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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扬州古城小巷，不经意间看到

青砖墙上张贴的许氏家训：“千好万好

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站在这幅家训

下，我沉思良久，感慨颇多。

这句寥寥十几字的家训，不知道是

这个家族几代人的成功经验还是失败

后的深刻体会。但仅凭这十几个字，我

们也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为什

么要读书？我也上过学，也认认真真读

过十几年书，且现在电子信息发达，我

也一直未停止过各种阅读，但从内心来

讲，并未感觉读书是千好万好中的“第

一等好事”。

关于读书的意义，我非常认同扬州

晚清第一名园何园主人何氏家族的观

点。他们认为，“真正的读书以百遍为

度，务要反复熟嚼，方始味出。使其言

皆若出于吾之口，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

心，融会贯通，然后为得。如未精熟，再

加百遍可也。”真正的读书，要熟嚼、精

熟，一百遍不够，再加一百遍，要达到人

书合一的境界，才有益于智能的提升，

才称得上读有所得，才有益于做学问。

而何氏家族中也的确出了翰林、院士、

博士、画家等人才，足以证明读书的意

义所在。

反观自己，因工作繁忙，已经忘记

有多久没有完完整整、仔仔细细、反反

复复地读过书了，也忘记自己如饥似渴

从书中汲取营养，发现一句顶一万句的

哲理的感觉了。这个时代节奏越来越

快。我们心心念念如何创造财富，如何

规划未来，如何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

们为了众人眼中的成功标准一路奔跑，

一路追逐，升学、升职、升薪，却浑然不

知自己到底想利用百年时间跑向何方，

也未认真思考仅凭我一己之力的短暂

人生到底能跑到何种程度。

我们习惯快餐式阅读，各种微信帖

子看时感触良多，看后马上就忘，政治、

经济、娱乐、体育、健康，各种信息交错纷

杂，我们来不及细品，来不及消化，就被

新一轮信息覆盖，渐行渐远中早已忘记

我们的灵魂到底需要什么。我们仿佛知

道得更多，却忘记人生百年光阴，精力、

能力有限，执念广度就会缺乏深度。

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发明青蒿

素就是因为精心研读古书籍而大受启

发。葛洪在《肘后备急方》中写道，“青

蒿一握，水一升渍，绞取汁服”。屠呦呦

读此反复琢磨，发觉青蒿使用的古法并

不是通过水煎加热而是直接“绞汁”，从

而大胆假设水煎可能破坏药效，于是组

织反复试验，改进了提取方法，最终采

用乙醚冷浸法低温提取而获得成功。

像屠呦呦这样读书，从“绞汁”两

字中精嚼推演古人的治疗方法，思考

古人的成功经验，在文字中传承，让古

人的智慧为我所用，从而挽救无数人

的性命。这才不愧是认真读书的最好

典范。当然也只有将读书的效果深深

根植于事业，根植于人类科学和文明

的进步，才能像水滴汇入大海一样永

不干涸。

读书，不是为读书而读，也不是读

了就算读书。“反复熟嚼，方始出味”，熟

读才能感受到读一篇顶一万篇的感

觉。多读才能感受无数哲人、先人、前

辈的智慧，才能找到“其言皆若出于吾

之口，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的感觉。

也许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真正领略“千

好万好第一等好事便是读书”的真正内

涵。就像只有登顶泰山才能体会一览

众山小的壮阔一样，我们只有行动起

来，认真读书，书读百遍才能真正体会

到“千好万好读书最好”的真正滋味。

反复熟嚼 方始味出
■赵清华

由迟浩田上将题写书名的《五洲揽
胜》一书（黄河出版社），是作者潘宗纪
游历欧、亚、美、非、大洋洲和祖国大江
南北的生动写照，也是他大半生心路历
程的真实记录。

潘宗纪的旅游可谓学习之旅、勤奋
之旅、收获之旅，与说走就走、“上车睡
觉，下车拍照，回来问起啥也不知道”的
“走马观花式”旅游显然不同。每次出
行前，他必先做足“功课”，重点是旅游
攻略：旅游讲究特色，线路务必科学，资
料尽量全面，景点力求完美。凡经之
地，他皆拜导游、司机为师，处处留心，

