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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写西域》高洪雷著，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

汤因比说：如果生命能够重来一
次，我希望生活在中国古代的西域。
因为，那是一个文化汇聚的福地。余
秋雨说：西域，这是一个伟大的地
名。它实现了各大文明一个不约而同
的渴望，那就是彼此间展开非战争交
往。

西域，是自汉代以来对于玉门关
以西地区的总称。《史记》提到的西域
国家有 15 个，汉初，是西域文明史生
机勃发、群星璀璨的童年。《汉书》收
入的西域国家共 54 个，大多分布在
狭义的西域内，东接玉门关，西到葱
岭，南达昆仑山，北有天山……

本书是一部严谨而有趣的西域史
话，它吸收西域学、历史学、古代宗
教文化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关系史
和古代战争史等众多学科的研究成
果，在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历
史事实为基本框架，以符合历史本质
真实为原则，通过具体生动的文学描
述，给读者提供了一个浏览古西域数
千年历史的全景视窗，对认识中华民
族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和疆域变
迁，具有非常突出的独创意义，是一
部填补我国古西域人文历史和历史纪
实文学宝库空白的鸿篇巨制，具有很
高的历史学、文化学、边政学、民族
事务治理学、历史地理学和国际关系
学研究价值。

“沙埋庞贝”“千年楼兰”“佛都
于阗”“乐都龟兹”“交河故城”“象
牙房子”“圆沙古城”“小河公主”

“太阳墓地”“米兰遗址”……西域的
每一次露面都惊艳如虹，玄妙如诗，
美妙如画，遥远如梦。

《红楼梦》 在情节上非常有特
色。有人说曹雪芹在此书中写到他
们家里边很多实事，有些丑闻性质
的事儿，你是说不出口的。

比如说秦可卿。这秦可卿，俞
平伯分析得非常明确、有说服力
的，说秦可卿实际上跟贾珍有不正
常的关系，所谓“爬 （扒） 灰”的
关系，被发现了，所以她才自杀，
突然而死。

但是秦可卿呢，又在这个作品
里头起着一个既重要又奇特的作
用。一个是她群众关系好，所有的
人，贾府上下没有不夸她的。第
二，她在临死之前托梦给王熙凤，
说是水满则溢，月满则亏，我们家
已经赫赫扬扬三代，如果发生一件
事儿，树倒猢狲散，就是说如果碰
到厄运，完蛋了，应该怎么办？这
可不得了，这是中国的哲学，叫做
盛极必衰，兴久必亡，月盈则亏，
水满则溢。这个托梦情节，你从世
俗的逻辑上，从必然性、规律性的

角度，是很难解释清楚的。所以鲁
迅说到，遇到流言家，就是专门制
造流言蜚语的人，专门能够编造八
卦的人，会从 《红楼梦》 中看到宫
闱秘辛，就是各种稀奇古怪的八
卦，而且是以宫廷里边发生的事情
作背景。所以说 《红楼梦》 情节上
有各种不同的解释，有各种复杂的
背景。正如海明威所说，一部作品
恰如一座冰山，只有 1/8 露在外
边，还有7/8隐藏在水下。

我还要说说 《红楼梦》 美学理
想上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在谈到中国小说的时候，有很
多专家很重视 《金瓶梅》 与 《红楼
梦》 的关系，甚至于认为，《金瓶
梅》 在先，《红楼梦》 模仿了 《金
瓶梅》，学习了 《金瓶梅》。但是

《金瓶梅》 和 《红楼梦》 有一个很
大的差别，《金瓶梅》 里头的肮脏
就是肮脏，无耻就是无耻，下流就
是下流，而 《红楼梦》 呢，它并没
有避讳许多事情，哪怕是在贾府这
么一个大户之家里边，出现了各种
肮脏的事情，用柳湘莲的话说是

“你们这两家 （荣国府与宁国府）
除了门口儿的石头狮子以外，没有
一个是干净的”，说得非常的严
重；但是大观园里边毕竟有很多美
好。它的美好是什么？青春、爱
情、少女、文学、诗词，里边有很
多这些年轻人聚集在一块儿的场
面，尤其是在作诗、作词的时候，
那种美好的场景，令人难忘。我尤
其喜欢它的四十九回和五十回。

四十九回、五十回写那个芦雪
庵即景联诗，就是下了大雪了，他
们一边吃烤鹿肉，一边抢着联诗，
太美好了。那完全是一个烤肉节，
是清朝的 BBQ。第二它是诗歌节，
那么多人在那儿抢着作诗，贾宝玉
抢不上，连林黛玉都抢不上，因为

