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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铁岭先生的长篇小说《书院
门 1991》，以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九
一年为叙事背景，叙写了改革开放
初期，社会剧烈变革中一群文化人
的思想嬗变，进而集中展现出在
人性的异化与社会文化的蜕变
中，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交织
与碰撞。作者的叙事视角独特新
颖，他以现代都市文化对传统文
化的晕染、吞噬与解构为内核，既
展现出传统文化顽强的生命力与
不可复制性，也彰显出三辅文化
的厚重与积淀，以及传统文化对
文化人乃至于非文化人的濡染与
影响。这里仅从该书文化象征意
蕴的角度，略谈一点阅读随感。

书院门，是作者展示现代商业
化都市中传统文化与现
代文化碰撞的一个道具
和舞台。就小说的意蕴
来看，三辅地域广博，历
史与文化积淀深厚。这
种独特的文化积淀，既
为三辅地区所独有，又
是民族的、历史的。

众所周知，长安的
书院门是一条古老的文
化艺术巷道。这条巷道
位于碑林区的关中书
院，是三秦传统文化的
聚集之地。碑林也好，
关中书院也罢，两处文
化名胜和众多的文化
遗存，使得它在全国以
至世界都享有盛名。
据传，关中书院创建于
十六世纪初期。当时
以冯从吾为代表的关
学儒子，本着“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崇高理想，在
这里开办书院，招收弟
子。讲儒说理，穷神知
化，明新止善，躬身实
践，报道不屈，关心国家
民族命运——这种精神
和文化，既是关中书院
的象征，也是书院门的
灵魂所在。康铁岭先生
选择书院门这一具象作
为故事发生的具体地
点，在这里演绎当代社
会中人与人、人与都市
文化，人与传统文化的
冲突场地，其文化象征
意义不言而喻。

在《书院门 1991》一书中，作者
叙写了大量文化场景，其文化象征
意义同样显著。仔细阅读梳理，我
们发现书中的主人公及其出场的
主要人物，大多都有着一定的文化
背景。主人公晏子敬，教师出身，
通晓书法，古文化底蕴比较深厚；
女主人公李雯，秦腔演员，名角儿；
赵先生，文化产品的经营者；还有
书法家张大圣，书店老板刘经理，
画家于松霞，以及文化补习学校经
营者智能三人等。虽然从严格意
义上看，他们还称不上真正的文化
人，但事实是，他们的确是文化产
业的从业者，是吃文化饭的一类
人。就说冯所长和小黄等人，他们
或者是文化市场的参与者、管理
者，或者与这些文化人整日厮混在
一起。可以说，书中人物几乎都与
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还发现，书中的故事也都
离不开大文化的书写，更离不开书
院门这块文化沃土的书写。主人
公晏子敬写书法，河南老张卖书法

作品，于松霞画画，既
表现的是东方传统文
化，又都在书院门地
域。王教授看相算命，
实属风水文化和易经
文化；晏子敬到崆峒山
修道、念经，结识了灵
仙子，最后又在感情失
败 的 境 况 下 皈 依 道
教。尤其是他出走遂
宁道观的描述，很有象
征意义，这预示着他灵
魂回归于道教文化。
李雯最早唱园子，后来
成立了文化公司，演唱
古老的秦腔，传诵的是
戏曲文化。就连书中
的吃茶场景，五六十场
饭局，即吃葫芦头吃辣
子蒜羊血，吃羊肉泡林
林总总的小吃，其实要
么是叙写地域饮食文
化，要么是叙写茶文
化。而关于饮酒场景
的描写，一会儿是林
林总总的酒名，一会儿
是排座次，敬酒的潜规
则……无不与文化相
关联。就连油画、摄影
等舶来文化，歌厅、录像
厅等娱乐文化，丧葬文
化……都体现了作者
的文化书写及其文化
象征的良苦用心。

