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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自我
无从文章

《正是河豚欲上时》

文\李宁

作者：王程韡
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时间： 2020
年 12
月

《正是河豚欲上时：
一场饮食社会学的冒
险》一书旨在进行一场
关于味蕾冒险的探索。
河豚作为一种美味食
材，得到了古代文人骚
客的青睐，
“ 吃货”东坡
先生就留下了“正是河
豚 欲 上 时 ”这 样 的 佳
句。这本小书每一个小
故事都不长，读者能够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一窥
究竟，
再慢慢思考。
作 者 王 程 韡 ，80
后。清华大学科学史
系 副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美食爱好者。2016
年自哈佛大学文理学
院访问归国后，在清华
大学开设“舌尖上的社
会学”
课程。

《我们为什么要睡觉？
》

作者：（英） 马修 沃克
译者：田盈春
版本：后浪丨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时间： 2021
年 月
3

我们正在进入一个
失眠已经成为流行病的
时代。作为一名杰出的
神经科学家，沃克对生
物的睡眠行为充满好
奇，这促使他成了睡眠
研究方面的专家。打开
这本书，看平凡的睡眠
如何带来非凡的生命能
量，顶尖科学对于睡眠
的所有了解及如何睡好
觉的诀窍都将在这部关
于睡眠的
“百科全书”
中
逐一揭晓。
马 修·沃 克 ，英 国
科学家。加州大学伯
克利分校的神经科学
与心理学教授。

·

《启蒙札记》

作者：陈乐民
版本：东方出版社
时间： 2020
年 10
月

本书是一部扼要
介绍 18 世纪欧洲启蒙
时期的思想家及社会
背景的通识作品。作
者陈乐民先生晚年将
切身关心的问题越来
越集中于欧洲文明进
程中的启蒙时期。本
书中，他将自己接触到
的有关欧洲启蒙的历
史材料以随笔的形式
进行分题叙述，希望引
领读者探求启蒙的历
史过程、了解启蒙思想
家的代表思想、反思启
蒙的历史意义、理清国
人对于启蒙的认识。
陈 乐 民 （1930—
2008），国际政治与欧洲
学家。中国社会科学
院荣誉学部委员，著作
等身。
（杨道 辑）

《雪下了一夜》
作者：胡竹峰
版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时间： 2021
年 月
3版

作家胡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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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档案

胡竹峰，1984 年生于岳西，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雪天的书》
《豆绿与美人霁》
《闲饮茶》
《击缶歌》
等散文随笔集。曾获
“孙犁散文奖”
双年奖、
“紫金·人民文学之星”
散文奖、奎虚图书奖、滇池文学奖、林语堂散文
奖，
《中国文章》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提名。部分作品被翻译成日语、英语、俄语、意大利语。

