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佳骏

15年前，我做过几年中学语文教
师。记得那是一个寒假，再有几天就
过年了。学生们走后，平时喧闹的校
园空寂了下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我
就是不想急于回到乡下的家中去团
圆。一种莫名的忧伤攫住了我，水雾
般凝结不散。

一天夜里，寝室外寒风呼啸，我躺
在床上，思忖该如何打发漫漫长夜。银
白色的灯光照着我和我的影子，倏尔，
我忆起床底下的纸箱子里还放着几本
刚刚买来的旧书。

于是乎，我俯身顺手抓出一册，弹
去书封上薄薄的灰尘，开始漫不经心
地读了起来。谁知，这一读，更是让我
难以入眠，以至于我整夜都处于阅读
的兴奋状态。直到天色微明，冬风停
歇，我才合上书页，但心情却久久不能
平静。

这本书至今还搁在我书架上显眼
的位置，书名叫《双城记》，作者是狄更
斯，翻译者叫马小弥，四川文艺出版社
1986年出版发行。

或许是该书跟我在那段特殊时期
的心境相关的缘故，它给我的印象实在
是太深刻了。

我即使现在闭着眼，脑海里也能清
晰地浮现出这本书的封面——朱砂色

的衬底上，站着一个剪纸似的贵妇人，
她是那样的孤单和无助，消瘦的身材更
是凸显出她的忧郁和憔悴。封面的上
端，是三个錾刻般的白色大字——双城
记，醒目而庄严。封面的下端，左右两
边各立着一块类似木刻的黑色版画，仿
佛两块墓碑——一块是为了纪念书中
所描写的那场法国大革命的，一块是为
了纪念在那场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马
奈特医生的。

老实说，在此之前，我并未读过狄
更斯的其他作品，也不了解他这个
人。但在那个冬夜读过该书之后，不
但让我永久记住了那个经典的开头：

“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那是坏得
不能再坏的时代；那是闪耀着智慧的
岁月，那是充满着愚蠢的岁月；那是富
于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一切的时期；
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长夜漫漫
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令
人绝望的冬日；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
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升天
堂，我们大家都在下地狱——简言之，
那时候的情景和我们现在的时代极其
相似。”更是让我对他的生平有了广阔
而深入的认识。

狄更斯1812年出生于英国南部朴
茨茅斯近郊。他10岁那年，其父因欠
债入狱，为了活命，他不得不被迫去一
家远房亲戚开设的鞋油工厂当学徒。
每天都只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室里，
加之超强度的劳动，给他稚嫩的心灵留
下了深刻的创痛。成年后，狄更斯与一
位银行家的女儿坠入爱河。他很爱自
己的女友，可谓爱到了骨子里。可让他
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到头来，他却眼睁
睁地看着自己心爱的人嫁给了一个生
活优渥的商人，这更使得天生敏感和自
卑的他雪上加霜。

在备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之后，
狄更斯过早地看淡了人生，他决心将

自己积累的生活经验转写成文字。
1833年，他首次以“博兹”的笔名开始
为报纸撰写专栏稿件，备获读者青
睐。后来，他将这一系列稿件结集出
版，命名为《博兹特写》。再后来，他又
写出《匹克威克外传》一书，更是让他
爆得大名。及至1842年，刚过而立之
年的狄更斯，早已蜚声英国文坛。凡
是他出版的新书，无不洛阳纸贵，好评
如潮。

挣到稿费之后，生活有了保障，
狄更斯便四处游历，广交文朋诗
友。1846年，他旅居巴黎时，大文豪
雨果还亲切接待了他，这些经历无
疑为他日后写作《双城记》创造了有
利条件。

我是一个出生在农村的孩子，狄更
斯的生活遭遇一下子拉近了我与他之
间的距离。我喜欢那些有沧桑感的人，
也喜欢有沧桑感的人写出的文学作
品。这样的作者以及作者笔下的人物，
都有一颗深邃的、受尽熬煎的“老灵
魂”。要知道，写作除需要天赋外，还需
要阅历，二者缺一不可。狄更斯发表
《双城记》时，已经47岁了，这部作品使
他达到了个人艺术的巅峰。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
秘史。”此话若用来形容《双城记》，再合
适不过。

