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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宋立国前三十年是豺狼纵横、 铁骑肆
虐的兵场，是文明沦丧、道义尽失，让世人噩
梦不断的炼狱，是一部篡逆成灾的动乱史，一
部被鲜血与悲情遮蔽的中国人的苦难史。 了
解这三十年历史，看清五代乱世的因果，就明
白大宋帝国的由来， 明白赵匡胤建构并推演
大宋文明的良苦用心， 揭开一个被铁蹄与悲
情遮蔽的惊艳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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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瑜

中国文人写作的传统是行走，
谢灵运也好，李白也好，都是轻舟
已过万重山的主。 当下的散文写作
者，背着包，到处行走的人中，黑陶
是最接近谢灵运的。

黑陶的写作充满了声音，市井
的，雨湿路面的，又或者是风吹来
的， 他呢就坐在声音的不远处歇
脚。 黑陶的散文湿润得厉害，一如
他身处的江南。 差不多一打开黑陶
的文字， 我就会听到一场春雨，是
的，雨水洗干净他的句子，还有他
夜晚的梦境。

就是这样，他写了这册《中国
册页》。 有的人，一生，都囿在自己
的故土，所以，他的册页是空白的。
而黑陶是一个将自己的册页填满
的人。

打开《中国册页》，我被一张
照片感动， 一个遍布石头的河滩，
有粉红的花开了，映着石头。 有让
人莫名的情绪藏在这图片背后，这
个地方叫作秋浦，是李白一组诗的
故乡。

黑陶就是这样行走，往李白的
一首诗里走，或者往苏东坡的一声
叹息里走，又或者，往一栋旧建筑
里走。 他的行走，是寻找也是搭救，
总觉得他仿佛听到一栋楼的呼唤，
才去千里迢迢地跑到那里。 他记下
时光和秘密，记下心绪和过程。 黑
陶的写作是收纳，是建筑，他是想
在纸上搭建一个文化的中国。

那一年，他去看苏东坡。 果然，
在《中国册页》里，我看到了他坐
车去儋州的样子。 海南乡野的气息
被他呼吸到，苏东坡的儋州被他临
时借走，借到了梦境里，借到了散
文里。

他去雁荡山，只为捡到一个词
语：清凉。 该有多深刻的体味，才能
放弃掉罗列的叙述，该有多准确的
描述能力，才能做到用两个字便将
一座山写在一页纸上呢。

我喜欢黑陶拿着笔随时记下
眼耳鼻舌身意，色声香味触法。 在
黑陶的行走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

美好的，因为，他的感官是打开的。
要么有美好的声音， 要么有美好的
故事，要么呢，也有美好的人。 比如
他写银生城：“银生，多么令人喜欢
的两个汉字！ 银，生，在夜晚念出这
两个汉字的读音， 视线里总会幻化
出彝族服饰上细致银饰的微小闪
耀。这是倾斜的县城，整座城就建在
无量山脉东麓的坡地上……”倾斜
的县城，差不多，读到这里，我已经
有了晕眩感。 更好玩的不是关于县
城的描述，而是，他在这个古城行走
时遇到一些人， 他也都一个一个记
下，这样建档案的写作方式，让我想
到方志，通信录，或者告示。

黑陶的写作总是有着让夜晚安
静的耐心，细读下去，知道，他是一
个有野心的写作者。 他着力布局他
的写作， 甚至用数十年如一日地记
录的方式去中国东西南北各个地方
行走。 东北，他去看萧红的出生地，
呼兰。西部，他去看西藏的云。南方，
他来海南看三亚的海， 以及苏东坡
的几次呼吸。东部，他去雁荡山去感
受盛夏的凉。

他走到了， 他看见了， 他写下
了。 这便是《中国册页》的意义。 即
使是往历史深处行走的时候， 黑陶
也没有逃离中国当下的现场， 小县
城的扩音喇叭， 小镇街边的招贴广
告，以及几个动人的生活场景。我喜
欢他在《看见》一节里写到的两个
场景。其一是在西宁的城郊，他看见
一对拉板车的夫妇，送完了货物，返
程，丈夫拉着妻子，妻子的手上还拉
着一辆空着的板车。 其二是在安徽
天柱山途中，下山的人中，有一对夫
妻模样的人， 丈夫的肩上扛着两副
扁担和绳索， 而妻子空着手跟在后
面。 黑陶这样写：“艰辛扑面的尘
世，我看见微弱的，却使我心动的内
容。 ”夜深的时候，读到这句，我一
下子被击中，内心充满暖意。

