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程洪华：
读书就是给自己培土施肥

书虫集散地 18

我相信，一个人的气质会极大地受工
作环境的影响，比如我所认识的程洪华，他
身上就有着这方寸之地的二十多年时光
带给他的烙印——平和、谨慎、勤快……

他守着一家名为“小巨人”的文印店，
老板与店员都是他自己，经年累月地触摸
着纸张与文字。他常会帮人打印各种文
稿，因此结识了王介南、周兆木、王运祥、章
关春、倪国萍等富阳写作者与文化人。正
是这群人，让他拨开文字作为记录符号的
枯燥性，看到了文字作为文学元素和载体
的光芒。

2005年前后，在周兆木先生的鼓励
下，他开始写作并投稿，后来认识了当时的

《富阳日报》副刊编辑。程洪华觉得，除去
高中时代的那些消遣性阅读，他真正的阅
读是从认识这两个人以后开始的。他们
常常给他推荐和介绍一些国内外的文学
作品，他写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之后的几
年中，他写了不少散文与时评。

初时，他喜欢周作人、梁实秋、汪曾祺
等人的小品文，篇幅短小，语言优美，读着
不累，也便于自己吸收与学习。2007年左
右，富阳小小的文学圈里掀起了一股自然
文学热潮——梭罗的《瓦尔登湖》、普里什
文与德富芦花、苇岸的散文集等广受欢迎，
程洪华也开始接触。可能他本身性情安
静、耐心，与这样的作品之间容易建立某种
联通，他获得的不仅是精神的滋养，也为自
己写作这棵小苗一次次培土、施肥。

几十年如一日，程洪华不紧不慢地做
着他这项工作。他帮王介南先生整理和
打印《河图·洛书》手稿，持续将近十年；他

无数次帮周兆木先生打印发给《中国环境
报》的通讯稿；也帮许多文学爱好者打印稿
件，甚至帮小学生打印作文稿……键盘换
了一个又一个。他缀补零碎的时间打下
从自己心底流出的文字，这些文字越积越
多，他的思考也越来越深刻。他对阅读的
选择也不断在变化。

有段时间，他痴迷于路遥的作品，《平
凡的世界》《人生》都不止读过一遍，因为人
生轨迹的相近，他与其中的几个人物产生
过强烈的共鸣。至今为止，他仍觉得那是
些很不错的作品。另外，史铁生、阎连科、
帕蒂古丽等作家的书他也喜欢，对他写作
的审美理想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因为王介南先生的原因，他一直在闲
暇时练习书法，平时也读些书法理论方面
的书。关于习书，他记得先生曾与他说过
一个词：水到渠成。如今，他似乎慢慢理解
了这个词的涵义，写作也好，书法也好，都
需要有一个漫长的夯实基础的过程，快不
得，急不得。

这几年他的文字有了不小的提升，作
品陆续在《联谊报》《浙江日报》《航空画报》

《杭州日报》等各级报刊发表，不久前还获
得了杭州市治水征文的一等奖。他说，这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平日的阅读。他慢慢
领悟到，他必须用阅读充填自己的大脑，强
健自己的思维，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从而
提升自己的写作。

我似乎看见，那间小小的文印室内，
角落堆满各种资料，程洪华端坐电脑前，平
静而专注，手上忙活着生计，手边摆着上一
刻抽空读过的书。

□方禾

书虫说书·
最近读的3本书：

《史铁生精选集》
这本书陪伴我

多年，每次翻开阅
读，亲切舒心、感觉
依旧。他的文字直
指心灵，没有一点矫
揉造作，他引领着读
者看到生命的本质
和活着的意义。

《阎连科散文》
书中收录了阎连

科新旧散文精品，包括
“新笔近言”“亲人与家”
“乡村与土地”“出行与
社会”四部分，涉及亲情
乡情、乡土文化、社会见
闻等，表露了作者人性
的关照与抚慰，对生命
的尊重及对人类命运的
深沉思考，值得我们一
读。

《散失的母亲》
帕蒂古丽的写作

以散文见长，多民族
融合文化下的独特视
角，使得她的文字具
有独有的特质和异样
的气息，文字中透出
对生命和文化深刻的
思考，颇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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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上架

《另一种美》
作者：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出版社：广东花城出版社

这是波兰著名作家亚当·扎加耶
夫斯基的散文随笔集，书中汲取了成
长回忆录、人物速写、书摘、沉思性警
句、小品文，以及诗辩等多种文学体裁
的长处，形式多变。利沃夫、格利维
策、克拉科夫、巴黎与休斯敦，本书以
作者生活过的这些城市作为背景，抛
开了具体的时间线，让心灵和感觉与
历史和现实进行对话。

最近在读

也许这就是幸福

王子还需要追寻幸福么？他年轻、
有钱、有地位，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而
且有他爹国王在，他又不需要操劳国家
大事和担当责任，他活着就是幸福的象
征之一，他还需要寻找什么幸福呢？