时时观察，事事必问，无所不求。既猎
奇访胜、探幽寻秘，又关注所到之处的
历史文化、风土人情等，努力把感受到
的东西变成作品，用来感染人、吸引
人。说他“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填补
了空白”，似乎也不过分。

十几年来，他走到哪里就把游记写
到哪里。这些探人所未知、想人所未
想、记人所未记的文字，都是在等车、候
机等旅行中眼看手记、一点一滴积累
的。每游完一天，别人抓紧休息，他却
挑灯夜战，及时整理、修改、补充、完善
当天资料。返程后本该歇息几天，可年
近七旬的他却趁热打铁、起早睡晚，把
沿途用眼观察、用笔记录、用相机拍摄
到的所见所闻一件件核查、一帧帧挑
选、一篇篇提炼，让读者从景观再现和
心灵感悟中产生中外文化既美又雅的

共鸣。
《五洲揽胜》览天下胜景、荟万种风

情，图文并茂、情景交融。生动传神地
讲解山水名胜、奇观异景，有浓厚生活
的真实感。他记人状物用动态描绘手
法，做到精心、精细、入微，让人物栩栩
如生，呼之欲出；他纪事抒情，辞婉语
轻、娓娓绵长，寓情于景；他写史论理，
尤为穷究既往，奋扬开来，既像千尺瀑
布飞流直下、力透坚岩，又充满深情，发
人深省。该书融通俗、趣味、可读性于
一体，既是记叙华夏风光的佳章，又是
考察异域人文的美文；既让旅游人更会
旅游，也让不爱旅游的人在家就能看到
崇山峻岭、江河湖海雄、险、峻、奇、秀的
美丽风光。

该书不是景无轻重，面面俱到、有
闻必录，而是十分较真，巧妙取舍、见解

独特，达到艺术性和思想性的有机统
一。自出游以来，他以特殊旅游者的视
角，揽其探究、特色、欣赏之胜，努力在
出新、出奇、出彩上独树一帜。他始终
坚持“权威、严谨、客观、独立”的学术态
度，用探寻、求知、乐活之旅，汇聚旅游
资源，搭建共享平台，创新传播方式。
在所有景观记叙中，凡是能够找到科学
依据的，他从不放过。以国内游为例，
比如：趵突泉为何声震大明湖、沙山抱
泉为何不干涸、响沙山的沙子为何发音
响、人间瑶池为何出黄龙；还有，游记无
论长短，均突出重点景观，在重点景观
中，又突出重点景点，如《读一山一水一
圣人》等等，都讲得有板有眼、有理有
据、确凿无误，令人信服，读后眼前一
亮，甚至兴奋得拍案叫绝，确实提升文
化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不只有人称赞这部书为旅游的“百
科全书”，更有人感叹志向高远是作者
探索的“指路灯”，持之以恒是他求知的
“金钥匙”，学而不厌是他成功的“加油
站”。凡熟悉作者或读过他书的人，都
无不对他艰辛劳动的不懈奋斗精神、爱
憎分明的高尚情操和孜孜不倦的文学
追求竖大拇指。年逾古稀、游心不已，
这是何等潇洒、何等气魄、何等乐观！
愿老潘大哥不忘初心的人生大道，越走
越宽、越走越远！

用勤奋丰富人生
——读游记《五洲揽胜》

■岳长金

近年来，中国同捷克的人文交流不
断扩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奏响中捷
关系的时代强音》一文所指出，“中捷两
国人民素来互相欣赏对方的文明、文
化，近年来更是不断掀起交流高潮。”捷
克作家卡夫卡就是在中国引起广泛关
注的作家。