《中国册页》，一部个人化的行
走史、 心灵史， 也是一册收藏了石
头、雨声、落叶的民俗史。 我要跟着
黑陶的足迹， 去重温他走过的一些
地方，有黑陶书写的灵感，也有我丢
失的前世，和诗句。

■ 于国源

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于
北京时间 4 月 18 日凌晨去世， 享年 87
岁。 马尔克斯缔造了文坛传奇与文学奇
迹，是史上“最无争议”诺贝尔文学奖得
主，影响世界小说走向的文学巨匠，《百
年孤独》 是马尔克斯巅峰杰作代表和
“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峰。

《百年孤独》是一个巨大而深邃的隐
喻世界，现实与梦境，生与死，时间与空
间像万花筒般随意组合变幻， 只要一打
开这本书，就会不由自主地跌落、沉溺进
去。在这部小说中，马尔克斯构建的虚拟
世界达到了顶峰， 整合并且超越了他以
前的所有虚构， 从而缔造了一个极其丰
饶的双重世界。小说采用了连环、环环相
套、 循环往复的叙事结构来展现小镇马
孔多的历史，时空的交错和重合，汇集了
不可思议的奇迹和最纯粹的现实生活，
恰如其分地表现了小说的主题： 人的孤
独、 封闭， 以及由孤独封闭而造成的落
后、消亡。 《百年孤独》是一部繁杂庞大
的百年家族史， 也是一部脉络清晰的地
方兴衰史，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悲哀，直指
人类生命的孤独内核。

在《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族的
每个人都是一个孤独的个体。 从家族第
一个霍赛阿卡迪奥， 到最后一个具有家
族明显特征的奥雷良诺， 高傲果敢轰轰
烈烈的奥雷良诺上将， 精力充沛平凡而
伟大的乌苏拉老妈妈， 纯洁如天使的俏
姑娘雷梅苔丝……这些人， 从出生开始
就是孤独的，有人在孤独中失去自我，比
如第一个霍赛阿卡迪奥； 有人在对抗孤
独中失去自我，比如雷贝卡；有人清醒的
知道自己的孤独，可却无能为力，比如阿
兰玛塔；有人孤独一生却不自知，比如乌
苏拉和俏姑娘。

《百年孤独》的主题似乎就该是绕
不开的“孤独”，可这孤独的根源是什么
呢？在马尔克斯离去的今天重读经典，我
有了更深的领悟。不得不说《百年孤独》
是一部关于文明侵略的历史缩影， 文明
与纯真的交锋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布
恩迪亚家族无论如何挣扎还是最终灭
亡了，马孔多也从地球上消失了。 与文
明世界的交锋，何以导致一个原始家族
如此悲惨的命运？ 书中有两个故事做出
了解释： 一是自由党与保守党的竞争；
二是香蕉工厂的纠纷。 这两个故事对布
恩迪亚家族和马孔多的打击几乎是毁
灭性的。 纯真的马孔多人本来过着田园
牧歌式的生活，“文明” 的眼里看到的
是金钱和利益， 它蹂躏着马孔多人，只
为满足自己的贪婪和野心，只为了那些
血腥的荣誉。

纯真的马孔多人从未真正融入文
明，他们没有认识到文明积极的另一面，
成为了文明入侵的牺牲品。小说的最后，
羊皮卷的预言在使故事更为神秘的同
时， 也暗示了这样的故事不止发生在马
孔多，它发生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上，发
生在所有被文明遗弃的孤独的角落。

让未来的我们，
喜欢现在的自己
■ 宁向华

《让未来的你，喜欢现在的自己》，这本书，是
我去年读到的，在新书架上，蓝色封面，看起来干
净清爽。

作者是魏棻卿，用 36 个小故事，温馨的小感
悟。属于心灵鸡汤。这样的小故事可以让人心境平
静，心生善念。 这一类的书我看过很多，但依然会
喜欢。给人的感觉如雨后阳光，清新，温暖，恬淡安
逸。 书中有很多图片，干净温馨，比如第一页一句
话：决定你幸福不幸福的，不是你有什么，你是谁，
或你在什么地方，你正在做什么，而是你怎么想。
卡耐基的名言。