阳春三月，80 后作家、安徽省作协副主
席胡竹峰散文集《雪下了一夜》新鲜出炉，得
到诸多关注。本刊特别邀请《天涯》杂志编辑
部主任李宁就此对胡竹峰进行了专访。
李宁：
这本散文集最吸引人的，首先是内
文二十四篇的题目（
《逍遥游》
《登楼赋》
《桃花源
记》等）皆为古今经典篇目，
这在当代散文写作
里是很独特的。当初怎么想到写这么一本书？
胡竹峰：实在是无心插柳。文章好写，标
题难寻，不知不觉写了几篇古人同题。写到
快二十篇的时候，才觉得可以成一本小册
子。巧合的是，写完，居然是二十四篇，暗合
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每一篇文章隐约有
个主旨，也有其他的想法。其实可以整体来
看这本集子，主题是人生从逍遥游开始，到雨
季结束，这也是我的一个体悟。
李宁：
“雪”这个意象在你的著作中出现
频率很高，
为什么？
胡竹峰：
现在回想起故乡，
最怀念雪景，
说
不来是不是乡愁，但首先是美。雪有种况味，
掩盖了一切，虽然终究会化去，一场雪仿佛就
是人生。所以历朝历代的人不断写雪，文章
诗词里写，小说也写。对雪的喜欢，或许是对
空的执着，
也是一种迷妄吧。
《红楼梦》不是说，
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雪里有色与空
的关系。
李宁：你的写作一直坚持“不求落墨字
字古意，至少有点古典的气味古典的氛围”，
这种审美和文学观念是怎么形成的？
胡竹峰：古汉语的韵绵延几千年，倘或多
一点点旧味，能让文章多些风致，所以每每下
笔承接了文言文的韵。另外希望文学有些传
承，前能见古人，后能见来者。有人写作完全
投进时代，有人只是自说自话，我都做不到。
设想古人复活，会如何面对当下的经验？古
文传统中因袭下来的那些规范，
有多少能用？
我们这代人，不敢谈文章的教化了。文
章是留给自己的一点体己，有我的知识、趣
味，甚至是操守、信仰，这个不能没有。文章
可以保留最深的自我。在我这里，没有自我，
无从文章。
李宁：谈谈这些年以及往后你的写作和
出版？
胡竹峰：差不多就是文章生活，文章是我
日常的一部分，也是与世界最深的联系与交
往。很多书的写作，绵延十几年了。木心说
没有纲领，无法生活。那么，没有纲领，无法
艺术。尽管写作总有随意，到底也需要一些
刻意。我还想写书法、绘画的随笔，还想写一
点点鸟兽虫鱼的随笔。
李宁：你对当代的散文创作有何看法？
胡竹峰：
这话我不敢说，
只缘身在此山中，
当下的好就好在各有方向。只是文章人的心思
还是坦荡一些好，
我害怕文字里有戾气。文章
是各走各道，
各修各业，
最怕业障太深。过三五
十年回头看，或许潮水落下去，能看见石头一
角。很多事都不重要，
时间让一切打回原形。
李宁：在海南谈论
“雪”
，
也是一件颇有意
思的事。你来过海南三次，对海南有什么印
象？
胡竹峰：南方万木生长气息让我沉迷，翠
绿如好文章的质地。人在这里有种融入感，
欣欣向荣，
能给身体元气。

《雪下了一夜》：独秉秋气
文\李敬泽
胡竹峰其人有秋气。按年岁，
他是小
先生，
不是老先生。但提笔行文，
老气横
秋。一老气横秋似不是好话，
然在此处，
是
作好话来说。天行四时，
一时为秋，
秋之气
为清、为爽、为苍劲为高迈，万物至此近
老。古人文章之道，
讲究得天地之气，
竹峰
当盛年而独秉秋气，
是为异稟。
《雪下了一夜》，却不是秋，是冬天
了。雪只管下去，干你甚事。可天地、
风雪、山川、日月、草木、虫鱼，一桩桩一
件 件 都 是 竹 峰 的 事 ，是 世 事 ，也 是 心
事。心事浩茫连广宇，雪夜闭门与旧
游，竹峰竟写了这样一本书。用一个
“竟”字，是叹真真胆大，安敢如此。从
《逍遥游》到《昆明的雨》，二十四篇文章
全是古人写过的，从庄子到汪曾祺，各
路神仙下凡。召集文曲星雅会，此事我
不敢，
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读《逍遥游》，读《小园赋》
《滕王阁
序》
《岳阳楼记》，等等，只能“观止”，观
而叹，观而止，堂前打躬作揖拜倒便罢，
未曾想过登堂入室，与大先生闲坐对

饮。晚来天欲雪，能弈一局无？这些题
目前贤做过，后生做不得么？如今读了
《雪下了一夜》，觉得此事其实做得。神
飞六合，人人皆可逍遥游，登高望远，处
处都是岳阳楼。
凡我读书人，
心里人来人往，
住着庄
子、陶渊明、范仲淹、张岱乃至汪曾祺。
我是我，我不是我，我的文章出我手，天
下文章在我心。写这本书，也不过把不
敢的事，做成了该做能做的事。以古人
之风写今日万千，
是难事是方向。
有此一集，胡天胡地、竹峰挺秀，这
人亮出了来路去处。沿来路看一遍，感
觉胡竹峰不枉一来，尽得古人风致；朝
去处张望，又觉得胡竹峰势必放下古
人，向远方去，向人群去，向家国天下
去。盖文章，大业盛事也，所谓大业，所
谓 盛 事 ，所 谓 文 章 之 道 ，俱 因 古 人 心
大。竹峰如尽得古人之心，则大矣哉！
盛矣哉！
“却道天凉好个秋”，竹峰少年，已
怀深愁。怀此深愁，且更上层楼。