弗兰茨·卡夫卡是生活在奥匈帝国
统治时期的捷克德语作家，是西方现代
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对世界文学史
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变形记》讲述了一个人变成甲虫的

故事。一天早晨，某公司的旅行推销员
格力高尔·萨姆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
成了一只大甲虫。但格力高尔对自己成
为甲虫这件事毫无惊诧，只是焦急地希
望能起床赶去上班，因为如果他不能按
时上班，很可能会被公司解雇，而他肩负
着养家糊口的重担，不能丢掉这份工
作。他的变形引起了家人的恐慌，母亲
被他的外表吓得昏厥，父亲将他当作异
类，而唯一还同情他的妹妹也逐渐在生
存的压力下对他失去了耐心。格力高尔
因为变成虫子而失去了工作，家人都为
了生计而奔波，疲于奔命，无暇顾及成为
甲虫的格力高尔的生存状况。

父母为了增加收入，将空房租给房
客，把家里堆不下的杂物都塞进格力高尔
的卧室。后来，由于房客发现了格力高尔
的存在，要求退租，家人们感到家庭的经
济每况愈下都是因为格力高尔变成虫子
造成的，父母连同妹妹在内都对格力高尔
愈来愈厌恶，妹妹甚至认为，这个甲虫已
经不是自己的哥哥了，必须设法摆脱这只
虫子。格力高尔听到他最疼爱的妹妹说
出这样绝情的话，绝望地回到自己的卧
房。但尽管他被家人如此对待，在当天晚
上，他仍是怀着对家人的爱意离开了人
世。格力高尔死后，家人哭泣了一小阵
子，但随即感到解脱了，他们盘算着未来
光明的日子，开始了新的生活。
《变形记》展示了人在荒诞世界中

的悲哀处境。人们在压力巨大的资本
主义社会中，内心逐渐扭曲，丧失了自
己的个性，为了生存而异化为金钱的
“奴隶”。格力高尔需要在公司努力工
作以还清父亲欠下的大笔债款，他在公
司的重压下变成为公司卖命的“工作机
器”，但即便他多么尽心尽力地工作，都
得不到经理的信任，反而被怀疑有卷款
潜逃的可能性。

格力高尔为了养活一家人，在高强
度的工作中丧失了对自己个体的感知能
力，他的内心早就被异化了，因此他发现
自己变成甲虫时根本不感到惊讶。而他
的父母只把他当作赚钱养家的工具，发
现他变成虫子后，父亲厌恶地驱赶他，母
亲每次看到他恐怖的形象都会恐惧得快
晕过去，而最爱他的妹妹也渐渐不再关
心他——一次变形，将格力高尔家庭中
虚假的亲情假象撕裂。

格力高尔虽然变成了虫子，却是家

庭里最能够被称为“人”的个体。他虽然
成为甲虫，但具有人的意识。他渴望能
再次回到人类社会，却徒劳地发现自己
因为外形的变化而失去了工作和家人的
关爱。当他发现自己无法说出人类的语
言，而自己的模样也使家人受到了极大
的惊吓时，他努力缩进自己房间的沙发
下，避免吓到家人，并努力用自己的方式
向家人表达对他们的爱意。可惜的是，
他的家人因为恐惧他的外形而先入为主
地认为这只甲虫会攻击自己。

每次格力高尔因羡慕和渴望回归家
庭而爬出卧室，家人们都会紧张地把他
赶回卧房，虽然父母和妹妹经常会做出
这类让格力高尔伤心的行为，但他始终
都爱着家人，他总是担忧家人失去经济
来源后的经济状况，甚至常常思考自己
恢复人形后应当如何善待自己的家人，
还幻想自己能够送亲爱的妹妹去学小提
琴。可惜的是，他由于外形的隔阂无法
同家人交流，他越孤独地待在卧房里，就
越希望能得到家人的理解，但恰恰是这
种渴望最终导致他被彻底地抛弃并最终
走向死亡。

