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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区老干部阅览室的东南角，除了双休日，
每天下午总能看到一位耄耋老人在那聚精会神
地看书读报，大伙都说那是他的专座。

我骑电瓶车去阅览室，半路常遇见他从公
交车上下来，理一理肩头挎着的小包，甩开膀
子，拐进小巷，直往阅览室跑去。

老人看书读报时戴着眼镜，手里还拿着一
块半边眼镜，好像就是他的“放大镜”。旁边少
不了还放一支笔、一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
小字。

“这么大年纪了，看就看吧，还记什么呢？”
这天，我不解地向他询问了这个问题。

老人望望我，笑笑说：“我和你一样。你写
稿，见好文章好词句，记下来好参考好宣传；我
见有好东西，抄下来也便于学习、宣讲呀！”说
着，他很感兴趣地摘掉眼镜，向我讲起他读报用
报的故事。

老人姓王，已 90 出头。18 岁参军，淮海战
役、渡江战役、抗美援朝，他都参加过。1958 年
转业地方不久，他患上糖尿病。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从文化站阅览室的一本杂志上看到，吃豆
腐渣对治疗糖尿病有益。可那时豆制品都上计
划，他就买豆浆机自己磨。豆浆送给邻居喝，家
中正常饭菜只尝一点点，一天三顿主吃豆渣，外
加青菜百叶。半个月后，他的血糖还真正常了。

可是不久，老人忽觉浑身疼痛。去医院检
查，原来豆腐渣未经煎熬，残存嘌呤，人吃久了，

导致尿酸又高了。老人说，看书学习要辩证吸
收，治病还是要听医生的话。

离休以后，老人读书看报的劲头更足了。
每天下午两点半从家出发，步行 800 米，乘车过
两站，下车再步行 1000 米到阅览室。他说，再加
上上午的活动，这按报上健身专家的建议——
老人一天步行5000 米，只多不少了。

老人告诉我，他之所以读报爱记卡片，便于
自己“学”是一方面，另外还有个“用处”——每
天早上六点半、八点半当儿，他会去市区迎宾公
园、人民公园，和两拨老人一起分享健康知识。
当然，少不了也会分享时事政治、政策法规、文
明道德、家政趣事等。

看来读书看报真是好处多多啊！

九旬老人爱阅读九旬老人爱阅读
□ 王洪武

一部耐读耐看的好作品，除了内容靠实、选材新
颖之外，在表现手法上都是气势宏大、气场饱满，一
贯到底。中国古代的许多赋体文学，鲁迅先生的杂
文和散文，以及众多优秀文艺作品都是大气磅礴、气
韵生动的华彩篇章。读来会让人有酣畅淋漓之感，
会让人受到强烈的感染。

精气神是人体的基本体征，同样是文艺作品的
重要体征。作品的“气”是作品的精神内核，既彰显
作品腾挪流转、跌宕起伏的艺术风格，也展现作者艺
术造诣、艺术特色和艺术功底，它是作者思想修养、
生活积累和艺术修为的综合反映，集中反映了作者
的思想倾向和艺术追求。

“气场”制约着作品的行文造势，对作品的质量
和影响至关重要。在我国古代，古人对文章的“气”
早有察觉，强调文章应“散而不乱、气脉中贯、文气贯
通”。“文以气为主”，“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神居

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诗文以豪宕奇伟有气势为
上”。这些恰中肯綮的文论思想，把文章“气”的价值
及其意义阐发得十分透彻明了。

时下能动笔写文章者甚多，诸如小想法、小感
受、小发现、小情怀都能敷衍成文。但人们读到的不
少作品，不是辞藻堆砌，就是逻辑含混；不是颓唐之
气，就是小家子气；不是有气无力的抽搐，就是无病
呻吟的叹息。读那些作品，犹如遇到盗版的碟片，断
片、卡顿，断断续续，走走停停，总体印象是思理不
畅，缺乏思想和艺术的完整统一。

造成这种情形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思想稚嫩，
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停滞在较浅层面，停留在表象皮
相，缺乏应有的高度和深度。二是思维漂移，缺乏定
力。碎片化的阅读，带来碎片化的思维，认识上的摇
摆，造成思理的短路，无法形成一以贯之的认知。三
是作品中的“气”无法聚合，或是辞不达意，或是出现
形散神也散的状况。前两种情况主要是思想修炼问
题，后一种情况主要是艺术修养和驾驭力的问题。

