两样东西是亘古不变的，一是
在每个人头顶上的日月星辰，一
是深藏在每个人心底的高贵信
仰。”信仰是忠诚之根，《忠诚与
背叛》讲述共产党人为革命献身
的故事，但也让人感受到个人理
想汇成共同坚守的信仰的力量
是如此震撼人心。面对白色恐
怖的环境，忠诚的共产党人舍弃
家人、心系党组织和战友；面对

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从容不
迫、宁折不弯；面对背叛者的威
逼利诱，他们横眉冷对、不为所
动。该书用一段段鲜活和真实
的人物事迹，昭示信仰的力量，
也启迪现在的人们，如何坚定
理 想 信 念 ，如 何 去 追 求 、去 生
活、去奋斗，怎样实现个人价值
同社会价值结合，为国家和民
族发展贡献力量。

有忠诚就有背叛，在共产党
人面对死亡永不低下高贵的头颅
时，背叛者越发显得低劣。该书
提及凝聚红岩革命志士血泪嘱托
的“狱中八条”昭示了历史，揭露
了背叛者卑鄙的灵魂，也见证了
革命者的忠诚，即使身陷囹圄也
不忘思考党的事业发展。作者用
多个人物和事件呈现，在还原一
个真实的“红岩”过程中，对那些
卑劣的灵魂进行了无情的鞭笞。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今天，《忠诚与
背叛》无疑也是一部极好的教科
书。它将我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从
档案和当事人、革命者后代的回
忆等资料中重新进行梳理，将故
事从小说的“典型化”还原到真实
的历史状态，把革命者和背叛者
个体生命历程和国家命运相结
合，不仅再现了有坚定信念的革
命者的尊严和力量，也再现了背
叛者的怯懦、无耻和失魂落魄。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忠诚与背
叛》所书写的关于信仰坚守的故
事，正迸发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
和引领力。

昭示信仰的力量与光辉
张 瑜

《无题》
一枝清采妥湘灵，九畹贞风

慰独醒。
无奈终输萧艾密，却成迁客

播芳馨。
据《鲁迅日记》1933 年 11 月

27 日的记载，上面这首七绝是书
赠日本友人土屋文明的。其人是
山本初枝的朋友，托她向鲁迅求
字，鲁迅为他写了这样一份条幅。

这首诗完全采用楚辞的语汇
和意境，说幽兰斗不过萧艾，在生
活中这样的人便成为被放逐的

“迁客”，换一个地方，仍然保持自
己的芳馨并且把它扩散出去。

那时颇多友人劝鲁迅为免受
迫害、多做事情而出国去，鲁迅也
曾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最终决定
不走。鲁迅在这首诗里表示，即
使自己不得已而出国，也将继续
奋斗，传播革命的思想。

《酉年秋偶成》
鲁迅有一首五绝是 1933 年

底写在条幅上赠给通过郁达夫向
鲁迅求字之黄振球的，后来被题
作《无题》，而在手迹中有“酉年秋
偶成”这么一行字，所以此诗其实
应当题作《酉年秋偶成》，2005 年
版《鲁迅全集》已经这样改订过来
了。诗云：

烟水寻常事，荒村一钓徒。
深宵沉醉起，无处觅菰蒲。
黄振球在 1959 年将这条幅

的原件捐给了上海鲁迅纪念馆。
这首诗抒发了鲁迅内心深

处的一种悲观的估计，他设想自
己将如同一个孤独的渔翁，隐藏
于茫茫烟水的深处，处境很难，
连想寻觅一点儿“菰蒲”即最起
码的生活资料（菰米可以充饥，
蒲草能够编席）也找不到。鲁迅
后来在《亥年残秋偶作》诗中再
一次说起“老归大泽菰蒲尽，梦
坠空云齿发寒”，不仅菰蒲已尽，
而且即使在梦中也会牙齿和头发
都深感寒冷。

尽管如此，鲁迅仍然坚持其
初心不改。

一般来说，对于美好前景的
期望总是能够成为一个人艰苦奋
斗的精神支柱。鲁迅不同，他的
奋斗是为了改变国家和民族的现
状，而与自己的前途无关，他预计
自己的未来可能很暗淡。