读完这本书，对幸福有了全方位的理解。《一
个人最大的战场，其实是内心》：对幸福的追求，
是有代价的。 若你渴望拥有一段稳定且长久的感
情关系， 代价就是必须牺牲一部分自我……若你
向往的是无拘无束，没有包袱的生活，代价就是要
忍受一个人的寂寞。这也说明了事情都有两面性，
人生不可能是完美的。结论，感情也好，事业也好，
只要真诚以对，幸福就会属于我们。挪掉礁石还是
水涨五尺，说的是一艘大船被困在礁石群中，进退
不得。 上帝问他：“你是要挪去礁石，还是水涨五
尺？ ”看到这个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挪去礁
石，后来才知道自己只顾解决眼前问题，目光那么
短浅。 如果是挪掉礁石，时过境迁，我们依然是原
来的我。我们将生命提升到一个高度，如同水涨五
尺， 生命的境界越来越高， 那些困着一般人的礁
石，对我们来，就根本不是阻碍了。

幸福小语。 曾经有人提出两个抗压思考：第
一，别在意小事情；第二，大多数事情都是小事情。
既然这样，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看完后我会心一
笑。 有一次听销售课，有个人提到不敢开口向顾客
销售。 专家说你开口前先思考两个问题，第一：你
讲这话违法吗？第二，会死人吗？大家哄堂大笑。他
说如果不会，还有什么不敢讲的呢。 从那以后，我
每次给顾客销售， 都想到这句话。 我想看完这本
书，以后遇到什么大事情我都会如此思考的。

《人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你不是得到一份
美满的姻缘，就是学到怎么更靠近幸福。 人生中。
没有什么人或什么东西，非要得到不可，若是用心
付出过，努力争取过，结果还是失去的话，那真的
注定不属于你。 不属于自己的人事物，紧紧抓着，
就像死抱着一棵仙人掌，只会扎得自己满身是伤。

■ 海南日报记者 梁昆

文化周刊：您不是教育专家，而《父
亲的力量》是以谈育儿为主的，书中的一
些观点难免会引起读者或专业人士的质
疑，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郭涛： 很多孩子在出生时都拥有美
好的天性，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天
性有意无意地遭到外界的破坏， 到了社
会上，又被进一步扭曲。 所以很多天性
质朴善良的孩子，到了二三十岁的时候，
反而变成了一个糟糕的人。 把孩子美好
的天性保护好，比一边破坏孩子的天性，
一边寻求优秀的教育理念去重新塑造他
要重要得多。这是我想写这本书的初衷。

文化周刊：可以说《父亲的力量》是
一部男孩与男人的成长史，包含了您和
小石头共同成长的故事，在有了孩子后，
您自己有了哪些成长？

郭涛： 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从一个男
人转变为父亲，看似只是一个称谓，但是
包含的东西太多了， 其次就是责任感的
增加。

文化周刊： 郑渊洁称在序中说能看

到您向小石头学习的痕迹，小
石头在哪些方面的表现会让您
觉得很欣慰？ 您会向他学习什
么？

郭涛： 他对于身边其他小
朋友的照顾让我很欣慰。 我向

他学习其实也是他对于我自己的反
作用力产生的思考， 比如说对于教

育孩子的方式， 和我跟石头的相处方
式。

对儿子采取放养式教育

文化周刊：很多网友指责您对小石头
过于严厉，而您自己却说“镜头下的严父
不是真实的我”，真实的你是什么样子？

郭涛：现在大家都说我是一名严父，
我并不介意别人这么说， 严父其实也没
有什么错误。 我平常也有温柔的一面。
孩子是要哄的，孩子是要多给予他鼓励，
给予他拥抱，给予他这种表扬，让他有一
种自信，特别是男孩子，但是如果出现问
题的时候不能含糊， 你要很明确地告诉
他这个是对的或者这个是错的，如果要
是这中间出现交流的问题时，我觉得中
国有些严父的一些手段也是小小的可以
用一下。

