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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读时代

心灵感悟
在我的一生中，
从我开始识字起，
书便与
我结下了不解之缘。
它们是我生命的一部分。
读书和写书，成了我生活中的常规，成了我的
必修课。
在我看来，
有书读，
有书写，是人生一
大幸事。
世上有许多人不识一个字，一生没有
读过一本书；也有的人，虽然识字，但几乎不
读书，这些人究竟是怎么生活的呢？对我来
说，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
我的生活离不开书。
每天必读，而且读得
广而杂，
可以说是博览群书了。但我一直偏爱
读旧体诗，
特别是唐宋的诗，我很早就能背诵
了，但我还是一有空就翻上几页读一读。
古代
诗人那精湛的诗句，巧妙的用词，以及优美的
韵律，读后犹如品尝到一杯美酒，能使我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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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件快乐的事
生活中的不少烦恼，把分散的思想集中到写
作中去。
读旧体诗，
更重要的还为我的写作打
下了扎实的基础。虽然我没有成为一个大诗
人，但偏爱读诗，还使我结识了许多近代的大
诗人，如诗人柳亚子、朱大可等。这些朋友为
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珍贵的素材。除了爱旧
体诗外，我还爱读历史书。
我收藏了许多有关
历史的书。我读书的方法与一般人似乎不尽
相同，不做札记，也不做卡片，全凭着自己的
记忆，把重要的，或感兴趣的记住。要记住这
些历史上的大小事件，人物的一些细节，就得
经常地翻阅读过的书，并随时加以整理，使它
们在记忆上烙下印记，并及时地在写作中应
用上。这样自己写文章时就更有说服力，
更有

知识性和趣味性了。
读历史，
也是我自身修养
的必要，
从历史中，我看到历代杰出的文人都
是爱国的，敢于揭露社会的不公正，为广大劳
动人民写作的。他们那为真理而奋斗的精神
曾深深地鼓励着我去伸张正义。
读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休息时，翻翻
书，读读报，也是我每天生活中不可少的内
容。当我读书或写作累时，
我就会随手翻阅一
些杂书。
在翻阅的过程中，
我便明白，
哪些书需
要认真读一下的。哪些只需略略看一下就行
了，
哪些内容将来可能有用的。
这样我以很短
的时间，
把一下子来不及看的书分了类，并把
它们放在一定的位置上，用时就能随时找到。
词典也是我几乎每天要翻阅的书籍之

湖景静美

一。
我特别地爱买词典，它们是我不出门就
能请到的“老师”。这些词典受到我优厚的
待遇。我书架上再挤，也不会把它们放在地
上。我特地买了一架大的玻璃书橱，我把词
典一本本地，十分整齐地排列在架子上。我
先后买下了日本出的40本的《汉语大词
《辞源》、
《中华大字
典》，我国出的《辞海》、
典》、
《辞通》、
《美术字词典》、
《中国人名大
词典》等，整整地放满了一书架。它们成了
我阅读、写作的最得力助手。
读书、看报、写书，每天，我与书本之间
这样不可分离的关系，真可谓是，
“不可一
日无此君”了！
摘自中国好书 郑逸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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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革命：迎接人工智能
时代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变革》
本书是百度管理层和科学家团队对人工智
能问题的系统思考。
从硬件集群、
机器学习方法、
大数据资源等方面，解读了人工智能技术体系，
指出智能革命的本质在于机器主动学习和适应
人类；从超级大脑、智能制造、无人驾驶、智能金
融等维度，描绘了即将到来的智能社会，预见了
人类可能面临的种种挑战。
资料丰富，
语言流畅，
兼具总结性和前瞻性，是一部行业研究佳作。