恰如好的拳击手一出手就知道有没有，文艺作
品亦是如此。作品的“气”虽然看不见摸不着，似乎
难以言说，其实是完全能够感知的东西。文章的

“气”宛如歌曲中跃动的主导旋律，明丽、欢快，循环
往复、一唱三叹，能在瞬间抓住读者和观众，让其感
觉到作品的精妙所在，激起阅读鉴赏的愿望。大量
的阅读体验和品鉴实践告诉人们，大凡优秀的文艺
作品，总能感觉到那里奔腾的气流、充盈的文气、饱
满的气场。

写作是技巧活，作品中的“气场”是作者艺术驾
驭力的表现。某种意义上说，作品中的“气场”就是
创作技巧的显露，是判断作品艺术表现力的重要标
尺。作品的谋篇布局、起承转合、首尾呼应、结构铺

成、叙说描写、情感语言等等，都能观察到“气”的存
在、气流的强弱及气场的大小，立马可辨作品质量的
高下和作者思想艺术水平的高低。“气”是作品的精
要，是编织作品的红丝线。作品中少了“气”，就少了
血脉，就失去了生机，也就缺少了可读性和观赏性。
文艺作品的“气场”来自于作者的眼界和格局，而

“气”的涵养主要来源于作者的精神气质。作者的精
气神怎样，决定着作品的气脉。作家艺术家必须对
作品的社会效果有清醒的认识，在与时代同行的时
候，需要不间断地对自身思想修养、精神状态、心理
情绪等作出调适和提升。

作品中的“气”，无疑是作者独立思考的结果，是
作者所思所想的自然衍生物。作者对社会演进的洞
悉，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把握，对主题观念的提炼以及
对人物情感演变的设计等等，判断是否准确、描述是
否连贯、气息是否通畅，气场的有无、气流的强弱，都
能看出作者思想成熟的程度，同样能看出作者政治
站位的高度和艺术修养的深度，这样的磨砺修炼将
是漫长的过程。

《孟子》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文章
是要让人读的，作品是要让人看的。我们正在进行
的民族复兴的宏大事业呼唤更多的好文章、好作品
问世。既要扫除低迷颓唐之气，也要扫除低俗媚俗
之气。作品中所流灌的“气”理当是清新绿色的，理
当是凛然大气，理当是浩然正气，这样的强大气流汇
聚起来，定能激发起人民群众高擎火炬呼号前行的
巨大能量。

文章中“气”的蓄积与表现需要长期积累和磨
练。对于一般写作者来说，经典作家和著名作品的
写作方法、创作体会等可以多学习、多练习、多感悟、
多揣摩。 （来源：《新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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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阳光，暖暖的，风里有
和煦的味道。这是冬日里难得的
好天气，适合晒被子，亦适合晒父
亲的那些“宝贝们”。

父亲的“宝贝”不是奇珍异
宝，亦不是绫罗绸缎，而是满满一
大箱子的书。有些书因年代久远，
纸页早已泛黄、皱折，字迹也变得
模糊，可父亲却舍不得丢掉，宝贝
似的收藏着，待到天气晴好的时
候，他把那些书一本一本展开放在
太阳下晒。

我幼年时便知道，父亲爱读
书，好读书。去地里干活，别人挎
着的篮子里是饼子，是白开水，而
父亲的篮子总会比旁人多本书。
田间休息的时候，人家要么打个
盹，要么几个人凑在一起聊些家
常，父亲却不，他坐在地头上，一边
啃着饼子，一边埋头看书，一脸陶
醉。有人不解，问他：“你又不考大
学了，干嘛还看这些书。”父亲笑
笑，说，书都能给人力量。能给人
什么力量呢？书又不能当饼子吃，
当时的我不懂，大家也不懂，久而
久之，也不再有人问他了。

那时，家里的日子过得比较艰难，生活的担子都落在父
亲肩头，他有干不完的农活，打不完的零工，根本没有多少
时间用来看书。有时，父亲下工回来会翻上几页，可繁重的
农活透支了父亲的体力，他经常会捧着书睡着。这时，母亲
会轻轻地抽走他手里的书，惊醒的父亲总会微微叹口气，
说：“等到冬天就好了。”冬天是乡下最清闲的时光，也是父
亲最喜欢的季节。这个时节，粮食入仓了，小麦种下了，地
里的农活要等到来年开春才能动工，因天寒地冻，零活也少
了许多，父亲有大把的时间用来读书。

