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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怀池北偶
著名讽世诗人池北偶，就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老报人

谭文瑞，曾任人民日报社总编辑，也是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
近日，“感怀池北偶《四老讽世诗画》图书捐赠”座谈会在

湖南图书馆举行，编辑、记者、学者、教授相聚一堂， 缅怀老
前辈池北偶、华君武和丁聪先生，并祝愿唯一健在的97岁老
寿星方成健康长寿。

此书是池北偶从其创作的800余首讽世诗中，自选150余
首，配以漫坛三剑客（华君武、丁聪、方成）的漫画而成，展现
了“四老”近半个多世纪的合作情谊，为当今中国讽世诗配漫
画的巅峰之作。池诗以其生动活泼又平易近人的特点自上世
纪50年代起就广为人知，而其与三位漫画泰斗的合作，诗画
配一面世便深受读者喜爱并广获赞誉，可谓珠联璧合。

著名漫画家韩羽在其序言中，盛赞其为民所想，关注百
姓疾苦，针砭时弊。他那为普通百姓所熟知的诗情与才情给
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诗以及华君武、丁聪等的漫画

“针砭时弊、讥弹世态”，“给时代留下鲜明的印证”，又妙趣相
生，亦庄亦谐，幽默生动，实难能可贵。

此书是第一次将池北偶的诗与三位老漫画家的讽刺画
进行整合精编，是一部难得的诗画配佳作。

一路行走，一路记忆。文字，是我的多情表
达方式。记下来的每一站，每一程，都是一段风
景。在生命前进的路上，因为有着文字的倾听，
让心灵有了最坚实的依傍。不在乎格式，不在乎
艺术，随性而自由的心境在文字的意象里延伸。
一些过往，一些回忆。一些属于青春的故事。在
浮生若梦里，落字成殇。我的忧伤，住在孤寂的
城堡，只有文字知道关于流年逝水的青涩感怀。

生活的喧嚣与繁琐让我们不止一次地在试
问自己，如何才能活得更加充实?也正是在心灵
的飘荡与游离的过程中使我养成了一些习惯。
习惯一个人静静地读读书， 习惯在宁静的夜晚
用文字抒发着自己的情感， 习惯一边听着舒缓
的旋律、一边在文字世界里释放自己的情怀。甚
至喜欢“一个人走在清凉的石板路上，聆听清脆
的脚步声散落在身后的余音， 溅起一串串忧伤
的文字。弯腰拾掇记忆的碎片，抚摸还在颤抖的
幽幽心事，我的心弦瞬间凝重清凉，蓦然惆怅。
让心事平铺在石板上，任凭来往的脚步踩踏，岁
月的足迹在跳动的心弦上且歌且舞， 碎了一地
的落寞”(《就这样走过》之《思绪飘飞》)。

走过岁月的山山水水， 我一直喜欢用自己
的方式去生活，去爱与被爱。总有这些美妙的声
音，像一根根弹奏的琴弦，在我的生命中演绎不
止。 它们犹如古怪的小精灵， 在我的世界里盘
旋，盘旋成一缕阳光，一抹紫烟，一枝新绿，一弯
新月。我常常呆呆地趴在窗口，凝视夜空。那曾经遗失的美好，
明天那绚烂的太阳，这一支支美妙的旋律，在我的心野里一次
次驻足。它会引我翘首城市流光溢彩的迷离，引我翘首天空的
广袤，引我的思绪在夜幕中盘旋，盘旋成一纸文字，盘旋成一
抹心情，然后凝结成一种情感的阅历，一种生活的沧桑，一种
生命的思索。它会将那灯红酒绿的繁华，那尘世的几多喧嚣，
那盘旋在心头的离愁别绪，全部收拢，聚结。悠悠丝竹诉说着
红尘的浮躁， 演绎着人世的悲欢， 形成我心灵世界的一种沉
淀，一种感悟。

习惯在茶余饭后读读书，习惯在床头放一些杂志美文，习
惯在那些片言碎语中感受生活赋予我的真谛。 多读书可以让
思想变得更加深远，多读书可以让思维变得更加敏捷，多读书
可以让生活更加富于质量。

一本书一个故事，一本书一个记忆。当我们在回首往事的
时候，看看那些书，便能想起我们走过的那些岁月。在记忆的
史册中，那些人和事，那些岁月和书籍，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了
太多的痕迹。 顺着那些痕迹我们总能够想起那些岁月和书籍
所赋予我们的情怀。

一不留神便跨进了50岁的门槛。无须多言，生活，就明明
白白地写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纵是笑语婉转，终难深入地触
摸到人们的春浅秋深。时间是一条窄巷，我们只能在回忆里，
反复咀嚼岁月留在舌尖上的甘苦。