当然，人不会真的变成虫，卡夫卡在
出版《变形记》时曾对出版商强调，不能
在封面上画上昆虫，而最后出版的书籍
封面上，画的是一个孤苦的青年哭泣着
走出家门的图像。卡夫卡把现实生活中
存在的异化现象放大、夸张，用冷漠、克
制的语言展示出一场资本主义现代社会
中的变形神话，运用意识流、内心独白、
对比等表现手法，用一个荒诞而逼真的
故事展示了现代人真实的生存状况，揭
示了现代人异于古代英雄的孤独而得不
到拯救的精神世界。

弗兰茨·卡夫卡（1883-1924）：现代

主义文学大师，其一生只创作了三部长

篇小说《失踪者》《城堡》《诉讼》（一译《审

判》），创作了《变形记》《饥饿艺术家》《乡

村医生》等中短篇小说。卡夫卡生前非

常钦慕中国传统文化，曾读过德译本的

先秦诸子经典，尤其对《道德经》等赞赏

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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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驰

峭岩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始终都
在关注他的诗歌创作。我们友谊多年，
他几乎每出版一本诗集都会寄给我。从
写白求恩的长诗《高尚的人》，到写鄂温
克族历史的《静静的白桦林》，再到《一个
士兵和一个时代的歌》，近几年出版的
《遵义诗笔记》《烛火之殇》等。记得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峭岩在原解放军艺术学
院文学系任职，请我去讲现代诗歌，那时
他们的办学理念很开放，广纳各种思想、
流派、风格，但坚守军事文学的尚武精神
和献身品格，学员的作品在社会上有好
的影响。期间，峭岩出了一本诗萃精评，
我评了两三首。几十年间，我们来来去
去，互通有无，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不久前，青年评论家章闻哲女士出
版了一本《中国社会主义美学探微——
峭岩卷》(红旗出版社)一书，对峭岩的诗
歌做了全面的理论解析。这本书以美
学为轴心，全方位、多视角聚焦、透视一
个军旅诗人，是一个创新，是对社会主

义诗歌美学的一个开拓。
我认为峭岩诗歌最大的艺术特点

和艺术成就，就是军旅情怀与时代精
神。恰恰是因为军旅情怀与时代精神
这两个支点，涵盖了也完全呈现了峭岩
诗歌的特色与风貌。我同意著名诗评
家吴思敬对于峭岩诗歌的观点：“峭岩
先生是军旅诗的传承者，又是开拓者。
军旅诗在新时期的嬗变，峭岩等诗人作
出了重要贡献。近十年以来，尤其是他
的长诗创作进入高发期，他的创作进入
最佳状态，得到了社会的共识。”这段话
应该是对峭岩诗歌整体上最准确、最科
学、最理论化的概括。

长诗的写作一直是诗坛看中的形
式。它具有宏大性、历史性、曲折性，又
能更大限度地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更具
有鼓舞、激发、启迪灵魂的撞击力。老
一辈诗人郭小川、贺敬之等，包括后来
的桂兴华，都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长诗。
我的口味很简单，凡是向上的、阳光的，
又有诗意的、艺术的诗歌，都会感动
我。不管《甘蔗林—青纱帐》还是《雷锋
之歌》《放声歌唱》，我都喜欢。

说到军旅诗也是这样的。我认为军
旅诗一直是我们诗歌的主力军，昂扬的

军旅诗一直引领着时代的主旋律。我曾
是位军人，有过军人生活的情结，所以对
军队、军人，尤其是军旅诗人有一分特殊
的感情。比如老一代诗人李瑛等，我都
非常熟悉，为他写过几篇评论文章。峭
岩的诗歌不管短诗长诗，给我的印象是
大气中不缺乏婉约的抒情，他总是以点
带面，一个典型的细节可以延展无限的
诗思意绪，而且词语干净，境界高远。这
在当下是很值得倡导的诗风。