寒冬腊月，凛冽的北风卷着鹅毛般的大雪嘶吼，大树小
树落光了叶子在风里瑟瑟发抖，真冷啊。屋里的炉子早就
生着了，棉衣也上身了，可身上还是浸着冷意。晚饭过后，
我们一家围在炉子跟前，母亲缝补衣裳，父亲埋头看书，而
我烤红薯，烤花生。过完嘴瘾，我便没了兴致，一个劲地嚷
嚷着冷。母亲看着我说，炉火这么旺，怎么还冷，这可怎么
办。父亲将脸从书本里抬起，寻思了一下说，冬季有书不觉
寒，我给你找些书来看。说着，他起身，开始翻箱倒柜，终于
找出一套连环画册给我，是《西游记》。那时，我识字不多，
但也看懂了大概意思，里面的故事实在是太精彩了，我看得
入了迷，再也没有嚷嚷冷。我也爱上了读书，父亲买书的时
候，我都会跟着去挑一些我喜欢的小人书。

后来，读书这个爱好一直伴随着我。成年后，我在外地
工作，一开始租住在没有暖气的地下室里。冬天的时候，杯
子里的水都能冻成冰，但我始终记得冬季有书不觉寒。我
从图书馆借来书，下了班带回地下室读，竟也在书香的陪伴
下熬过了几个严冬，日子也有了“小荷已露尖尖角”的欢喜。

随着年岁的增长，阅历的增加，我亦明白了父亲曾说过
的那句话：书能给人力量。的确，书不能当饭吃，但它是精
神的食粮，能让灵魂积蓄更多的力量。而冬季读书，更能接
近自己的内心，读着读着，心便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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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适逢王安石
诞 辰 1000 周 年 ，出 版 界
抓住这一契机，推出一系
列 研 究 王 安 石 相 关 著
作。其中由天津人民出
版社出版的《王安石传》，
是基于学术立场又适合
大众读者的读物。全书
分上下两册，50 多万字，
可谓体大思精。

中国传统文化发展
到宋代，达到一个繁荣和
成熟的新的质变点，在社
会、政治、经济、文化诸方
面都呈现出不同于此前
统 一 王 朝 的 时 代 特 征 。
宋朝建立伊始，即以振兴
文教、声明文物为目标，
重视文化事业建设和吸
收整合传统文化，对社会
风 气 产 生 深 远 的 影 响 。
到北宋中期，人才井喷式
涌现，欧阳修、司马光、王
安石、苏轼就是其中卓越
的代表，可以说是“百科
全书式”的人物。

同为具有恢宏格局
的文化人物，王安石更显
特殊。通览近千年的王
安石研究史，无论政治评
价、思想考量，还是文学
论析，均为变法的不同评价所左右，影响了研究
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不仅难以正确评价王安石的
改革思想和改革实践，也难以正确认识“荆公新
学”和他的诗词文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元、
明两代至清中期，承续南宋以来的论调，被扭曲
的王安石形象通过戏曲、话本等通俗文艺形式深
入民间。直到清代中期以后才出现正确评价王
安石的呼声，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梁启超

《王荆公》是其中两部代表作。改革开放以来，王
安石研究逐步走上理性、客观的学术轨道，产生
了大批严谨、扎实、可信的研究论著，对王安石的
肯定评价占据主流。虽然也有不同的意见，均属
正常的学术探讨，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和评价
这位历史人物的实际面目和历史地位，揭示他于
当下社会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对王安石一生各个阶段的重要事迹与
心路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叙述与描写，既注重其
政治事功、学术业绩、文学创造，也注重其日常生
活细节，用细节描写呈现历史面貌，揭示人物内
心的深层结构。作者的写作态度严肃认真，凡所
讲述到的王安石种种事件，包括一些细节，均有
文献根据，绝不凭空编造，做到了“无一‘事’无
来历”，读者可以放心地“信以为真”。但“无一

‘事’无来历”，并不等于“无一‘字’无来历”，在
追求叙事真实性的基础上，作者亦结合具体情境
进行了有限度、有节制的想象和推演，以表示对
这些事件的个人理解，也使此书具有生动性与可
读性。至于可信度与可读性的结合是否恰当，要
交由读者去评价了。