史湘云和薛宝琴抢在前边了。这第
一句诗是王熙凤起个头儿。王熙凤
说我没有文化，但是你们必须拉着
我，因为你们得跟我要钱。你们要
钱，我必须参加，不参加等于是反
叛，写得好，写不好，并不重要。
然后她的第一句是：“一夜北风
紧”，很大气，很从容，很老道，
很通俗的一个话，路子非常宽，大
家都说太好了。所以它是大观园青
年联欢节，也是文学节，是少女
节。就是在痛苦之中，困难之中，
压抑之中，生命也有自己的花朵绚
丽开放。

刚才说的是青春，是爱情，是
少女，是文学，就好像到了泰戈尔
那儿，把很困难的印度写得那么可
爱，那么美好，他写的故事要加上
儿童，要加上爱情、母爱。他还写
大自然的轮回，大自然的变化。就
是说，作家可以是、常常是批判性
的，是控诉性的，但是即使在控诉
性和批判性当中，它总还应该有一
个自个儿的美学理想。

再往下说，是 《红楼梦》 创作
方法上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它的创

作方法，一方面好像是自然主义，零
零碎碎、鸡毛蒜皮、吃喝拉撒睡、衣
食住行，没有它没写到的。所以有
人说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
书。《红楼梦》确证了我们今天爱讲
的一句话：“生活是创作的源泉。”

吃什么，喝什么，地毯是什么
样的，都写到了。里边还说到俄罗
斯毛毯。这个我略微有点怀疑，他
说是俄罗斯孔雀毛毯。这个不太可
能，孔雀是热带动物。但是这个不
管它了，反正它什么都写到了。

我也喜欢它里边写的那些吃的
东西。但也有疑问。因为咱们这个
北京啊，就是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有
个红楼宴，红楼宴里头有茄鯗。王
熙凤给刘姥姥讲的就是这个茄鯗，
做起来十分复杂讲究，她一边说刘
姥姥一边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地念
佛。可具体地按王熙凤讲的那个方
法做出来并不好吃。但是 《红楼
梦》 至少谈到这个了，也算一个菜
肴条目。

另外服装，还有用的灯，就是
器具和器物的描写，你找不着写得
如此细腻生动的其他小说。中国其

他的一些书，都着重于主要情节，
比如说 《三国演义》，是三国三足
鼎立啊，谁胜谁负啊，最后又是什
么情境，它是这么写。《水浒传》
写的就是怎么造反，怎么逼上梁
山，当然，最后又怎么招安。它不
写这些具体日常生活的事。

《红楼梦》 还动不动写中医的
药方儿。中医药方儿跟现代医学观
点也不一样。秦可卿得了病，请的
是翰林院的翰林，人家从来不收钱
看病，就是说他是业余医生。中国
人认为业余的比职业的要高明的
多。因为业余的他是从哲学、从伦
理学、从阴阳五行、从周易的观点
上来给你看病；而那个大街上摇着
什么铃铛叫卖看病的，那是挣钱的
庸人。一挣钱水平就低了。

刚才说到 《红楼梦》 中的写实
方面、生活方面，其实，书里面的
神话性的故事也有好几层。第一层
是女娲纪元，就是从女娲造人、女
娲补天开始。第二层写天宫，说贾
宝玉原来是神瑛侍者，林黛玉原来
是绛珠仙草。绛珠仙草旱了，神瑛
侍者每天给这个绛珠仙草浇水，所
以到了人间以后，这个绛珠仙草要
用自己的眼泪来回报贾宝玉，就是
神瑛侍者给它浇的水。哎呀，这个
故事太动人了。那么第三层呢，还
有一个神仙是谁呀？警幻仙子。专
门给你讲男女之情的，讲清楚情天
恨海的种种故事。这也非常的动
人。

所有这些方面，它不是现实主
义的，它叫魔幻现实主义，它跟莫
言先生喜欢的那个拉丁美洲的加西
亚·马尔克斯也不一样。它不受任
何的拘束，它托梦也写，还有这个
马道婆教给赵姨娘做法害人，它也
写。它什么都写，各种方法是为我
所用，不受限制的。

很久没有读到这样的文字，作者在行
走间，在乘坐地铁前行时，思绪不断蔓
延，将诗人式的视觉和感触与自己所读文
本的意绪共同构成一张流动繁复的文本之
网，谈论着诗歌和美等非功利之物，对于
生活终极意义发起探询。如列车驶过一个
个站台，叙述之流不断向前，掠过沿途的
风景，不为特定的站台多作停留，最终在
读者面前展开一幅优美的文艺地图……这
就是江汀的 《二十个站台》（漓江出版社
出版）。