品 读《 书 院 门
1991》，我们读出了主人
公的人生际遇：山区小
学教师晏子敬家庭的变
故，西安的闯荡；县剧团
女演员李雯的红杏出

墙，遭到丈夫的遗弃……两个几乎
同样遭遇的外乡人，前来古城西安
闯荡的经历，成为作品的主要线
索。作者以此展开宏大的叙事，春
蚕抽丝般牵出了改革初期，在这条
古老街区谋生的形形色色的人物，
展现他们的生活、生存状态和生命
轨迹，通过各自不同的经历和命
运，真实地折射出改革开放初期，
社会变革的趋势和泥沙俱下的乱
象，以及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
阵痛。在这里，我们透过书院门书
画市场的乱象，解读着那些唯利是
图者道德的沉沦，人格的嬗变，丰
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波澜壮阔的古
都西安的市井风情，以及改革大潮
的势不可挡，传统文化在社会变革
中与商业文化的碰撞与博弈。

我们不难看出，作者将书名
选定为《书院门 1991》，既有特定
的时空感，又具有一定概括性，同
时，更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 和
文化意蕴。

□鹿丁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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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书

结识陈忠实老先生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记
得是在1993年9月参加第一届西部经济贸易洽谈会
（简称“西洽会”）。会议期间的一个晚上，时任西安
市未央区委宣传部部长的程生义先生对我说：“今天
晚上，与陈忠实老师聊天。”我答曰：“太好了，很想
认识陈老师。”晚饭后，在西安人民大厦的客房里见
到了陈忠实老师。推开房门，满屋的旱烟味道。进
入到房间后，惊讶地发现他竟然蹲在一个木椅上，
嘴里含着旱烟。程部长介绍我们后，他从椅子上下
来，伸出他那苍劲有力的大手，寒暄几句后，便又坐
在椅子上。

望着他那皱褶的脸庞，满脸沧桑。心想，这就
是陈老师啊！激动的心情与惊奇缠绕、交织在一
起，激动的是这就是我非常想见到的大作家；惊奇
的是，这哪是大作家，看上去分明就是实实在在的
关中农民。落座在床沿上，我说：“陈老师，早就想
认识您，今天终于遂愿了。”他说：“不客气嘛，我和
程部长是老朋友了。”此话不假，文革期间，西安市
的灞桥、雁塔、未央三个区还是一个区，称之为西安
市郊区。同为教师出身的陈老师、程部长因教育
结缘，成为好友。程部长出生、生长与工作、生活
在当时大郊区的六村堡乡，长期活跃在西安北郊
农村基层，担任过教师、乡干部，奔走于城乡之
间。后来，入读陕西师范大学，读的还是政教专
业，与教育有着很深的情缘。相同的出身与成长
经历，使得他们从相识、相交，成为了好友，无话不
谈的诤友。程部长谈农村、谈乡村教育、谈乡土风
情，有着自己的思考与见地，他与陈老师聊天的许
多内容，都进了陈忠实老先生的作品里。

言归正传，那天晚上，在这充满西安郊区乡土气
味的城市客房里，我们聊了很多，直至深夜。说是聊
天，实际上，毛头小伙的我只是一个虔诚的旁听者。
两个乡村文化人的谈话场景，竟然成了我人生当中
最为有趣、最有意义、最为深刻的记忆。

他们聊到许多人和事，聊到毛西公社，谈到了草
滩农场，当然说的更多的是白鹿原。程部长给我说
陈老师是多么多么吃苦，经常一个人骑着自行车走
乡串村。说的是胡乱转，实际上是采风。陈老师的
自行车头上挂着一个帆布包，包里装着他十分喜爱、
万分离不了的旱烟袋，还有他那爱不释手的笔记本
和钢笔。他与农民聊天，乡村谚语、趣闻趣事，东家
长、西家短，甚至偷牛、打架的事儿都进入了他的笔
记本里。女儿出嫁、儿子结婚、抬埋老人、过年过节
走亲戚等，也已成为老先生笔下鲜活的故事。