看其他的爸爸，都挺会哄孩子的，比
如像 Angela、Kimi 都挺被爸爸呵护着
的，像我对石头就一说什么都让他自己
去。 其实，我呵护的画面都让节目组给
剪掉了，因为节目要有效果嘛，被镜头放
大的只是那 1千个场景里的几个。 私下
我可对石头好着呢。

文化周刊：您对石头采取的是“毛茬
教育”，具体体现的哪些方面？ 对石头妹
妹的教育方式是什么样的？

郭涛：在平时生活中，我对石头采取
放养式的教育，任他登高爬低、滚一身泥
回来，我从不批评他，男孩就应该这样。
不过他受伤次数也确实多了点， 我还是
提醒他自己要小心。我小时候还从房顶上
掉下来过呢，虽然没受伤，但也摔得不轻，
这些都是小男孩在这个年龄段必须经历
的“毛茬教育”。 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
身上绝不会缺少这种自然的、真实的、原
始的气质，那才是男孩子应有的气质。

对于女儿的教育和培养， 我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女孩子一定要有自尊，要有
事情干。 事情不见得多大， 不是每天写
多少本书，或者谈多少大生意。 她做的
事情应该是她喜欢做的，而且使她心情
愉快的。

如何让女孩子的性格变得美好？ 我
们需要给她一种相对自由、平缓、舒服、
优雅的环境， 让她心平气和地做事情。
如果将来女儿有条件那样做事情，我会
很开心。 我希望懿文有王诗龄一半的情
商和田雨橙一半的潜能，这就够了。

父亲成长是自我矫正过程

文化周刊：在日常生活中，您和石头
既是哥们又是父子， 这两种角色如何切
换自如？

郭涛：父子可以是哥们儿，但不能缺
失价值观；父母可以哄孩子，但不能缺少

是非观；父亲可以为孩子做很多事，但他
绝不能一直扮演大英雄. ……父亲并非
一定是“高大全”的，父亲不是上帝，也
非全能，父亲的成长甚至也是一个笨重
与自我矫正的过程。

私底下我们哥们儿的时候还是挺哥
们儿的。 有一次因为我们第二天还要去
参加一个慈善活动， 所以当天晚上给他
放假。 在拍摄路上的时候石头赖赖地跟
我说：“爸爸今天晚上我能跟你们睡
吗？ ”我说：“好啊，可以跟我们睡，我说
你愿不愿意跟我们睡？ ”他说：“我超愿
意！ ”我说：“我也是超愿意！ ”

其实生活当中你不能够因为你严
厉，就把他的那种自信，把他对生活的热
情和一些积极的态度给打消掉， 这是不
正确的。 但是错误就是错误，包括我说
我错了，我就特别坦诚的说儿子我错了，
非常对不起，我们都改正，改正过去就好
了， 没什么了不起。 我跟儿子说的最多
的一句话“改变没什么了不起”，对呀，
没什么了不起。

给儿子充足的拥抱
寄望女儿过平淡人生
文化周刊： 您从小接受的是粗暴的

家庭教育，因此您的成长初期充满了负
能量，必然有很多遗憾，您会不会将这些
童年遗憾弥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 您希
望石头和妹妹长成什么样？

郭涛：有人问过我，“你的父亲都没有
这样亲近过你， 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呢？ 是不是做演员让你解放了被压抑的

天性？ ”我想说，哪有那么复杂，我知道
自己一直渴求父亲的拥抱， 但是没有得
到，所以现在我得给我儿子充足的拥抱，
让他不要渴求这种身体接触，让他身心健
康的发展。 而这种满足是相互的，在我给
拥抱石头的时候，我心理上也得到了极大
的慰藉，就算是补偿吧，对孩子也对自己。

我不奢望女儿将来是才女， 也不喜
欢别人总跟她说：“你将来当个女企业
家、女领导，你能管很多人。 ”这样的人
生很苦、很累、很坎坷。 我不希望她为生
活奔波，或者为了某个臭小子受苦，那对
她来讲太不公平了。 她的人生最好平淡
一点，不要太多起伏———好像要求太高，
那就请原谅我这个溺爱孩子的父亲吧。

男孩教育的缺失是中国最普遍的现实问题，如何培养男子汉的气概？ 如何与成长中的孩子相处？
在《父亲的力量》一书中郭涛第一次全面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读者分享，穿插儿子石头的故事以及与孩子们