江汀，安徽望江人，1986 年出生，
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现居北京。著有诗
集《明亮的字码盘》《来自邻人的光》《寒
冷的时刻》。曾参与发起北京青年诗会，
参加诗刊社第 31 届青春诗会；获阁楼诗
歌发现奖、安徽文学年度诗歌奖、胡适青
年诗人奖，入围第 14 届华语文学传媒大
奖最具潜力新人奖提名。 （小 章）

“万物互联，连接一切”是未
来 10年的主题，引起这一变化的
根本原因是互联网。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
布 的 调 查 报 告 ， 截 至 2016 年 6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亿。2016
年11月11日，阿里巴巴旗下的天
猫、淘宝平台当天成交总额达到
1027 亿元，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大批传统企业面临倒闭。

例如，在服装制造行业，由
于用工成本增高，百年老厂济南
国棉一厂破产，纺织行业的领军
者庄吉集团破产，百丽、波司
登、佐丹奴、七匹狼等服装品牌
大量关店。其实，其他传统行业
的命运也是如此，因为时代已经
变了。

事实上，中国现在已经进入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并存的时
代，随着智能手机等移动终端的
普及，国人的娱乐等消费行为早
已经转移到了手机上，“一机在
手，天下我有”。如果传统行业对
此无动于衷，那么迎接它们的只
能是倒闭。看看现在中国目前风
头最劲的 BAT，哪一家不是和互
联网有关啊？就算民族品牌的骄
傲华为、小米等，也跟互联网有
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生产力的变革归根结底是思
维的变革。在“互联网”“大数
据”时代，掌握了新的思维方式
就得到了让企业升级的门票，如
美团、滴滴打车、摩拜单车等，
这些企业发展时间不长，却后来

居上，远远超过传统企业，可见
互联网思维的颠覆力量是多么强
大。

从事网络行业的郭洪安，在
最近出版的《互联网思维》（北京
时代华文书局出版） 一书中，分
析 了 8 大 互 联 网 思 维 ： 用 户 思
维、平台思维、粉丝思维、社群

思维、流量思维、微创新思维、
跨界思维、大数据思维，系统阐
述了互联网时代的企业生存法
则。书中有理论概述、案例分
析、方法汇总、图表详解等，使
读者看了就能懂，拿来就能用，
化繁为简，直击核心。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
算等高科技高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企业依托互联网思维，开始
重新关注用户、市场、产品、企
业价值链以及整个商业生态。互
联网思维是相对于工业化思维而
提出的，是一种商业民主化思
维。互联网思维以用户思维为中
心，所打造的产品和服务形成了
一个有机生命体，将重塑甚至推
翻各种传统行业。互联网思维下
的企业转型不一定是大刀阔斧的
革命，也可以一点一点地赢得用
户的心。但值得注意的是，企业
不能为了运用互联网思维而运
用，如果想要单单依靠一种思维
就大获成功，企业很难走得长远。

因此，企业要想用好互联网
思维，就要在产品研发、生产、
物流、市场、销售以及售后服务
等环节顺势而变，将传统商业的
价值链改造成互联网时代的价值
环。在价值环中，战略制定、商
业模式设计、业务开展、组织设
计以及企业文化建设都要以用户
为中心。从业务层、战略层和组
织层三个层面围绕终端用户需求
和用户体验来设计，就是互联网
思维的精髓所在。

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讲了
一个奇怪的读书人。他独自住在一
间破屋里，每到深夜，从这间破屋
子里就会传来读书人爽朗、快乐的
笑声，仿佛正在和什么人热烈讨
论，尽情地交谈。

周围的人们都怀疑他在暗中和
狐仙鬼魅交往，也就是传说中的

“中了邪”。后来有胆大好事者半夜
里扒窗“侦察”：却见只有他一个
人，青灯黄卷正读书而已；读到某
页某页，该读书人又是拈须点头，
又是拍掌大笑，快活如同神仙。整
夜并不见有什么花精兽仙翩然而
至。

读书，常常有悠然心会之时。
哪句话说得妙绝，哪个词用得惊险
精准刚刚好，哪一叹瞬间渗入肺腑
……夜半无人，天地宁静，宇宙混
沌一体，内心清澈如水，恍然间有
如时空暗换，仿佛与作者相对微
笑，心心相印，挽手吟哦，悲愤同
叹……