打开书一看，果然不出所料，王子
活得真是太幸福了。他是一个强大王
国的四王子，住在一个景色优美叫幸福
谷的山谷中，奢侈品尽他享用，美酒任
他喝……国王从全国各地找来最好的
艺人和各种人才，来供他消遣取乐。除
了一个遗憾，那就是根据某种古老的法
律，只有等到他能正式担当国王的时
候，他才能出这个山谷。而正是这唯一
的遗憾让他闷闷不乐，他自问：“是什么
使人区别于其他生灵呢？在我身边游
走的每个动物都有着与我一样的生理
需求；它饿了吃草，渴了喝水。饥渴一
旦缓解，就心满意足，安然睡去……与
它一样，我因饥饿而痛苦，但是与它不
同，吃饱喝足无法为我带来满足，吃饱
之后与再次饥饿之前的这段时间真是
百无聊赖，让人沮丧。我渴望饥饿，这
样我就有所寄托。”痛苦到渴望饥饿才
有所寄托的份上，这痛苦真是太荒谬。
他的痛苦引起了他的导师的注意，他问
王子：“在这里，您拥有阿比西尼亚皇帝
所恩赐的一切，既不需要忍受劳役之苦，
也无需害怕危险；凡需要靠劳役和风险
才能获得的东西，这里一应俱全。看看
您的四周，告诉我，您的哪种需求没有得
到满足？如果您一无所缺，您怎么快乐
不起来呢？”王子答：“我拥有了想要的一
切，我发现每一天每一小时与其他的时
刻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后面
的时光要比前面的时光更加索然寡味。
用你的经验告诉我，我如何能够使现在
的每一天像童年时一样短？那时自然还
是新鲜的，每时每刻都展示着前所末见
的景象。我已经享受得太多了。给我一
个值得渴望的东西吧！”导师无法答复
他，他于是起了逃走的心，他要出这个山

谷。
一个叫伊姆拉克的学者也知悉了他

的念头，警告他：“您的出逃非常困难，也
许不久您就会对您的好奇心而感到后悔
……遭遇迷失与欺诈、竞争与焦虑之后，
您会不断地祈祷拥有这些宁静的居所，为
了免除恐惧的困扰而心甘情愿地放弃希
望。”他这么说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就是遭
遇过他所说的一切才来到这个山谷的，但
生活的麻烦就在于他不能将他的体验完
整地让王子感知，王子就是不信，执意要
逃，伊姆拉克也没办法，只好帮他逃出了
山谷，还顺便带走了和王子一样在山谷里
感到无聊的公主。

他们开始了寻找幸福的过程。他们
穷尽了一切办法，企图找到幸福的真
谛。但却终究失望了，比如说他们认为
的富有活力的快乐青年其实只不过是一

群糊涂虫和懦夫；而那遗世独立的隐士
在与他们交谈后居然结束了隐居生活；
富贵者其实生活在各种危险中，财富随
时会被国王掠夺，他随时准备着开溜；而
高贵者却生活在各种欺瞒和阴谋中；渊
博的、能改变世界的天文学家饱受着情
欲的折磨；而婚姻充满着嫉妒和不信任，
根本没法让人幸福……转了一大圈，王
子和他的妹妹也没弄清幸福到底是什
么，故事就这么结束了。

书读完，我的心也是冰凉冰凉的。
塞缪尔·约翰逊是个伟大的智者，他写了
一本充满着格言和警句的睿智的书来探
讨幸福是啥玩意却不可得，说明他也不
知道什么是幸福。中国的出版者还说林
语堂、钱钟书、梁实秋都很推崇此书，这
些都是教人怎么生活的人啊，他们推崇
说明他们和塞缪尔·约翰逊一样不明白
幸福是什么。那么世界上到底有没有幸
福呢？这个疑惑折磨了我好久，直到有
一天看雨果的《悲惨世界》，他用断然的
口吻说，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幸福的人，
幸福是个不存在的东西，人只分两种，一
是“光明的人”，一是“黑暗的人”；虽然他
是大师中的大师，但他一个人说了不算；
又有一天，我在契诃夫的书上读到这么
一句话：“您永远不要感到满足，不要让
自己麻木不仁！趁您年轻、强壮、朝气蓬
勃，您要不知疲倦地做好事！幸福是没
有的，也不可能有；如果生活中有意义有
目标，那也绝不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
福在于更明智、更伟大的事业。做好事
吧！”伟大的契诃夫佐证了伟大的雨果，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世界上没有幸福这回
事了。但没有幸福我们活着干嘛呢？如
果活着没有意义，我们就是贵为王子又
有什么意义呢？但我想，如果拉赛拉斯
王子看到雨果和契诃夫的说法，也许会
思忖：没有幸福也值得活，那就是一路去
干好事，摒弃黑暗和丑恶，在追求灵魂的
明亮中度过自己的一生。这个或许可以
和幸福比肩，也许这就是幸福。

□余毛毛

第一悦读

落入凡间的马原
——读马原的《黄棠一家》
□雨葭

人生如梦，所以才会有黄柯一梦，所
以马原把本书发生的一切还给了梦。

这个家庭就像是由各行业翘楚组成
的梦之队：黄棠，某大型公司总经理；其夫
洪锦江是新任开发新区主任；长女是摩纳
哥籍富商，嫁给了斐济籍的医学专家；次
女是拥有EMBA身份的大型节目策划人，
嫁给了法国归侨身份的电影导演；独子是
美国籍的在读高中生，他的女朋友比他大
七岁，是个有钱的神秘女孩；其母是一位
曾经很有名的退休评剧演员。