鲁迅的特色在此。周作人说
鲁迅有很深的虚无主义思想，就
鲁迅对个人前途不抱什么美好希
望而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在
无所希望中得救”（“野草之十五”

《墓碣文》），鲁迅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就这么说过了。
《闻谣戏作》
鲁迅旧体诗中带有戏作意味

的有好几首，而在题目中直接标
明的只有《闻谣戏作》（旧题《报载
患脑炎戏作》）。那时有人在天津

《大公报》上造谣说，鲁迅大脑有
重病不能写作了，鲁迅回答说：

横眉岂夺蛾眉冶，不料仍违
众女心。

诅咒而今翻异样，无如臣脑
故如冰。

这里用了一种经过改造的屈
原的语气，幽默地表明自己头脑
很清醒，绝未发生谣言里所说的
得了脑炎从此不能写作的情形。

在1934年3月15日夜书赠台
静农的手迹中，末句中的“臣”字
特别写得小了一号，以表示对造
谣者的讽刺。

鲁迅生活于清朝末年，辛亥
革命推翻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
制王朝，稍后的袁世凯称帝算是
一次回光返照。但是蛮不讲理气
焰很高的人物还是有的。鲁迅就
碰到过这样的情形，为了反击和
抗争，他有时便自称为“臣”，借以
讽刺对立面，揭露他们高高在上，
妄自尊大，胡作非为。

在上世纪 20 年代末的“革命
文学”论战中，一批年轻的革命文
学家拿鲁迅开刀祭旗，对他大加
口诛笔伐，扣了许多帽子：小资产
阶级、资产阶级、三个有闲、封建
余孽……有些文章的态度相当蛮
横。鲁迅稍一反击，他们又批评
鲁迅态度不好，气量狭隘。对此

鲁迅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后收入《三闲集》）一文中写道：

……不过今年偶然做了一篇
文章，其中第一次指摘了他们文
字里的矛盾和笑话而已。但是

“态度”问题来了，“气量”问题也
来了，连战士也以为尖酸刻薄。
莫非必须我学革命文学家所指为

“卑污”的托尔斯泰，毫无抵抗，或
者上一呈文：“小资产阶级或有产
阶级臣鲁迅诚惶诚恐谨呈革命的

‘印贴利更追亚’老爷麾下”，这才
不至于“的确不行”吗？

当时创造社、太阳社的文学
家自认为是革命的“印贴利更追
亚”（知识分子），别人都不行，鲁迅
则尤其不行，唯我独革，态度蛮横。
所以鲁迅在文章中用自称为“臣”的
文句予以讽刺还击，言外之意是说，
不知道对方何以有那么大权力，随
便给人定性，像个皇上似的。

《闻谣戏作》中的自称为“臣”
也是这种绝妙的修辞；又如早一
点儿的一首《无题》道：“禹域多飞
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
酒颂 皇仁。”此诗揭露当局的

“仁政”其实乃是残酷的暴力镇
压，最后也是以称臣的语气来表
达讽刺和抗议。这里没有出现

“臣”字，但其手迹中在“皇”字之
前空了一格——这是封建时代的
传统规矩，提到皇帝要另起一行
顶格书写，至少也要在前面空一
格，以表示尊重，鲁迅即借此种传
统来表达反讽。现在去古已远，
鲁迅这些修辞手法和书写行款的
深意，都很容易被忽略过去。而

一旦注意及此，便深感有意思和
趣味。

《戌年初夏偶作》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

动地哀。
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

听惊雷。
鲁迅这首诗是1934年5月30

日书赠日本友人新居格的，其手
迹在正文后有“戌年初夏偶作，以
应/新居先生雅属”这样两行字，
后来在收入《集外集拾遗》时没有
看到手迹，遂作《无题》处理，到
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的《集外集
拾遗》，已改订为《戌年初夏偶作》。

后来，“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句
几乎成了成语。

这一句确实精彩绝伦，充满
了辩证法，体现了鲁迅看事物看
形势时那种具有穿透力的眼光。
在他 9年前写的散文诗《墓碣文》

（“野草之十五”）中，就曾有过这
样的几句：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
上看见深渊。