晚明“公安派”代表“三袁”
中的袁宏道在 《徐文长传》 中写
道：“余一夕坐陶太史楼，随意抽
架上书，得《缺编》诗一帙，恶楮
毛书，烟煤败黑，微有字形，稍就
灯间读之。”

接着，他又写读该书的近乎
“疯狂”：“读未数首，不觉惊跃”，
并急问朋友周望，“ 《缺编》 何人
作者？今耶？古耶？”然后“两人
跃 起 ， 灯 影 下 ， 读 复 叫 ， 叫 复
读”，以致于“仆童睡者皆惊起”。
叹息：“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
海内有文长先生。”相见恨晚！

我曾经深夜读林语堂 《记性
灵》 篇，“消化欠佳则失此光景，
大便不通则失此光景”“故哲学家

之乐观悲观，常是消化之良否而
已，消化积滞者不能使之乐观，犹
大便通畅者不能使之悲观。”读到
说“便秘”处，不觉哈哈大笑，且
笑 且 顿 足 ， 直 踢 得 床 板 乱 跳 不
已。照此“规律”比照生活中身边
的便秘者，仿佛确实“准确地”不
大乐观——绝妙之语，幽默微中，
大抵源于对生活人生观察体悟的极
其熟稔以至于左右逢源游刃有余，
不由得你不叹服。

有段时间，网上流行一种“某
某在左，某某在右”，如“爱情在
左，友情在右”等的时髦说法和标
题，甚至有些报刊杂志的青春时尚
版面也亮丽唯美地沿袭这一句式。
我一直想知道这句法是谁发明的，
应该是一个挺另类挺先锋的现当代
人吧？

有一天，深夜读《阅微草堂笔
记·滦阳续录 （三）》，忽然看到某
人前生为猪时“刀俎在左，汤镬在
右”的恐怖之句，惊悚震撼之余，
不觉狂批、狂点、狂喜，差点就手
舞足蹈！原来这神奇的句式是几百
年前的古人“原创”且早就使用过
的！只恨平生所读甚少，故不知古
人纪先生之前尚还更有古人否？

就是那一夜，我忽然间完全体
悟了古人夜读而笑的自然，当然，
也庶几完全感同身受到那种忘乎所
以，如中大奖的至喜、快乐！

“一带一路”好书荐“一带一路”好书荐

《二十个站台》诗人的散文

“冰山”·理想·百科全书
□ 王 蒙

王蒙谈《红楼梦》（四）

·名家读名著·

王蒙肖像
罗雪村速写

心领神会的“夜读而笑”
□ 张渤宁

我与书我与书

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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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

勤

读谷林的《觉有情》，常为他的
语言倾倒。

如《曾在我家》，写他偶得著名
作家签名本“……天缘辐辏，这一
喜非同小可！其时贪饕之心，近于
痴迷，望见缺藏的品种露布摊上，
辄以为前后左右行人，都是奔向此
书，便急急大步紧赶，攫书在手
吗，犹觉心跃。”把激动的心情，描
写得入木三分。而我以为，标题

“曾在我家”就是一枚绝佳的藏书
章。

《海内孤本话鲁迅》写鲁迅去世
7日内，周作人连续写了两篇“关于
鲁迅”的文章，其中有言“……我

所知道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
存……”

作者对“海内孤本”四字，颇
“感到意外”，并以胡适作文擅用
“pun”，涉笔成趣，引起梁漱溟不满
为例，委婉表达心境。

而周氏兄弟失和后，从各自日
记称谓的“细小差别”来“观人于

微”，同样给人“煮豆撒微盐”之
感！

作 者 偶 读 严 复 日 记 ， 有 一 则
“谢子修故，八十七岁。”遂对“谢子
修”进行了一番考据，原来是冰心的
祖父。在印行严复日记时，他特加一
条脚注：“作家冰心的祖父。”“盖自
鸣其不足为训的涉猎乐趣，和陌路

邂逅的意外之喜。”后印书时，这七
个字被删去了，遂“少少感到一点
儿惋惜”；“我本来想借这七个字引
逗某一些读者的闲览兴趣。”读至
此，为谷林之“趣味”倾倒！

编者沈胜衣曾说谷林的文章：
“抒情自然隽永，议论娓娓道来”
“文辞考究而笔调优美，融古雅与清
丽为一体”，读来的确如此！

谷林何许人也？编后记说：谷
林，原名劳祖德，1919年 12月生于
浙江……晚年一直进行文史写作，
或用本名，或用刘春亭、劳柯等笔
名，用得最多、以之行世的，是取
自其女儿名字的“谷林”。

谷林文趣
□ 孟祥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