安步以当车
人类以车代步，始于何时，未经考证。
此举固然给人类生活带来许多好处，但同
时也造成了不少麻烦——
— 今天的城市塞车
以及过度碳排放就是大麻烦。
车子本是一件机械、
一种工具，但一经
人使用，
便有了社会的属性。
记得早年看过
黄永玉先生以
“芥末居杂记”为总题的一幅
画，表现的是坐车者和步行者相互的敌视
心理。黄永玉先生那幅画的主旨自然是广
泛而深刻的，但仅从画面看，
坐车者和步行
者的心情易于对立也是一个事实。
宋朝文豪苏东坡喜欢研究养生，他奉
行的良方之一是“安步以当车”。这话出
自《战国策》的《齐策》。针对齐宣王的“且
颜先生与寡人游，食必太牢，出必乘车，
妻子衣服丽都”的引诱，颜斶坚定地说：
“斶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
”
罪以当贵，
清静贞正以自虞。
健身长寿也好，
保持节操也好，
都提倡
以步代车。
时至今日，以步代车更有了莫大
的现实意义：节约能源，减少污染，同时又
对个人的身体健康不无裨益，这样于人于
己都有利的事，何乐不为？
过绿色生活，
已经成为一种时尚。别管
是蓝领、白领、金领，一概应成为“绿领”
，这
种对绿色生活方式的追求，作为一种现代
共识，
应该没有争议。
因为经历、职业、
素养、
认知、兴趣乃至
收入的不同，
同一个绿色生活的目标下，绿
色生活的方式远不止一种。不久前有机
会见到几位早年的同道，如今，他们都收
获了巨大的财富，有的在负氧离子高且
绝无污染的树林中或海岛上有多处房
产，有的住在配着标准泳池、健身房、网
球场的大宅里，有的在澳洲买下了私家
农庄，所有用水都采自高标准深度的岩
层以下……问到我，自然是寒酸至极，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
他们拥有的这些，靠的是
自己的杰出才华和努力打拼，的确让我羡
慕，也为他们高兴，
然而在绿色生活这个话
题上，
我并不自卑。
我的绿色生活，就在自己手里，就在自
己脚下，就在每天平平常常、简简单单、干
干净净、
清清淡淡的柴米油盐酱醋茶中，遵
循的是古贤的“道法自然”
“ 为无为，事无
事，味无味”( 老子)。就不说自己买菜、洗
菜、做饭、墩地、抹桌子、接送孩子这些琐
事 了 ，还 是 回 到 前 面 关 于 坐 车 的 话 题
吧 ——
—住在一个交通便利的现代都市
里，只要步行不超过一小时的路程，我几
乎都选择步行。公交、地铁、的士，我一概
用不着。不订立任何健身计划，不办理任
何健身卡，不购置任何健身器材，不需要
任何保健品，不听取任何养生讲座，不迷
信 任 何 养 生 秘 籍 ，不 依 赖 任 何 名 医 专
家——
— 上述每一项都有可能增加资源的
无谓消耗，如此，也没有任何炫耀、疲惫、
攀比、焦虑、物欲狂欢，然后，在所有的生
命运动中自始至终都保持充沛的活力和
旺盛的状态。
是从外在环
在我看来，
所谓的“绿色”，
境到内在心灵的“绿色”，
肯定不会在“食必
太牢，出必乘车，妻子衣服丽都”里，相反，
更有可能在“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
罪以当贵，
清静贞正以自虞”里。
摘自《光明日报》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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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飞英雄》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空军试飞员的长篇纪实
文学作品。作者以多年的跟踪调查取得第一手
资料，记录、塑造了这些为国铸剑、追梦蓝天的
英雄群像，揭秘了中国几代新型战机试飞的内
幕，诠释了“忠诚、无畏、精飞”的试飞精神。弘扬
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格局宏大，题材独特，情节
跌宕，是一部思想性和文学性俱佳的优秀作品。

人生课堂

“吃什么都会想起从前”

台湾读者知道川本三郎这位作家，多半
因六年前“新经典文化”所出版的《我爱过的
那个时代：当时，
我们以为可以改变世界》
。
1969年，25岁的川本经过前年口试失败
后，再接再厉，终于进入《周刊朝日》(后转《朝
日杂志》)，当上了一名记者。当记者，是他在
大学时代看到自由记者从越战现场不断拍摄
发表的照片后，
唯一的生涯想象。
进入媒体之时，正值全世界青年大造反
的六○年代。在日本，安保斗争、安田讲堂事
件 、联 合 赤 军 事 件 、三 里 冢 反 成 田 机 场 事
件……接踵而至，东京街头硝烟弥漫，到处是
示威游行，到处是路障石头、
对峙的学生和警
察，川本穿梭街头巷尾，到处采访新闻。三年
时间里尽情燃烧青春，更从电影、爵士乐、小
剧场里不断汲取养分。
1972年初，他为了“隐匿消息来源”的记
者伦理，坚持不肯供出一名杀警“思想犯”请
他代为保管的“臂章”
证物，
最后遭到逮捕，也
被杂志社解职，从此成一名自由撰稿人，
写评
论、随笔、翻译度日。
《我爱过的那个时代》写于1988年，乍看
不过就是追忆这段心路历程，
记者生涯始末。
却因为他饱含柔情的眼睛与文笔，透过伤痕
累累的青春告白，将那个理想沸腾的年代整
个召唤了回来。2011年随着改编电影，中译
本问世，
仿佛叠印了台湾的八○年代，触动台
湾读者心情，
想起多少“革命”
往事，
乃成为当
年极轰动的一本书，
到处有人谈论着。——
——
—
川本三郎就此
“登台”！
接着的是2016年的《遇见老东京：94个
昭和风情街巷散步》
。
这书，仿佛旅游书，无论书名或编排方
式，都让人觉得可以按图索骥，
亲临现场看一
看。但假如你这样做，恐怕要大失所望。原因
正如川本自称，
此书乃“已逝风景的型录”
，
所