共处的趣事，分享每位明星爸爸教子的经验心得。书中讲述了明星家庭中不为人知的细节和独到的教育理念。本
书是郭涛的首本自传，也是和小石头（郭子睿）的一次“父子谈心”。 《父亲的力量》现已由北京凤凰联动重磅推出。

郭涛谈父亲角色：

把孩子美好的天性保护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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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西亚·马尔克斯
的早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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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完整地呈现了马尔克斯从出生到
出版《百年孤独》的四十几年的岁月。 在哥伦
比亚和拉丁美洲，马尔克斯扮演着不可缺少
的角色，马尔克斯构成了一股大于生活的力
量。 最后写到神奇的《百年孤独》如何出版，
如何在美国出版，马尔克斯终于成为享誉世
界的作家。

大宋帝国三百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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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明月，纸上烟霞
■ 毛本栋

爱书多年，第一次知道书还有“纸月亮”的美
称， 竟缘于胡忠伟的这本书， 书名甚是撩人情
思———迷恋纸月亮。 字面的诗意自然是美妙的，
而其间氤氲的那份对书的痴情，更令人动容。

明月是天地至美之物，从古到今，痴迷者众，心
心念念追求它那姣好的面容和圣洁的清辉，但它终
究只是亘古高悬夜空的天体。 可望不可及的美，人
们在心中会以一种可触可碰的形态使之得以呈现，
所以董桥说，“爱书爱纸的人等于迷恋天上的月
亮”。 书是人间的明月，是爱书人养在心中的明月，
它使精神游子心有所依，情有所寄，意有所钟，一如
胡兰成所说的“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胡忠伟如此
“迷恋纸月亮”，许是有这层意思在吧。

胡忠伟偏居西北小县一隅， 而读书作文为他
开拓了一片辽远的精神疆域，其上洒遍明月清辉，
熠熠动人。因为迷恋，故而读书必然就成为他日常
生活中的常态，最为强悍者，是他同时翻开几本书
齐头并进地读，读得昏天黑地、满眼金星，其景甚
是壮伟。 如此， 真想即刻亲睹他的书房的壮美奇
观。他既善读，以读书陶冶性情，涵泳精神，也读得
有情趣，在“慢阅读”、“倒着读”中享受美好的
“月色”。他觉得，只要有浓浓的书香为伴，再寒冷
的冬天也会温暖如春。 这大抵也是所有爱书人的
共同感受。被人痴恋的书是该感到愉悦的，而痴恋
书的人也定会有别样的幸福。

胡忠伟偏爱读贾平凹， 不只是乡党和大作家
的缘故，更因贾是他心中最圆最亮的明月。他多年
来一直追慕贾平凹的为人和为文，尽藏贾氏著作，
也遍读贾氏著作，所以收了十二篇读贾随笔，作为
“我读平凹”专辑放进这本《迷恋纸月亮》里。 他
读出了贾平凹性格中的犟，外表谦和温柔，实则内
心强悍， 骨子里的倔强和狂狷与传统士人一脉相
承；他也读出了贾平凹文字憨拙里的通灵，朴素里
的华美，简单里的丰富，现代意识与传统气息相互
交融。

书中有一辑名为“纸上烟霞”，甚是喜爱，诗
意的辑名与书名交相辉映， 而书名竟是出自本辑
第一篇文章的标题，篇名又与辑名相互映衬，确是
给人月色迷蒙、满纸烟霞的诗情美感。他广泛阅读
后的所感所悟，化“月色”为“烟霞”，见解独到，
自出机杼，月旦人物公正公允。利用一次可贵的机
会，他与陈忠实、肖云儒、高建群、红柯等陕西名家
进行了面对面的接触，亲炙芳泽，面聆教益，实在
幸运。胡忠伟说他只是在文字的世界里，经营着自
己的梦想，自得其乐。 我觉得这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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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书收录作者游历泰国、斯里兰卡、印度三
个国家的 50 余篇短文，讲述了作者不受时间、
气候、日程等因素制约的缓慢旅行体验。短篇的
风格，从旅行中的事物以及人物入手，通过作者
的视角，去讲述、记录、描绘这些不同的城市以
及城市中的人情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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