在这部小说里，狄更斯无情地揭露
了法国大革命前夕的社会环境，爱憎分
明地抨击了封建贵族阶级的冷酷与残
暴，对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底层人民给
予了深刻的同情。

伟大的作家都有一颗慈悲心，都
是他生活时代的“晴雨表”。狄更斯早
在写作之初，就对法国大革命极为关
注，他敏锐地意识到潜藏在这场革命
浪潮之下的严重的社会危机。或许正
是出于一个优秀作家的正义感，他一
直对这种潜伏着的危机充满了忧患，

故才在《双城记》中，塑造了贵族艾弗
雷蒙德家族。

这个家族在圣安东尼区欺男霸女、
巧取豪夺、搜刮民膏，压迫就是他们的
生存策略。侯爵查尔斯·达尔内的父亲
和叔父强占德法热夫人的胞姐，将其丈
夫及其兄弟迫害致死。为掩人耳目，他
们还设计构陷为德法热胞姐看病的医
生马奈特，将其关押至巴士底狱的地牢
中长达20年之久。多年以后，马奈特
的女儿竟然跟侯爵的儿子相爱了。这
时，尽管侯爵早已不在人世，尽管侯爵
的儿子为人正派，可侯爵家族播撒在马
奈特心中的仇恨，不可能让马奈特一笑
泯恩仇。他纠结、彷徨、挣扎，面临着到
底是宽恕还是复仇的两难抉择。但最
终，马奈特还是选择了宽恕，因为他意
识到自己是一个父亲，自己的一生虽然
遭受到非人的凌辱，可他有责任给女儿
以幸福。在父爱面前，苦难和屈辱都是
可以放下的。

这与其说是马奈特医生的善良，
毋宁说是狄更斯本人的善良。他懂得
给他的主人公一条生路。这也是狄更
斯作为一个作家的伟大之处，他一方
面对侯爵家族这种灭绝人性的非人性
手段进行辛辣的讽刺和鞭挞，一方面
又给他笔下的看不到希望的人物一束
光亮。

这让我想到鲁迅，他在写小说《药》
时，也没忘记文末在夏瑜的坟头放上一
个花环。足见古今中外的大作家，他们
的“精神性”都是相通的。

在我心中，狄更斯是不朽的。这倒
不是说他在15年前的那个寒夜给予了
孤寂的我以光亮，而是他的确是个不折
不扣的人道主义作家。我相信，一个善
良、正直的人，只要读过《双城记》这本
书，或多或少都能引发你对时代和人性
的思索，并激发起你心底对和平、正义
和慈爱的持久呼唤。

天像圆形的大伞还是鸡蛋壳？

小朋友们应该都很熟悉微信的登录画面。一个孤独
的小人，默默地看着一个蓝白相间的大圆球漂浮在茫茫
太空之中。这其实来源于一张真实的图片，名叫蓝色弹
珠，是由阿波罗17号飞船的宇航员于1972年12月7日在
太空中拍摄的。这个悬浮在太空中的大圆球，其实就是
我们脚下的这片大地的全貌。

但如果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大地是这个样子的？你
是怎么知道的？”恐怕很多小朋友就说不出个所以然了。
其实大地到底是什么样的，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人类
的各个主要文明对此都有自己的猜想。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就长期存在着盖天说和浑天说
的争论。周朝时，人们都相信盖天说，认为“天圆如张盖，
地方如棋局”；也就是说，天像一把圆形的大伞，笼罩在像
一个正方形棋盘的平坦大地上。而汉朝天文学家张衡更
青睐浑天说，认为“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换句话说，
天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里面包裹着像蛋黄般的大地。

再比如说，古印度人认为，大地被驮在四头大象的背
上，而四头大象又站在一只大海龟的背上。关于这个传
说，还有一个好玩的故事。著名科学家罗素曾做过一个
描述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演讲。演讲结束之后，一
个坐在后排的老妇人站起来，大声说：“你完全是在胡说八
道！大地其实是被驮在一只大海龟的背上的。”罗素很有
涵养地问：“那大海龟又站在什么上面呢？”老妇人答道：

