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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读书廊》版面开设有
《每期推荐》《书香为伴》《读书朋
友圈》等栏目，如果您最近读了一
本好书有精彩的心得，或者在读
书方面有自己独到的方法和见
解 ，请 发 文 章 至 本 报 邮 箱
（jswmtl@163.com）。

要求：字数不限，观点明确。
请在文末标明您的姓名、地址、邮
编，并请在邮件主题中注明“读书
廊”收，期待您的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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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人间》
贾平凹 著

喜欢读书的人，自有一种
淡淡的风雅。那是书中的灵性，
雅致，睿智，穿越时光和岁月，
浸润到读书人的心田。让人自
内而外，举手投足间散发出一
股迷人的气质，卓尔不群，风度
翩翩。

读一本好书，仿佛进行着
一场远行。喜欢读余秋雨先生
的《行者无疆》，这本书记录了
余秋雨先生走过欧洲二十多个
国家的随笔。行者，是行着的
人。无疆，是没有界域的限制。
我随着先生的脚步，领略了异
国他乡的美好。他写道“就城市
而言，如果所遇所见都年轻亮
丽，那一定是火候未到，弦琴未
谐。这就像写作，当形容词如女
郎盛妆，排比句如情人并肩，那
就一定尚未进入文章之道。文
章的极致如老街疏桐，桐下旧
座，座间闲谈，精致散漫。”读
来，总是颇有深意。

读一本好书，仿佛在谈一场
恋爱。有人说，爱一本书，就像爱
一个人。你懂他的文字，懂他文
字里写的每一句话，更懂他文字
里没有说出来的话。读一本书，
就像是读出了他的悲伤与快乐，

读出了他的呼吸和心跳。而最奇
妙的是，你居然在作者的文字
中，读到了自己。读一本好书，就
是如此。你每次读，都会有新的
发现，新的感悟。读一本经典，似
乎你爱不释手的同时，内心也充
满了满足与甜蜜。因为，这本书
丰盈了自己的内心，温润了平凡
的生活。

余秋雨谈阅读时说：“只
有书籍，能把辽阔的时间浇灌
给你，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
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能把无
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昧
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区区五
尺之躯，短短几十年光阴，居
然能驰骋古今，经天纬地，这
种奇迹的产生，至少有一半要
归功于阅读。”

读的文字多了，自然也想
把自己的思绪付诸笔尖。刚开
始时，自己经常手握着笔，写
不出一个字。后来，慢慢的可
以写成段，也写文了。就有些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居
然敢把自己写的小豆腐块，投
到报刊去。

当时一家晚报的编辑，看
到我不断地投稿，就鼓励我说：

“只要你有这个爱好，就坚持
住，一定会文字花开的。”我记
住了他的话，就坚持着随笔记
录下生活的点滴。慢慢的，当第
一篇作品在晚报上刊登出来
时，我的心情如过年一般开心。
仿佛终于有人认可了我的努
力。那一刻，我信心满怀，充满
了斗志和勇气。

后来看到著名学者张中行
在《作文杂谈》中如是说：“多写
是作文通顺的重要条件。”我们
花时间去研究写作的，不如真
的去写。写作也许没有秘诀，只
有不断去写，才能增强心与手
的距离。

读读写写，让人的精神富足
而丰盈……

读书朋友圈

征稿启事

这部散文集是《自在独行》的姐妹篇，收录了贾平凹先生的60篇散文，
大部分文章为近10年来的散文佳作。其中包括贾平凹先生从未发表过的新
作《养鼠》，近年来贾平凹先生最满意的风土名篇《条子沟》，以及他念念不
忘的故乡恋曲《棣花》等从未在任何单行本图书中收录过的散文新作。

人立于世间，既要面对内在生命的孤独，还要面对外在生命的烦恼。人
生是三劫四劫过的，哪能一直走平路？不要计较太多，不热羡，不怨恨，以自
己的步调走路。

贾平凹先生觉得，生命要有乐气，人活着就要学会自寻欢喜，读书、写
作、交朋友、旅行都可以给生命带来这样的乐气。乐气多了，生活就会来劲！
而只有拥有了这样由内而外的生命劲头，才能真正过得潇洒从容，活得像
你自己。