那个晚上，我听了许多，了解了许多，认识了陈
忠实老先生，结识了令人尊敬的长者。他们的谈

话，让我知道了“活人”的不易，知道了乡村生活的
艰辛和有趣，知道了乡村教师的不易与高大，以及
基层文化干部的困苦与文学的乡土意义。这些，虽
然是浅显的，但对于工科出身的我，对于从事乡镇
工作的我，是多么有意义！

旱烟的味道，浓烈有力，肆意地充满了整个房
间。从刚开始的呛人，不知不觉，我已经习惯了这个
味道，接受了这个味道，甚至觉得还有点丝丝香味。
两个衣着朴素又不修边幅的文人长者，两个其貌不
扬又非同一般的城郊“农民”，在我的内心，突然高大
了起来，并且不断地生长，生长着……

1996年，我也到了未央区委宣传部工作，算是
与文化还有点缘分，与陈忠实先生的交流更多了，
直到他的不幸病逝。这些都是后话了。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下半年时，组织上调我到蓝田县工作，与
陈老师的交流便频繁起来。1998年，县政府决定聘
请陈忠实先生担任蓝田县形象大使。我带着政府
办的工作人员来到了位于西安市建国路张学良公
馆邻侧的陕西省作协大院。那时，《白鹿原》已获茅
盾文学奖。见了陈老师，说明来意，便寒暄了起
来。陈老师说他热爱蓝田，十分乐意担任形象大
使。淡茶一杯，谈天说地却是浓郁、热烈。说到了
他出生的霸陵乡西蒋村，谈到了白鹿原，言及长安
县、灞桥区。

说起白鹿原，这是一个地理概念。广义的白鹿
原，覆盖了蓝田县孟村、安村、巩村三个乡镇，包涵
了灞桥的狄寨、霸陵，长安区炮里、魏寨等乡镇。这
里民风淳厚，土地平坦、肥沃，又是古都京畿之地，
交通便捷，出行方便。又深受西安的影响，崇教尊
礼，尚读善耕，长幼有序，邻里和睦，具有典型关
中风情和文化之特征。白鹿原人勤劳俭朴、务农
而又从商，尊儒而不守旧，尚法且不滞束，是一个
人杰地灵，充满活力与诱惑的地方。关中地区农
耕文明的特征异常鲜明，这里不仅乡村风景如诗
如画，更有美丽的生态环境。站在华胥镇、洩湖镇
地区的灞河岸边，眺望白鹿原，梦幻般地仿佛到了
法国、瑞士的乡野。曾经长期在法国使馆工作的
朋友来到蓝田，望着起伏的塬坡，说道，她的美丽
毫不逊色于欧洲大陆。

不仅风景秀丽，白鹿原地区还诞生了西安地区
最早的共产党支部，可见，白鹿原的追求与进步，令
人刮目相看，肃然起敬。当然，这些都跃入到了陈
先生的笔端。

作为现实主义文学，《白鹿原》是成功的。史诗
般的巨著，如诗如画般展现了渭河流域近半个世纪
的乡村变迁，勾勒出白鹿原地区的春夏秋冬，草荣

花谢。通过人物的描写，展现了关中男人、女人们
独特的精神和心灵追求，揭示了以道德为标榜的人
格内涵。20世纪的前 50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历
史变迁，而在这历史的滚滚洪流中，每一个人则是
渺小的，如同蚂蚁，人之生存悲剧都是在所难免的。

出于对白鹿原地区全面而深刻的了解，作品对
人物的刻画是鲜活的，每个人都带有鲜明的人物个
性，折射出了粗野朴实的乡村习俗，安于天命的传
统思想，慎独克己的儒家精神以及奋起抗争的革命
理想。这一切是多么的达观和冲击着读者的心灵，
撕揪着人们的情感，兴奋、酸楚、苦涩、郁闷、揪心、
丰悦，交织着、撞击着读者的内心世界……