“你确实很聪明，年轻人。不过那是一只驼一只，不断驼下
去的海龟塔。”

古人们的那些猜想都是错的

古人这些关于大地的猜想是对的吗？咱们可以用一
个实验来检验一下。现在我们从我国首都北京出发，坐
飞机往东飞，大概飞上13个小时，就会到达美国最大的
城市纽约。然后从纽约出发，继续坐飞机往东飞，大概飞
上7个小时，就会到达英国首都伦敦。再从伦敦出发，继
续坐飞机往东飞，大概飞上11个小时，你猜怎么着，我们
又会飞回到最开始出发的北京。

这个实验能告诉我们一件事：大地肯定是弯曲的，而
不是平坦的。因为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一直都贴着大地
表面往同一个方向飞。如果大地是平坦的，我们只会越
飞越远，永远都没法飞回来。但事实上，我们飞着飞着，
居然又飞回了出发的地方。这意味着大地本身必须是球
形的，否则我们不可能在不知不觉间悄悄地绕回来。仅
凭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定微信的大地图像比较靠谱，而
古人的那些猜想都是错的。

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你看，我们很轻松地证明了大地是球形的。但在没
有先进交通工具的古代，人类可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搞明
白这件事。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证大地是个圆球的
人，是古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出生在古希腊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他爸
爸是马其顿国王的宫廷御医。17岁那年，亚里士多德进入
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学府，雅典的柏拉图学园。这是由大
哲学家柏拉图开办的学校。和我们今天的学校完全不同，
柏拉图学园里没有一座教学楼，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大公
园；学生就像来参加聚会一样与柏拉图一起在公园里讨
论、吃吃喝喝。估计有不少小朋友都会向往这样的学校。

亚里士多德天资聪慧，很快就从学生中脱颖而出。
柏拉图很赏识他，管他叫“学园之灵”。亚里士多德也非
常敬爱自己的恩师，写了不少诗来赞美柏拉图。不过亚
里士多德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并没有全盘接受柏拉图
的学术观点。有一次学园集会，亚里士多德甚至当着众人
的面毫不客气地反驳了柏拉图的观点。有人跳出来指责
他不懂得尊敬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回应后来成了千古名
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或许是因为学术观点的差异，柏拉图并没有选择亚
里士多德做他的接班人。柏拉图死后，亚里士多德也离
开了他生活了20年的雅典。在希腊各地漫游了几年后，
他接受了马其顿国王的邀请，回到了他童年生活过的地
方。在那里，他遇到了第二个影响他一生的人，一个13岁
的矮个子男孩。那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亚历山大大帝。

□唐利春

夏日的午后，沏一杯清茶，捧一本
《人间词话》，在清茗的氤氲烟气和淡淡
的书香中，穿行于唐诗宋词间，静听小
桥流水，感悟生命真谛，心头便荫上了
一抹芬芳的清凉。

《人间词话》是近代国学大师王国
维的文艺批评著作，是一部恒久流传的
中国美学经典。在书中，他从唐朝诗人
李白到清朝词人纳兰性德，分析了历朝
名家作品，点评精准到位、深入浅出，论
述传统文化的美学精髓，被傅雷称为中
国有史以来“最好的文学批评”，是一把
开发灵性的金钥匙。

《人间词话》像是一盏明灯，照亮了
我们阅读、鉴赏文艺的美学之路。

“境界说”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
发点，也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境
界的有无，是评价我国古典诗词的一
项重要指标。他主张，好的诗词不但
要追求文学上的遣词之美，还要注重
情感上的和谐共鸣。高明的写作者，
总是能在“情境”“物境”“造境”“写境”
等不同的方面，游刃有余地穿梭于“有

我之境”和“无我之境”。这些观点，充
盈着恬淡的美学意境，在大道至简的
艺术启蒙中，呈现了一个美不胜收的
世间万象。

看词中境界，观人生真谛。王国维
提到的成大事者、大学问者必经的三种
境界，是他一生治学与处世的态度所
在，也是对历史上成功者的经验总结。
晏殊的“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是第一
种境界的执着；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
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是第二种境界的
匠心；辛弃疾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则是第三种境界的水到渠
成。