读书，应该是一件惬意的事
情，无论何时，何地，一书在手，一
杯香茗在旁，就是最好的时光。

有朋友问我，怎么随时随地都
能看到你在读书？不是应该在安静
优雅的环境才可以吗？我轻笑，反
问她，那我的住所一直在铁路边，
二十多年了，听着窗外不远处火车
声，汽车声，都习惯了。照样睡得
香，读书更不在话下。朋友的神色
在表示，实在匪夷所思。可这是事
实，如果要读书，不就是想读就读
吗？又怎么会让环境所左右。

心境是一种微弱而持久的、使
人的所有情感体验都感染上某种
色彩的情绪状态。我喜欢这样的解
释。微弱，表示不是很强烈，但能
够持久，那是一种本能，那是绵延
不息的。

林语堂先生说：“一个人如果
有读书的心境时，随便什么地方
都可以读书。”这话是一针见血。
喜欢读书，为什么要挑时候，不应
该是想读就读？春夏秋冬，管它春
光明媚好踏青、酷热难耐好驱暑、
秋高气爽好赏菊、寒冬腊月好品
梅。都可以诸事全抛，手有一本书
足矣。

年少时我就爱读书，也许得益
于父亲。父亲的书摆满了床头柜，
床上、纸箱里，抽屉里。那时，这家
尚不宽敞，生活更是拮据，但父亲
对买书是情有独钟，而母亲亦是默
许。我跟随了父亲，饭菜不够美味
不要紧、穿的衣服不够新不要紧，
没有糖果吃不要紧。最要紧的是我
有书读，一回到家，做了作业之
后，就是读书时间。抽出一本，陷
入忘我境界。

母亲时常说，那时的我，读书
时几乎什么姿势都有过。站着读
书，倚着读，睡着读，甚至是趴着
读书，时常上个厕所也是一书在
手。害得母亲找我吃个饭也是满屋
的搜。母亲那时说得最多的是：

“你读书不挑地方啊，走到哪儿读
到哪儿？”母亲的无奈我是熟视无
睹，下次照旧。读书的心境从那时
候就开始培养起来。

林语堂先生的文章中还讲了
一个曾国藩的小故事，跟读书有关
的。相传，曾国藩的四弟，想尽办
法要到京城读好的学校。他就写了
一封语重心长的信：“苟能发奋自
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
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
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
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
境，皆不能读书。”这意思再明显
不过，如若要读书，何必要千里迢
迢到京城？如若是发自内心热爱读
书，随便哪一个地方、角落皆是读
书之妙地。要是无此心，就是神仙
境地也不是读书之处，无心则无
力。

读书，应该是一种根深蒂固的
爱好，因为它是精神的食粮，是心
灵滋养的源泉。

初春时节，品读贾平凹的《游戏
人间》散文集，深感这是本慰藉心灵
的佳作。书中那些鲜活朴实的文字，
天马行空的插画，带着作者故土的
气息，就像这眼前的春天一样，浓得
如酒般醇厚绵长，淡得如溪水清纯
透明，让人不忍释卷。

《游戏人间》收录篇章正是“大
散文”的一种实践，他在书中漫谈亲
情、家庭、收藏的诗书画、自身的创
作、交朋友人生之乐、游山行乐、喝
茶吃饭。60篇散文中，有半数以上为
近10年来的作品，其中包括《养鼠》
《条子沟》《棣花》等从未在单行本中
收录过的散文新作，所有篇目均由
贾平凹亲自选定。

《游戏人间》散文集中所节选
的散文，皆是作者对生活的观察、
感怀和思考，情深意切又平和淳

朴。在《生活一种》一篇中，作者用
简练的语言，告诉读者生活中栽垂
柳、喝小酒、读杂书的妙雅；《养鼠》
一文，则体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生
命的一种敬重，把作品之外的幽默
真趣展现得淋漓尽致。字里行间，
包含着作者对世间万物的感恩和
赞美。