与古为徒 自出胸襟
文\胡竹峰
二十几年前发愿读古文，乡下难见
书籍，一本发黄的《古文观止》翻了又
翻。后来有缘读到诸子百家，在先秦到
明清的经史子集里流连。荒村苦寒岁月
多了几束花影，
暗香清凉，
悠然微笑。先
贤风味浸入心情，
山野的粗疏淡了，
墙角
篱笆的梅兰竹菊应对前人的句子，变得
风雅变得文气。
文以载道也难离辞章的熨帖，好文
章遣词造句如楚之美人，增之一分则太
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
则太赤。前人文章之好在古，古意悠远
最耐人寻味。前人文章之坏亦在古，行
文古奥，后人读来，难免隔膜夹生。
陈老莲喜欢李公麟石刻贤人图，闭
门临摹十日。问如何？人说似矣，老莲
心喜。又摹十日，
复问，
人回不似也。老
莲更喜。那是以古通今终成自家面目的
大彻大悟。
文章一事固然枯燥，
也着实自在，
寻
章摘句的乐趣在我行我素。一笔笔勾勒
行迹，
像凿琢石头，
发掘其中心相。得一
家之气成一家面目，
有了境界方有格局。
春日桃花落满故园庭院落在一卷卷
古书上，
泛黄的纸页残红片片。古旧书香
染上新春花气，
有鲜亮满头的喜悦，
有天
清气朗的畅达，
今时想来，
犹觉得旖旎。
乡居岁月是久远的事了。湖海飘
零 ，有 深 渊 有 暗 流 ，庆 幸 书 光 照 我 度
厄。书越读越多越读越古，心境于是安
宁，人生于是平复，一些舛逆顺
着杨柳岸上的残月晓风进入江

河。乘一叶轻舟，或幻化为庄子北冥之
鲲鹏上天入海，
随心随意随遇随喜。
作文学了很多年，
心中无他，
朝夕摹
古，
不离不弃，
得其味方可存于胸贯于手，
所谓收养在心。读古文，
读旧书，
无非供
养几缕旧时光的清芬。先贤珠光宝气护
佑笔端，
得一寸光是一寸光，
寸光寸金，
守
着心里一点文意，
不至在尘俗滑得太远。
近年作文，下笔随便。文章飘飘欲
仙，出乎生活之外，是我向往的境界。
字句拘泥现实，折了好看的头面。好文
章自由挥洒、更无规范，有文气文意而
不必太在乎规矩。文章自有命运，审美
不同，识见不同，人人喜恶有别，得遇知
音固然是作者的福气，
也要彼此缘分。
吴昌硕年近古稀时书庄子“与古为
徒”匾额赠域外博物馆，大篆格外沉重
格外虚心，字字精神抖擞如悬胆如金
铭，雄强恣肆，凝重有五岳之山林岩石
气 ，笔 道 又 率 意 又 厚 重 ，所 谓 人 书 俱
老。书画如此，文章何尝不是，与古为
徒，也可以与天为徒与地为徒。
书画家临摹前人碑帖丹青以求艺
理，写作者也有文章临本。这一册集子
是我文章册页也是临本草稿，辞章行文
难释古怀。文才浅陋，学问粗疏，向来
下笔不过自家欢喜自家沉迷的陈年旧
梦。不求落墨字字古意，至少有点古典
的气味古典的氛围。有时候我是一个
活在今天的古人，有时候我是一个活在
古代的今人。岁月轻轻像一叶扁舟，载
些经史子集，
路途安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