在许多人还在为稻粱谋、为住房拼
命还债的今天，黄棠一家上至退休的古
稀老母，下至无正当职业但是“官二代”
的儿子，每个人都有相当的财务解决能
力，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独立成章的故
事，仅因血缘纽带，这一家人才拴在一
起。

小说是从黄棠的丈夫洪锦江遭遇碰
瓷开始的，但每个故事的高潮却属于每
个独立的个人。比如洪锦江因为在碰瓷
现场抽了根名贵烟而成为“人肉”的对
象；母亲贺秋好心资助贫困地区儿童，先
是目睹垮桥将资助儿童掩埋，后又被歹
徒敲了脑壳丢了性命……每个故事的最
终走向都完全游离于当初预期之外。

对马原的这部小说，一些读者之所
以会有新闻串串烧之感，主要原因在于，
当马原兴冲冲地呈现出这些故事时，成
天湮没于网络信息中的芸芸众生对于书
中的许多故事均似曾相识。如洪锦江抽
高档烟被曝光，洪开元飚车引发网友强
烈质疑，原本为肾源发愁的蒙立远却发
现不少人正急于兜售自己的肾，沙场工
人杀了城管，为了购房机关人员忙于离
婚，见到老人摔倒扶还是不扶……这一
切如同生活的镜像，都可以找到对应的
新闻事件，何况还不时穿插着司空见惯
的“人肉搜索”和“水军”这样的网络现
象。

如果把本书倒过来看，所有的一切
原不过是对主角黄棠梦境的具象化。黄
棠者，荒唐也。透过黄棠的谐音，马原似
乎想表达这是一个荒唐的世界。马原
说，“小说要从天上回到地下”。这里大
约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那就是马原以
前的作品太过先锋，相比之下现在的作
品更接地气，更能拥抱生活。

有段时间，马原深陷疾病困扰。尽
管如此，一生爱折腾的他选择远离喧嚣
的都市，藏身于云南深山之巅，直到前几
年才得知有无线网络这么个新鲜玩艺。
马原终于战胜了疾病的困扰，但这几年
他与都市生活特别是互联网这个虚拟的
世界也拉开了距离。所以，当他再次闯
入互联网后，就像刚刚落入凡间的七仙
女，一切都显得那么新奇有趣，当然更主
要的是荒唐，比如说在他的印象中，原来
根本不可能成为问题的扶老人问题，现
在不仅成了问题，还成了一个事关法律
的大问题。而针对碰瓷现象，科技迅速
出手推出了行车记录仪。

今天人们对这些现象越来越习惯，
殊不知，变化的背后，也意味我们正在丢
掉许多极其宝贵的东西，比如道德。法
律当然有必要彰显存在的力量，科技当
然可以还原现实，但道德一旦缺失，往往
会催生新的恶因。

作为让人极其羡慕的新贵或权贵家
庭，每每面对各种意外波澜，黄棠的家人
总能化险为夷。这种“夷”的得来，并非
社会秩序下的顺理成章，或多或少带着
权力与财力的影子，有时要么单一因素
起了作用，有时两个因素会同时发力。
当正常秩序让位于权力与财力的作用
时，自然会抑制公德力量的发挥，所谓的
约定成俗难免会让渡于形形色色的潜规
则。

在黄棠一家人中，除了大女儿祁嘉
宝在对待大女婿方面有些咄咄逼人外，
包括整天神龙不见首尾的儿子洪开元在
内，许多时候还是彰显了善良的本质。
这其实无意中会给现实提出了这样一个
问题，即如果剥离黄棠家庭中权力与财
力这样的外力因素，同样面对他们遇到
的这些日常琐事，结果会是怎样呢？

重新返回都市中后，马原惊讶地看
着身边发生的一切，渐渐地眼里只剩下

“荒唐”二字。马原不过是我们生活的一
面镜子，只不过我们长期置身其中，而他
像是突然落入凡世，所以才会显得目瞪
口呆。当马原试着把他的“荒唐”感受呈
现给读者时，对荒唐已经习以为常的我
们，到底是该淡淡地撇上一眼，还是回到
黄棠梦境的起点，仔细端详一下我们正
在经历的状态呢？

《追寻幸福——拉赛拉斯王子漫游人生记》
译林出版社2012年6月
塞缪尔·约翰逊著

《万物归一》
作者：君特·格拉斯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生前创作
了大量诗歌，这是国内正式出版的首
部诗画集。书中共收录96篇诗文及
60幅画作，可谓人生最后光阴的全记
录，对人生、对生死、对世界的最后沉
思，是作者生命最后时光的精巧的缩
影。“涉及我们的死亡，/我们的意见达
成一致：/只有那些在没有家私的虚无
中/所发生的事情，/悬置着一个常绿
的问号。”

姓名：程洪华

年龄：70后

职业：个体从业者

爱好：业余以爬格子、

书法、摄影为乐

书虫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