后来，与陈老师又有几次交往。每一次谈话，都
如在乡村庄户人家的大门口，坐在石墩上拉家常式
的聊天，令人难以忘怀。

这些年，每逢朋友、同学来陕，大多时候，我都
将《白鹿原》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出差去外地亦是
如此。

过去的日子里，与好友闲谈聊天，多有涉及《白
鹿原》。作为“老陕”，我亦多次向朋友谈到，陕西作
家不光勤奋耕耘，也多有建树，留下丰碑。有《保卫
延安》，有《创业史》，有《平凡的世界》，更有《白鹿
原》，有《秦腔》。闲暇时光，翻着《白鹿原》，想着陈忠
实老先生，内心的暖流汩汩地流动……

伏案黄灯，掩卷沉思，想了许多。我想，陈忠实
是幸运的。改革开放迎来了文学的又一个春天，大
洋洲的海风吹来“反思文学”的气味，而陈老汲允了
它，谨慎理智地处理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关
系。作为关中男子汉，他又独特地将民族性、寻根
性和新历史主义的思想体现到作品中，用关中独特
的方言勾描人物性格。《白鹿原》走出去了，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自己时常想，作为文化，地域的、特
色的，民族的东西必定会走得很远、很远，其旺盛的
生命力如松柏长青。

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新时代文艺座谈会，文
学的历史如黄河、长江，虽九曲十八弯，却浩浩荡
荡，勇往向前。正是因为有像陈忠实这样的作家，
文学又如青竹般挺拔而怒放。

陈忠实属于白鹿原，他是白鹿原的宠儿。白鹿
原又因陈忠实而高大，名扬四海。其实，说到底，生
活是母亲、是摇篮，拥抱生活，将必是社会的、时代
的弄潮儿……

陈忠实老先生额头的皱纹，如同他热爱的白鹿
原上的沟壑、崖岭一样粗犷、深刻。老先生的音容
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如是白嘉轩，鹿兆鹏，白
灵，“黑娃”等人物一样，神奇而不朽。 □春草

先生已去 幽思长存

西安是一座闻名世界的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
化积蕴深厚，散落在民间的古籍不少，收藏古籍者
也不少，资深出版人李森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一生从事出版管理工作的李森虎热爱出版
事业，在职时兢兢业业，克勤克俭，组织了陈忠
实等作家在西安市北大街新华书店签售《白鹿
原》等活动，笔者曾亲临现场采访报道。退休后
的李森虎对出版热情不减，喜欢藏书，尤独钟情
于古籍收藏。十多年前，他的《悄然兴起的图书
收藏热》一文曾见于《陕西日报》，并被多家报刊
转载。日子久了，不时有藏友传来出售古籍的信
息。多年前的冬日，有人向一藏友出售家藏古
籍，因藏友于古籍隔着行，遂向李森虎推荐。待
问清大体情况后，即嘱藏友代他购之。这是一套
清光绪年间石印本《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两函 32册凡 416卷，卷册齐全，原函原装，品相也
好，价格不算很高，令人满意。后仔细品赏，更让
他窃喜多日。

李森虎曾在西安古玩市场购得汉高诱注、明
宋邦乂等校刻《吕氏春秋》一函六册，计 26卷。半
叶 10行，行 20字，小字双行，字数同。白口，左右

双栏。前有《重刻吕氏春秋序》，为琅琊王世贞
撰，经专家鉴定是原刻本。购买此书，还有一段
故事。当年在李森虎第一眼见到此书时即决定购
买。但囊中羞涩，就和店家议定，先交订金，分期
付款。后来分三次才交清书款。期间店家告诉
他，有一上海书商要买此书，愿出高于李森虎两
倍价格购买，被店家拒绝。后来，店家干脆将此
书放在柜下，不再示人。店家诚信，值得点赞！