列出的景点，仅存在于过去，原样早已沧
过的食物。所以不称美食，乃因所讲的几乎
桑，都成
“昭和回忆”
了。
都是庶民餐饮，日常食品，
没有名厨没有秘
我个人散步的方式有些不同，看着眼
方不讲食材作法，更没有吃进去嘴里那一
前风景的当下，我会想象着背后已经不存
剎那的感觉描述，大叔绝不扭捏呼喊：
“ぉ
在的过往故事：：
我希望将这些失去的城市
ぃしぃ～”——
— —— 无非就是蛋包饭、纳豆
风景保留在记忆中。
汤、猪肉味噌汤、鳗鱼饭、秋刀鱼、炒饭、便
川本如何描写这些“失去的城市风
当……有什么好装表情的！？ 而川本实在
景”、
“不存在的过往故事”
？除了身为“江户
也没有要讲饮食之美，他不过借着食物，返
子”的掌故记忆之外，他还发挥其所专长， 身回顾人情之美耳：
从大量电影、
文学作品之中，撷取与景点相
年过六十后，不论吃什么都会想起从
关的片段，杂糅成文，极其细腻。或许因为
前。比起往后的时光，过去的岁月显然长得
这样，
若非娴熟“东京学”
，对东京历史变迁
许多，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如今我由衷地
有一定理解者，
较难进入文本脉络之中；相
认为，食物就是回忆。
反的，如果你爱看日本电影，爱读日本小
是的，食物就是回忆！ 每张餐桌底下
都有一段又一段的故事。这当也就是为何
说，
即使很少甚至没去过东京，竟也能从书
中获得莫大乐趣。
我们总觉得远藤周作、池波正太郎，乃至
永井荷风以“东京散策”闻名，边走边 《深夜食堂》刀疤老板这些位大叔笔下铲上
看边晃荡，老担心随着新时代的到来，许多
的食物特别吸引人，特别好吃的原因。与其
老风景都将消逝，
而为新奇事物所取代。川
说大叔有练过，见多识广，能言善道，倒不
本三郎这个东京人同样忧虑新旧递嬗，想
如说大叔用“生命”在看待食物，这当然比
小伙子的“生活”美食来劲许多。
方设法留住旧的，即使仅只是记忆中的昭
和东京。有趣的是，他所念念不忘的“旧”，
萝卜本身没有什么味道，却能好好吸
正是永井荷风所不以为然的
“新”。新变旧，
收对方的味道，让我们尝到好滋味。
旧换新，一代接一代，城市不断蜕变，人的
川本这样说萝卜，实不无几分大叔自
温情与敬意却始终存在，
东京因此伟大了。 道的意味。大叔，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今年，
大叔又回来，
带着最新的作品
之人。越过了山丘，蓦然走进人生下半场。
原文书名
“君のぃなぃ食
有一点智慧，有一点沧桑；有一点感慨，有
《少了你的餐桌》。
卓”，
此
“君”
字，
想成川本过世的爱妻，文中
一点花样。更要命的，还有许多矛盾和温
的亲人朋友，甚至读者本人，都无不可。川
柔。他知道列车终点很快就要到了，有时也
本似乎特别擅长这种文字游戏，
《遇见老东
懊恼年轻的错误，却多半能欣赏青春的挥
京》
，原文书名
“ぃまむかし东京町歩き”的
霍，伤痕累累终究不愿意开口喊痛。
，
也可解成翻书
“ぃま”
，同样可视为
“现在”
说到底，大叔是萝卜，无论身材或本
阅读的“此刻”，想玩这游戏，得咬文嚼字， 色。吸收了一辈子的人生味道，让人尝到好
得腹有诗书，
川本大叔的文字功力，于此小
滋味！——
———川本是大叔，用生命写了三本
处即可见出一斑。
书，你也尝尝！？
摘自 《文汇报》 傅月庵
这本书还是在追忆，追忆他生平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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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经济解释：
经济学的诗和远方》
本书是台湾学者熊秉元的最新经济学随
笔。以经济学的视角，趣谈社会、政治、经济、法
律四个领域中的点滴小事，剖析其背后的经济
学原理，阐明经济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言简意
赅，诙谐幽默，小中见大，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
性、可读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经济学通俗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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