《就这样走过》，这本集子中的每一篇文章，与我2008年
出版的诗集《心语霏霏》，都是在灵性的迸发中写成的。在灵感
的驱动下，我顺利而愉悦地采用一种写作方式，并能使我的情
感与梅山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物自然地贴在一起， 这样的情
形不管是延续终生，还是在不久的将来终止，都是我生命中的
高级的享受。

愿我的读者在打开这本书时能被清澈的性情沐浴， 在读
完这本书时能聆听到时间的回声。

书与人

作家手记

应该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一位哲人
走出蛰居已久的小屋，赤脚行走在初春
的原野上 ， 温暖的地气亲吻着他的脚
板，迅即电流般导入全身。哲人颤栗着，
双唇蠕动 ， 面对着无垠的大地喃喃自
语：“这是一种怎样的神秘，妖娆中混合
着略带矜持的野性， 令人魂牵梦绕，不
能自已？”

相比大地的厚重， 任何哲学都是脆
弱的，哲人此刻的诉说，是诗歌的语言。
而诗人呢 ？在苍茫的大块之上 ，已经激
动得无法自持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无比
强烈的土地之爱，让诗人难以诉诸语言
来表达，只能凝成晶莹的泪水———作为
奉献给大地最深情的诗句。

说起这样与土地密切相关的两件
事，缘于一本书引发的联想 。国土资源
部原部长孙文盛同志最近将自己的文
章结集发行 ，名曰 《归国土 》。他不是哲
人，也不是诗人，但由于对这片美丽国
土的深刻认识和精到见解，使这本书的
字里行间氤氲着哲理的思辨与诗歌的
灵秀。捧读此书，似与高人对话，不吐不
快，故落笔成文耳。

“东南西北归国土， 苦辣酸甜返璞
真 。 学悟做造练自己 ， 是非功过有旁
人。”这首诗，不但是文盛同志人生的写
照，也是此书的诗眼，提纲挈领，举重若
轻。文盛同志老家山东，来湖南，去山西，

到北京，最后进国土资源部，一句诗，囊
括了万水千山。苦辣酸甜这句，既阐明了
地域特点， 更包涵着无穷的人生况味。第
三句所言的学、悟、做、造、练，乃是对人生
的认识与升华：学者，研习也；悟者，理解
也；做者，干事也；造者，营造也；练者，练
身练心也，诸措并举，循序渐进，如切如
磋，璞玉归真。最后一句潇洒自然，大度达
观，如渔夫临水，波澜不惊，似壮士舞剑，
浑然天成。有道是，驻足坐看云起时，任尔
东南西北风，人生境界，于斯为盛。

全书集文章57篇， 均写于1999年至
2008年笔者在国土资源部工作的10年之
间。文盛同志说，人归国土，事归国土，所
以书名叫《归国土》。一个“归”字，笔力千
钧，可见其对国土资源部这个岗位及广
袤国土的热爱与赤诚。 正如作者所言：
“中国有句老话，人生在世三件事，孝敬
父母，抚养子女，干一番事业。我觉得这
话在今天还是对的。”这是一个朴实无华
的基点，一条缜密无隙的逻辑，一个顺理
成章的宣言，展示了作者敞开心扉，在人
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自然之间清
朗俊隽的广博情怀。我曾经以为，只有那
些具有异常天赋的人才能写出真文字。
细读完《归国土》全书后，倏然间生发出
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人的修为有多高，
思想的境界便有多高，文字构成的意蕴
便有多高。文章品位的高低，最终是由个
人达到的境界所决定的，想有大手笔，必

须先具备大器识大襟怀与大顿悟，展望
无际的沃野，写出大土地大历史和大激
情。

沉浸于书中的字里行间， 眼前总是
浮现着一个坚定的身影 ， 步履沉稳矫
健，向我们诉说着一个个有关土地的故
事。57篇文章， 只有一个鲜明的主题：如
何正确行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善待
并管理好这块富饶美丽的土地。从总体
来说 ，它是宏大的叙事 ，拓展了我们的
视野，目光亦随之向着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舒展延伸，让我们思维想象的空
间顿时充盈着浩荡山河以及八面来风。
就具体篇章而言 ，有宏观的思考 ，有微
观的研判 ，有实际的部署 ，有实践的运
用，贯穿其中的一根红线是对党的事业
的担当 、同志间浓烈的情感 、实现毕生
理想的执着坚定。作为国土资源部的主
要领导，繁忙的公余后，妙手著文章，让
我们看到了在国土资源部工作的同志
们“连天接地”的忠诚与勤奋；议大事、懂
全局 、管本行的运筹帷幄 ；保护地质奇
迹 ，造福人类社会的担当精神 ；落实国
家土地督察制度的忧患意识。撩动我心
弦的原因还在于，书中的一章一节都充
满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同志的炽烈
深情 。比如 ，在部直属机关五四青年演
讲会上，坐在台下倾听演讲的文盛同志
心潮澎湃， 坦言：“我在下面笑了、 鼓掌
了、也流泪了，感觉年轻了、受教育了。”