我认为峭岩诗歌有以下几个鲜明
的特色：诗歌创作与时代同步，在各个
不同时期的作品中无不带有岁月的痕
迹，这是他贴近现实的一面。上世纪八
十年代有写白求恩的民歌体，有叙事抒
情的鄂温克族爱情故事，九十年代有抗
洪英雄李向群的赞歌，21世纪有写遵义
会议、李大钊，以及文成公主的长篇巨
制，几乎每一个历史节点都有好的诗歌
呼应，作为一个诗人，是难得的作为。

峭岩的作品有大意象、大格局气
象。特别是他的长诗作品大气磅礴，有
铁血精神，有历史担当，也有对于英雄
主义崇拜的情结，诗意而深刻。他能驾
驭历史，又不被历史所束缚，以诗的灵
性跳出来，解构历史事件，达到诗意的

满足，从而完成一部长诗的深刻要义。
诗歌是让人温暖的、温馨的，不能冷

漠、严酷。峭岩的诗歌有人性的关怀，有
人文的关照。无论正论还是生活细节，
他都有深情的抚摸和表达。比如今年国
庆节，《解放军报》有一个诗歌专版，我读
到他这样的诗句：“有一片红从脚下升
起，照亮古老而神奇的山河。那铺天盖
地的红啊，它是天下最美的图腾，它是天
下最美的颜色。那红，浸染我们的血脉
灵魂，那红，托举我们不屈的骨骼”“你我
他，都是民族的血，他你我，都是祖国的
歌”。诗意奔放有度，可感可知。在这
里，“红”的意象得到形象而哲理般的注
释，“血”和“歌”找到了最佳的位置。

他的长篇政治抒情诗令人感动。
不同时期，我曾阅读过许多诗人的政治
抒情诗，当时的感觉特别让人激动，至
今我还记忆犹新。其实，我对政治抒情
诗和一些传统的诗歌作品是赞成的，诗
歌创作需要包容和共识。总之，峭岩诗
歌的军旅情怀与时代精神的美好契合，
这是他诗歌创作的根本，也是峭岩诗歌
的本色。

(作者为著名文艺理论家，北京大

学教授、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

军旅情怀与时代精神
■谢 冕

《蛇口，梦开始的地方》

见证壮阔东方潮
■王 鹏

在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历史

节点，《蛇口，梦开始的地方——致

敬改革开放40年》近日由人民日报

出版社出版。

1978年，蛇口吹响了打开国门

的第一声号角。蛇口这片南海之滨

的弹丸之地，涌现了数不清的先锋

人物，产生了说不完的传奇故事，

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迹，也曾

引发诸多的质疑与非议……蛇口，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

兴。可以说，书写“蛇口故事”，

就是从一个侧面书写了中国改革开

放 的 大 时 代 ； 读 懂 了 “ 蛇 口 故

事”，也就了解了中国改革开放的

壮阔与艰辛。

本书通过100多位改革开放见证

者的纪实故事，讲述了蛇口经济、人

文、生活的发展，勾勒出蛇口40年的

成长轨迹。全书分为“时光年轮——

回首峥嵘岁月，东方潮起，直击改革

最前沿”“时光酿藏——深根固源时

期，励精图治，勇跨时代黄金分割

点”“时光映世——躬逢黄金时代，

风帆再起，亦引领美好生活”三个部

分，通过34篇传奇故事，将蛇口模

式、蛇口精神和蛇口的改革探索历程

凝结成“蛇口故事”，展现蛇口的裂

变与新生，传奇与传承。

本书的出版不仅是为了纪念改革

开放40周年，重温蛇口发展历史的

点滴，也是对蛇口改革精神的还原和

总结，对新时代开启改革开放新征程

的展望和期待。

读书生活

阅读，照进心灵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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