古籍是传承历史、记录人类文明的重要工
具，同时也为纠正后人书籍之讹误提供了实物资
料，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李森虎不是为收藏而
收藏，而是藏而鉴赏，藏以致用。一次，在查找
相关资料、赏读所藏明刻古籍《文献通考》时，李
森虎发现《辞海》在著录该书卷数时于马端临条
目内有：“著《文献通考》，历 20 年始成，共 384
卷”。然据明刻《文献通考》实物印证，《文献通
考》全书应为 348卷，而 1999年版《辞海》彩图本和
缩印本中著录的《文献通考》“共 384 卷”显然为
误，当正之。

在发现《辞海》中明刻《文献通考》卷数之误
后，李森虎即向上海辞书出版社去信，指出其

误，并写《校<辞海>中明刻<文献通考>卷数之
误》一文发表。2009 年 10 月出版的第六版彩图
本《辞海》，已纠正该误（见《辞海》第六版彩图本
第 1498 页）。2014 年 8 月，李森虎参加了由光明
日报社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举办的“我与中华古
籍”有奖征文活动，在参赛作品《幸得被劫家藏》
中，于总结收藏体会、分享收藏快乐时，提到用
家藏古籍纠正《辞海》讹误一事。《幸得被劫家藏
古籍》因史料翔实获优秀作品奖，并刊登在 2014
年 8月 21日《光明日报》上。

李森虎不仅读古籍认真细心，而且读当代文
学作品也习惯咬文嚼字，他阅读贾平凹长篇小说
《暂坐》时就发现一些编校质量问题并在书衣上
一一指出。篇幅有限，恕不赘言。“并非挑刺，实
为对平凹先生的尊重。”李森虎如此说。众所周
知，贾平凹坚持用笔写作，给出版社的作品稿件
都是手稿或手稿复印件，因此也希望出版社输入
出版其作品时像李森虎先生阅读时那样认真细
心，将作者手稿或复印件中的笔误予以纠正，以
免以讹传讹，贻误读者，从而推动出版高质量发
展，以满足读者高品质读书生活的需求。□王新民

古砚微凹聚墨多
——古籍鉴藏专家李森虎印象记

书人书事

智者乐水，仁者
乐山。

《草木轮回》是一
部有嚼头的乡村长篇
小说。

该书作者、著名
作家李康美先生曾
说：“衡量一部长篇小
说成功与否，最简单、
最朴素的标准有三
条，第一是看读者能
不能认真自觉地读下
去；第二是看读者阅
读结束后会不会有话
说；第三是在读者中
会不会引起不同的观
点和争论。”

自李康美先生的长篇小说《草木轮回》出版后，还
处于有限阅读范围之内的我，隐约看到了这三种现
象，为此感到欣喜。

作为《西岳》的编辑，当《草木轮回》出版后，我先

约书讯，李康美却说：“我发个章节，你刊登到《西岳》
吧，很有意思！”我心里还咯噔下，一部长篇，先发其中
一个章节？能体现完整的故事情节吗？不多时，先
生将第二十章节《小雪：临终之前的嘱托》发过来。
我即刻打印出来校对学习后，感觉尽管只是章节之
一，但丝毫不影响作品的整体性，这也是《草木轮
回》的巧妙所在。“农历十月初一，在历书上称为‘寒
衣节’，可是在黄刘村人的嘴里，却说得既具体又实
在。”将人性的本真与自然界微妙契合，在即将荒芜
的乡村，仍不失规矩与法度，亦是为人物角色做了
铺垫。

“黄安安缓缓地出了村子，走向自己家族的坟
地。崔会平让黄安安把她扶下轮椅，然后就跪在地
上烧着由自己亲手做成的“棉裤棉袄”。崔会平一边
烧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尽管黄安安不敢用心听，
但现在已经确切地知道，崔会平快走了！”读到此，我
合上了眼，莫名的悲哀在四周泛起。黄安安、崔会平
对死亡的坦然，以及对生命的致敬，是我们每个人所
要叩问的命题。这部作品则回答了人类关于生命的
深奥命题。