作者以悲悯的情怀，深邃而富
有远见的思想，不惜笔墨赞美着人
性。我最喜欢看《写给母亲》一文。
作者在文中，朴实自然随意流于笔
尖，平淡无奇之中又见思母的情怀
流淌。书中有这样一段话让我印象
深刻，“在西安的家里，我妈住过的
那个房间，我没有动一件家具，一
切摆设还原模原样，而我再没有看
见过我妈的身影。我一次又一次难
受着给自己说，我妈没有死，她是
住回乡下老家了。”读来让人身临
其境，不禁让我想起了母亲，眼里
噙满了泪水。

作者善于不露痕迹搞幽默。比
如在《养鼠》一篇中，因老鼠咬了作
者收藏的汉唐石碑拓片，作者生气
地骂道：“老鼠，你听着，你竟敢咬我
拓片？”一个作家竟然和老鼠也较
劲，真是妙趣横生。随手翻阅，类似
的段子颇多，触目皆趣。

读一本好书，就好像和一个高
尚的人聊天。《游戏人间》散文集，恰
恰就是一位高明的大师，他会告诉
你：人生如戏，应懂得以游戏的心态
面对世事，生命里的欢乐气氛多了，
生活就会来劲，而只有拥有了由内
而外的生命劲头，人才能真正过得
潇洒从容，活得像自己。

假如把文学比为浩瀚的大海，
那么每一个爱好它的人就是其间
的一滴水珠。《游戏人间》如一股
清新之风，读来能沾染些文学上
的水和空气，让浮躁的心灵得以
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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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雨方兴，鹅黄初萌，春天
的景色向来都是宜人的，在春光
明媚，万物生长的季节里，人也
变得神清气爽起来，翻阅诗书，
不禁吟哦起宋末元初文人翁森
的《四时读书乐·春》：“山光照槛
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好鸟
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唯有读书
好。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
草不除。”

爱读书的人，不仅乐读文
字之书，更乐读自然之书。春天
是四季的开始，是万物复苏的
催化剂，在春日里读书就像种
下了一颗种子，也像打开了一
扇窗户，是美好的，是充满希望
的。春日里读书，是在享受春光
的美好，也是在享受阅读的
乐趣。

“春日读书洗墨砚，南风吹
来绿窗花”，春日读书，如鱼儿得
水，似鸟儿高翔，无拘无束又潇
洒惬意。草长莺飞，柳绿花红，在
春日里读书，心情是愉悦的，脑
筋是灵活的，此时读书美景围绕
身边，不仅能感受到春草萌动的

气息，更能感受到阅读带来的快
乐和希望。

春日读书趣盎然，在这样春
风徐徐，花香四溢的季节，无论
身处何地，身心都是放松的，读
散文，读诗歌，读小说，读传记，
无论哪种题材的书籍，在春天里
阅读，就像在品一杯清茶，香味
淡淡却沁人心脾。

在春天里读书，读的不仅是
书，还有一份愉悦的心情，选一
个明媚的午后，或静坐在一处草
地上，或依靠在一棵树的树干
上，或仰卧在一块石头上，一边
读书，一边融入美好的春光里，
闻花香幽幽，沐阳光暖暖，听鸟
儿欢歌，让身心沉浸在字里行
间，是轻松的，是惬意的。

春日里读书，那书香似乎又
多了草木之香，变得更加的沁人
心脾起来，没有冬日的严寒，不
似夏日的酷热，也没有蚊虫的叮
咬，连空气都是香气宜人的。在
春日里读书，春风习习，鸟语花
香，小溪潺潺，他们像伴读的乐
曲，余韵悠长，带给我们的是美
好和惬意。

春回万物生，春天的生机勃
勃，适合沐浴心灵。去读书吧，读
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野夫的
《乡关何处》，也读雪小禅的《惜
君如常》、白落梅的《岁月静好 现
世安稳》。这些文字是春天里的
一片片绿叶，沾染了青青草色，
渲染了鸟鸣花香，沉浸其中，人
便成了春光中的一抹绿意。春天
也适合读诗词，读那些散落在字
里行间的年少和情怀，读“沾衣
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
抑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
暖鸭先知。”，还有那“留连戏蝶
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或者
那“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
满皇都”……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
阴一寸金”。在春天里读书，收获
的不仅有丰富的知识，还有那愉
悦的心情。闲暇时刻，泡一壶清
茶，约三五好友，在融融春日里
边读、边议、边交流，那感觉妙不
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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