三境界，三首词，出自不同时代，不
同词人之手，却能穿越时空，气脉相通，
浑然一体，将学问、境界、人生三者交织
在一起，以人生品诗词，以诗词悟人生，
可谓是独具匠心，惊艳百年。

境界，是文艺家的灵魂。古人谈艺
论文，讲胸怀襟抱，王国维赞赏那些为
人耿直又志存高远、有进取精神的人，
他推崇苏东坡与辛弃疾的词，称其皆有
雅量且豪放，欣赏纳兰容若的词，称他
的词为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

情，从北宋以来也就他一个人了。
境界，是文艺创作的态度。王国

维“治学三境界”讲的是文艺家修养与
创作的阶段性和艰苦性，从最初的酝
酿、中间反复的推敲，到最后通过艺术
实践达到一个圆满飞跃的过程。“三境
界”不仅是创作、治学渐进、渐悟、渐成
的过程，也是创作者执着坚守人格的
写照。诚然，文艺创作是一场苦旅，静
不下心来，耐不住寂寞，就不可能有所
建树。

曹雪芹写《红楼梦》用了10年，李
时珍写《本草纲目》花了27年，徐霞客
写《徐霞客游记》用了34年，丰子恺历
时46年创作《护生画集》，贾平凹写《古
炉》用坏了300多支笔花费了4年时
间。

麦家说：“我确实写得不快，但坚持
每天写，其实回头一看也是不慢的……
所以，不要怕慢，坚持就是快。我写得
慢，是因为我对写作一直有种畏惧心
理。我老是担心写得不好。”所以，文艺
家们应该有放慢脚步的勇气，有让灵魂
沉思静默的境界，才会有尘世喧嚣中的
默默耕耘，才会有众声喧哗中的清净自

守，才会让作品如春季里的清风、泉眼
涌出的活水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
心灵、陶冶人生。

境界，是直面人生的态度。在漫漫
的人生旅途中，无疑每个人都是独行
者，可能有的人会一帆风顺，但更多的
人会坎坎坷坷，铭记王国维的人生三境
界吧，只要志存高远，带着执着的追求，
经历奋斗与磨练，蓦然回首，那人就在
灯火阑珊处。

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这个
炎炎夏日，让我们一起邂逅《人间词
话》，读懂流传千年的诗词之美，感悟词
话人生的至真之境。

人 间 至 美 是 境 界
——读国学大师王国维《人间词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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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双城记》的缘分

我们脚下的“蓝色弹珠”
究竟是什么样的
——《给孩子讲宇宙》摘登

延伸阅读

《匹克威克外传》是19世纪英国最重
要的作家狄更斯的成名作。全书通过匹
克威克及其三位朋友外出旅行途中的一
系列遭遇，描写了当时英国城乡的社会
生活和风土人情。

本书语言幽默风趣，情节生动曲折，
其中既有正义与邪恶的斗争，又有辛辣的
政治讽刺；既有妙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又
有对社会阴暗面的无情揭露；作家既对
上层社会的虚伪庸俗进行了猛烈的抨
击，又对下层的穷苦百姓表现出深切的
同情。该书自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各国
读者的欢迎，无可争辩地成为世界文学的
经典名作。

孤儿奥立弗・退斯特从小在
贫民习艺所受尽欺凌，逃到伦敦
后又陷入贼窟。身边的世界像一
台疯狂运转的机器，小奥立弗却
努力坚守着心底深处的纯净与高
贵。

这份执着终于帮他等来了
柳暗花明：布朗劳先生、梅里太
太等人及时伸出援助之手；与此
同时，奥立弗奇特的身世，也一
步步真相大白。小说深刻揭示
社会弊病的同时，也在英国文学
史上留下一连串栩栩如生的人
物形象。

作者：查尔斯·狄更斯著
张玲 李卫东译

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

《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

作者：查尔斯·狄更斯著
刘凯芳译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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