期间，我聆听了两场关于《草木轮回》的座谈或品

评会，受益匪浅。几天里心绪盎然，夜已深，但毫无睡
意，索性拿起《草木轮回》品读，直至凌晨该做核酸采
样了，方才放下书。奇怪，这次的阅读感觉竟与以往
不同……

《草木轮回》字里行间是不容忽视的群体艺术，暗
含生生不息的精气神。《惊蛰：代理组长悄上任》一章
里，“在崔会平没有回村的这些年，黄安安就几乎是整
个黄刘村的一个勤杂工。”时代的发展，促使原本喧嚣
热闹的乡村，变得凋敝零落。“唉，咱们这个穷疙瘩，穷
也只是穷了心，心穷也就是精神穷，其实只要有心劲，
有热闹，他就觉得活得旺实呢！”“白天就少有人迹。
晚上的村道就更加寂静了”，仅仅不足百字，就将一个
有历史故事的村落生存现状体现了出来。

黄安安、崔会平、唐春花、哑巴、刘宏声、八婶、陈
艳红、黄继先、萍萍、山山等故事人物，在先生平稳柔
和的笔触中，从文字背后走向读者心中。

然，囿于《草木轮回》的阅读局限性，我想：与其说
先生在为读者讲述了现今乡村的生存状态，不如说先
生还原了人性的本真。

草木一秋，人生一世。愿《草木轮回》，生生
不息！ □姜芳

《草木轮回》阅读手记
自 古 以

来，与酒有关
的诗句就一

直未曾断过。文人喝酒，或一时兴
起煮酒赋诗，或仕途不顺醉酒读
书，或看破红尘黯然读书……相传
陶渊明不慕虚荣，独爱喝酒，可家
贫难以沽酒。每有亲戚朋友请他
喝酒，他总酩酊大醉回来，读书赋
诗，自得其乐。有诗为证：“一觞虽
独进，杯尽壶自倾。”同时，他也借
酒消愁，独自惆怅。“一士长独醉，
一夫终年醒。”他感叹一个陶渊明
喜欢喝酒，总在醉中，另一个却不
喝酒，永远清醒。是醉是醒，也只
有五柳先生自己晓得了。

诗仙李白对酒当歌，嗜酒如
命，酒后也写下无数豪迈旷达的诗
句。《将进酒》中“人生得意须尽欢，
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
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
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如斯诗句
至今读来还是荡气回肠！李白不
仅自己爱喝酒，他周围的文朋诗友
也喜欢喝酒。李白在《赠孟浩然》
一诗中，有“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
君”的溢美之词，大概也是对孟浩
然的“海量”及诗作的钦佩吧。

再看杜甫，“读书破万卷，下笔

如有神。”读书多了，酒后自然文思
泉涌。“却忆年年人醉时，只今未醉
已先悲。”杜甫很长时间以来颠沛
流离，借酒消愁是常有的事。

还有白居易，爱读书，更爱喝
酒。他曾写《醉吟先生传》，并嘱托
后人：“我殁，当敛以衣一袭，送以
车一乘，无用卤簿葬，无以血食祭，
无请太常谥，无建神道碑，但于墓
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传》一本
可矣。”白居易宦游30年，退居于洛
阳，寄情于山水天地间，读书吟诗
畅饮，无论贫富，无论得失，陶陶
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这般
豁达、淡泊、坦然的人生态度，令人
景仰！

隋唐之际的著名诗人王绩也
对喝酒有着不一样的感触：“眼看
人尽醉，何忍独为醒。”他甚至在
《醉后》诗中总结道：“阮籍醒时少，
陶潜醉日多。百年何足度，乘兴且
长歌。”

岳飞也曾写道，“饮酒读书四
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到
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宋人苏
籀诗曰：“饮酒读书私务尔，涣然意
喻俾言忘。”可见，古人对于读书与
喝酒的体验，远超于今人。

□兰增干

古人的读书与喝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