此外，本书十分注意对王安石本人诗词文
作品的介绍，对王安石心路历程的刻画，多取材
于其作品，以作品串起人生，采取类似“以译代
注”的方式予以阐释。阅读这本书的朋友，在了
解王安石一生经历的同时，也能欣赏到王安石充
满艺术魅力的文学精品，获得一次切实的审美享
受，从而深入认识王安石的思想、人格及其所处
的时代。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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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阳映照窗前，正是读书好时光。打开书
页，墨香扑面，沁人心脾。读书品人生，给人以
智慧。静心读书，美里传递灵魂的光亮。

“斗酒诗百篇，是乃公能事。”喝下一斗酒，
作出百篇诗。古有李白好饮、狂放、潇洒，以酒
助诗，酒一入口，诗兴泉涌而来。今读书，时常
想起友人说的话：“读书如品酒，悠闲且自得。”
读书与酒，物质与精神，两者兼而有之。多少年
来，书与酒与读书人结下了不解之缘。“李白斗
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
自称臣是酒中仙。”说李白常在长安市上喝酒，
喝多了就睡在酒楼上。一次，唐玄宗游白莲池，
召李白去作诗，醉意中的李白应答：“我是酒中
仙，天子呼来不上船。”杜甫的《饮中八仙歌》，以
夸张的手法，塑造了李白桀骜不驯、豪放纵逸的
艺术形象。

酒醉书香，完美结合，唐诗宋词，记载多少
诗人用绮丽的想象和斑斓的文笔，携着千姿百
态的壶觞，走过了千百年。有多少著名诗人、
书画家，喝上点小酒，乘着酒兴，吟诗作画，挥
毫泼墨，醉中留下了不朽的作品。“永结无情
游，相期邈云汉。”行将沉醉睡去时的诗人，与

明月相约来日相会于浩邈的云天。一首《月
下独酌》，书尽李白的浪漫、痴情和不弃不离
的执着。

酒与文学结合，让文学家和诗人在自由的
天地中放飞翱翔，留下不朽的篇章。“孟夏草木
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
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
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
风与之俱。”陶渊明的《读山海经》，写下闲适读
书的情景。初夏之际，草木茂盛，耕作之余，寓
居绿树环绕的草庐，独自酌酒而饮，悠闲地读
书。相伴和风细雨，享受自然的清新与惬意。没
有了人世间的喧闹和干扰，诗人的内心世界是多
么的自得和自在。

读书与酒，相通相宜。北宋名臣杜衍，起
初对女婿苏舜钦每晚喝下一斗酒而不解，便暗
中看个究竟。一天晚上，苏舜钦读《汉书·张良
传》，读到“良与客狙击秦皇帝，误中副车”时，
他一拍手喊道：“可惜没击中！”于是，满饮一大
杯。又读到“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
授陛下”时，他拍桌子吼道：“君臣相遇，怎如此
之难！”怅恨许久，又饮一大杯。杜衍听了笑

道：“有这等好物下酒，一斗真不多啊。”苏舜钦
读《汉书》，读的是快感和享受，读出了活生生
一股真气和意气。

好酒助读书，好书在慢读。时下阅读，刷屏
而过，刚刚浏览一批，又一批信息涌来。过目之
读，翻屏即忘。相比而言，古人读书慢，更能品
出书中的滋味。苏轼读《汉书》，有人问他：“以
先生天才，开卷一览可终身不忘，何用手钞邪？”
东坡说：“不然。某读《汉书》到此凡三经手钞
矣。初则一段事钞三字为题，次则两字，今则一
字。”友人朱载来访，问苏轼在做什么？苏轼说，
抄《汉书》，只抄标题。第一遍以三字为题，第二
遍以二字为题，第三遍以一字为题，而后看标题
回想篇章。朱载随机挑字，苏轼随即背出相关篇
章段落。朱载回去对孩子说：“聪慧的人尚且如
此勤奋，中等智力的人更应加倍才行。”难怪一
位友人感叹，好书在细读，陈酿在慢品。

“不须饮酒径自醉，取书相和声琅琅。”酒圣
诗仙，千古美谈。于书与酒，是一种生活，透出
其间的文化与精神。酒醉书香，给人以启迪。书
为智慧，酒为物华。细读慢品，让书卷之美慢慢
地润泽在心田。

酒醉书香酒醉书香
□ 群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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