在《学习大光同志》一文中，文盛同志对
老同志的一片深情溢于言表，令人肃然
起敬并为之动容。

还是前面那位哲人说过 ： 大地的
光芒是不可遮蔽的 。这句话 ，的确有了
哲学上的意义 。我想说的是 ，一个人心
灵上的光芒同样是不可遮蔽的 ， 文盛
同志 《归国土 》中的一字一句 ，都是心
灵之光的折射 ，与大地之光交相辉映 ，
化成一幅五彩斑斓的壮美图景 。 它是
大地哺育的诗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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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翻开了《行走湖湘》。这是叶梦的
一本书———开本漂亮，装帧漂亮，文章
写得也漂亮。

书里面的有些篇章，是我很早以前
的时候，就细细地读过的。

比如《月亮垭之夜》。
我最记得其中一句：“我蹑足下床，

轻轻地启开厅门，门响了，这‘吱嘎’的一
声，只怕已传出好几里远。”

翻开这本书，我又翻到这一篇，我又寻
到这一句， 我又仿佛听到了那悠长的吱嘎

一声，那时的叶梦又仿佛站在我的面前了。
那时的叶梦什么样呢？那时的叶梦

是那样———我说不出的那个样。
我只记得那时以前，那时我还在《湖南日

报》，有个朋友拿来一稿，要我看看，对我说：
“不要看作者现在无名，将来一定要出名的。”

那是一篇小小的散文，写得精巧灵动。
那时的叶梦很青春。
那是30年前了。
30年前，这个叶梦，从那《羞女山》

里走出，而今已经走遍湖湘大地。
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好像能说好多

好多，又像没有什么好说，就像面对岁月
流逝，只能保持一种静默。

叶梦能听到这静默吗？
谭谈在叶梦的这本书前， 写了一篇

动情的序言。序中，他是这样评说：“叶梦
是一个幸福的女人。” 叶梦幸福不幸福
呢？我想我是不敢说的。我当然希望她幸
福。只听到她蹑足下床，轻轻启开那扇厅
门，然后是那“吱嘎”一声。

那声音传得好远好远， 已经不是好
几里远。

《浮生旧梦说连环》———连环画
在我们70一代人心中有着特殊的位置，
每每想起，都为那个阅读连环画的年代
激动不已。蔡小容教授这本书关注连环
画 ，按山乡 、打仗 、贺家班 、好姻缘 、古
装、 隋唐等六个部分， 讲述了购买、阅
读、 回味连环画的各种趣事与情思，非
常动人。

（河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豆腐》———由林海音主编。

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豆腐， 做菜配汤，
配荤配素，无不适宜；苦辣酸甜，随心所
欲 。这是一本综合介绍豆腐的书 ，除了
简单的豆腐菜单外，还包括有关豆腐的
散文 、考据 、谚语 、诗歌 、传说 、专访等 ，
作者更包括中、日、韩、美、德各国人。作
家们挖空心思写出他们心中的豆腐，使
本书不但有菜单的实用 ， 更具文学意
义 ，是一本有思想 、有情感的 “中国豆
腐”。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在这本
书里，费正清回顾了自己长达50年的中国
情缘，讲述了他半个多世纪与中国有关的
生活与工作，记录了他对近现代中国历史
的敏锐观察和精辟分析。蒋介石为什么会
丢掉中国？为什么“延安访问团”没能扭转
美国对中共的政策？邓小平领导的中国变
革将会走向何方？费正清以博学而洒脱的
风格，风趣、清新的笔调，将自己的经历和
观察娓娓道来。对读者而言，这本书将不
仅仅是一本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读懂中

国历史的一本重要著作。
（中信出版社）

《周恩来最后600天》———本书
真实地记录了周恩来总理从患病、住院
到逝世的最后生命岁月，生动地展现了
周恩来总理与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顽强
斗争并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逐步推
举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
的过程，表现了周恩来总理崇高的理想
信念、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伟大的人格力
量。 （中国青年出版社）

大地诗篇 ———孙文盛文集《归国土》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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