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
无所希望中得救。

特立独行，不同凡响。这里
又说于无声处听到了惊雷似的巨
响。这不是一般的耳、一般的目、
一般的感觉。在戌年初夏的一年
以前，鲁迅作有《推背图》一文（后
收入《伪自由书》），其中提到有时
可以“从反面来推测未来”——读
鲁迅的杂文和诗，如果能由此得到
启发，我们的思维水平或有望提高
一个段位。

鲁迅旧体诗的深意
顾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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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瑞和5年里9次回到祖国游历，行程近5万
公里，基本是坐火车走完的。

他详细记录了旅途中的衣食住行——每位旅
人都会遇到的问题——有效拉近了与读者的距
离。作为一个研究唐史的文化旅者，他又有着别
具一格的人文地图，能在理所当然的景点之外，勾
勒出尘封的历史脉络，他北上河套，探访杜甫《塞
芦子》“五城何迢迢”诗中的受降城等 5座唐代边
塞军镇；他乘坐火车重走安禄山从渔阳起兵进军
长安的路线，去体验“渔阳鼙鼓动地来”……但读
者却又并不因此觉得旅途是用书袋铺就的，其笔
下有浓浓的烟火气和市井味，比如小贩在站台上
推着售货车向临时停靠的火车旅客兜售当地特
产，旅客钻进火车硬座底下睡觉……给我们留下
了一幅幅关于民生百态的风俗画。他的旅途走得
从容恬淡，对种种意外和尴尬的置之一笑，对历史
兴替的淡淡哀愁，对光线明灭、草木气息和寒暑凉
温的细致描摹，可以反复细看而不觉堂皇的压迫，
也没有初看惊艳，继之嚼蜡，久之生厌之感。

从大都到上都，即北京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
正蓝旗，53岁的罗新走了 15天，每天绘有行程地
图，行走、体察和思考连缀起图上的地点，生成一
部好看的 450 公里徒步流水账，阅读中打开卫星
地图感受这一旅途，也是不错的体验。

这条路，元代是皇帝的巡行辇路，明代是汉蒙
对峙交流的孔道，清代是羁縻漠南蒙古各部的朝
贡线路，所以罗新一路上会想起元代扈从文臣的
纪行诗文，想起以汪古、朵颜等部的繁衍迁徙为标
志的游牧与农耕文明进退交融，想起清末外国记
者、学者的越野和社会考察，又触景生情想起若干
西方徒步文学作品，书中征引的文献极多。掌中
书，脚下路，他用脚丈量大地，用历史观照当下，用
极限探寻自我。该书对沿途风土人情的刻画相对
单薄，这一点不如赖瑞和的《杜甫的五城》。倒是
作者走在陌生的地方，于体力透支之际，每每回顾
自己生命来路中的人和事，颇为真诚，令人动容。

9 年间，刘子超数次探访中亚五国——乌兹
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土库曼斯坦——经历过去与未来的寻觅之
旅。张骞到访的费尔干纳，玄奘经过的撒马尔罕，
李白出生的碎叶，陀思妥耶夫斯基流放的塞米伊，
旅人的这一步也许就覆盖在千百年前某位历史人物
的脚印上，那是一种多么奇妙的体验。在作者冷静流
畅的文字下，中亚这片陌生的土地缓缓铺陈开来，一
个个平凡的人物迎面走来，短暂交会后又投入自己的
生活，一处处历史遗迹与自然景观交错出场，既是背
景又是主角，更有文学、艺术、地理、政治、社会等多维
信息穿插其中。在这片见证过长安的丝绸、撒马尔罕
的金桃和天竺的佛经的土地上，他和那么多偶遇的路
人喝酒聊天，捕捉到任何一个细小的声音和表情，转
身便像文献调查一样刨根问底，城镇、传说、冲突、
破败和希冀、努力与无奈……纵深的历史感，鲜活
的时代感，在这片土地和正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
人们中慢慢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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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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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鲁迅的旧
体诗创作受到
周围环境和自

身境遇的影响，因此带有
明显的时代、情感特征。
而他对于民族命运的关
注、对人民深深的爱以及
渊博的知识、开阔的精神
视野，都让诗作呈现了气
象不俗的文化品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