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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的读书观

我的自行车情怀随笔

散文 □汪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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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自行车最初的记忆大约是在
四五岁， 大个二八车， 看上去特别健
壮结实的感觉， 当然由父亲来骑， 母
亲坐在后座 ， 我坐在前面的大横梁
上。 我乐意坐在前面的大横梁上是因
为可以第一个看见前方的风景并讲给
父母听， 迎风的感觉非常棒！ 可是每
到下车的时候都要经历小小的难受，
现在想来那难受很小， 可那时可是相
当难受， 因为坐在横梁上一动不动，
压迫着血脉， 到下车时腿麻得要命，
总要狠命地跺脚才能渐渐恢复。 这样
的情景是在去姥姥家的路上， 大约十
四五里地。

后来终于要学骑自行车， 这真是
一件天大的事。 可是我的身高还没有
高过自行车， 腿也没有足够长， 管不
了那么多， 先是右脚立于脚蹬上， 左
脚蹬地 ， 走上一段再说 。 接着腿插
空， 自然蹬不了一整圈， 半圈半圈地
蹬， 不可避免摔过跤挨过砸， 可是渐
渐掌握了平衡就有了自信， 就有了驾
驭感。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平衡， 掌握
了平衡就掌握了平稳， 有了平稳便可
前行。 在那时， 会骑自行车是一件特
别骄傲的事， 因为学不成或学的晚在
小伙伴里是很丢人的。

到了十三岁， 骑自行车做到了游
刃有余， 快慢自如。 最值得兴奋的是
要去乡里上中学， 每天都能骑上， 而
且会有专属自己的车， 别提有多棒！
可是专属自己的车并不是新车， 而是

旧的 ， 破的 ， 不是闸不行就是没铃
铛 ， 要不就是脚蹬子掉了剩两根棍
儿。 这都无妨。 最哭笑不得的是， 飞
轮坏掉的， 冷不丁蹬个空， 蹬几圈也
不走， 有多大的劲也无济于事， 急躁
中捡起路边的砖头砸， 偏偏又能砸回
正常， 骑上， 扬长而去。

还有更哭笑不得的事 。 那是冬
天， 下了雪， 白天融化了一些， 晚上
结成冰， 在冰面上骑车可想而知其中
的妙趣 。 比如前面的伙伴一不小心
“啪唧” 摔那儿了， 猝不及防， 后面
的自己正要哈哈大乐， 车把一动， 也
“啪唧 ” 了 ， 一前一后 ， 就在一瞬 ，
两人相互取笑， 忘了屁股被摔成八瓣
有多疼， 清脆的笑声在白茫茫的田野
里回荡……

自行车是我童年里重要的道具之
一， 有了这个道具我顺理成章地体会
到了亲情的温暖和友谊的珍贵。 无论
到什么时候， 我都不会忘记， 每每父
亲骑车带我去外村看病时， 我在自行
车后座感受到的他坚实而又沉默的后
背……或者与同伴同去县城买一盒磁
带， 半路上扎胎， 他陪着我推着各自
的自行车走了很远很远的路……

现在，大街小巷，各种颜色的共享
单车整齐地排列着， 诠释的是一种低
碳环保、健康便捷的生活理念。试过出
租车、公交车之后，出门办事，只要时
间允许，我还是习惯骑自行车，因为它
总是让我想起过往的很多。

□郭雪强

红袄漫话

学厨
头回抻面倍紧张 唯恐绕到脖子上
阿狗吓得不敢动 以为结绳送屠场

从前
史书看得上瘾 做梦回到民国
不过还是书生 街头卖字过活

夜读
夜读遇见好文 不禁高声朗诵
阿狗跑来旁听 原来美好相通

初冬圆明园 □李清芝 摄

国 饮

清明前那一刻，
宿命剪断了我的青春。
从此随着车马，
奔弛在蜿蜒曲折。
从此乘着舟楫，
横渡在惊涛骇浪。
于是有了古时丝绸之路的

经久不衰，
于是有了今朝都市生活的

悠闲时光。

每当一瓯清泉，
化作沸腾的烈火，
我纵身跃入！
旋转着，
翻滚着，
燃烧着……
伴着一缕清香，
涅槃为琼蕊之浆。

生起舌尖清风，
助长了闲话家常。
荡涤胸中忧虑，
玉成了指点江山。
细煎慢品，
品的是我一片冰心
粗吞狂饮，
饮的是我万丈豪情。

时而忙也，
时而闲也。
神农尝遍百草遇我解毒，
洪武微服灵山为我续诗。
也吟风弄月，
也运筹帷幄。
老舍笔走龙蛇因我着迷，
中山高举义旗以我代酒。
上下古今数千载的我历久

弥新，
被国人誉为健康佳饮。

□观沧海

读书可以认知自己，了解社会；可
以增进学识， 提升修为； 可以洗涤内
心，净化灵魂。

一个爱好读书的人， 必将是一个
有智慧、有前途、有希望的人。 古往今
来， 大师们的智慧人生都离不开书籍
的滋养。对于读书及方法，他们有着自
己的态度与见解。

学者胡适认为读书必须精读和博
览。 精读要“眼到，口到，心到，手到”。
“眼到” 须字字认识， 不可随便放过。
“口到”须句句念出来。 “心到”是每篇
每句每字的意义须用心考究。 “手到”
是将看过听到的知识做一些提要说
明，然后用自己的语言重新记述。

理想中的学者，既能专业精深，几
乎惟他独尊；又能旁搜博览，几乎无所
不知。 这样的人，对社会极有用处，自
己也能充分享受人生的乐趣。 读书的
目标，胡适认为：“为学要如金字塔，要
能广大要能高。 ”

武侠小说家金庸曾在《艺术人生》

节目中，讲述了一段关于读书的看法。
主持人问金庸：“您写了一辈子书，您
怎样评价读书？ ”金庸回答：“读书是人
生最大的乐趣。 ”主持人又问：“如果有
十年时间让您重新选择生活， 您怎么
选择？ ”金庸答：“如果这十年中，一种
是让我坐牢，但给我书看；另一种我有
自由 ， 但不让我读书 ， 我选择第一
种———在牢中读书。 ”

金庸的这番话， 表达了他对书籍
无限而执著的热爱。 金庸以为读书更
重要的是得到心理的满足， 从学习中
得到无穷的乐趣。 书是一生最好的朋
友， 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 在书中

能够得到安慰。 金庸先生希望年轻人
养成读书的好习惯。 只要学会读书，
人生中遇点挫折、 不如意， 都不会放
在眼里。

文学家鲁迅， 少年时候便与书籍
结下了深厚情缘。 鲁迅平常十分爱护
书，看书前总要先洗手。他从不轻易把
自己用过的书借给别人， 如果有人借
书，他宁愿另买一本新书借人。 鲁迅常
年整日地看书， 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
间读书，从不把时间浪费在闲谈上，以
至于养病时喝茶时都在读书。 鲁迅的
读书方法有 “消闲的读书随便翻翻”，
“自愿的嗜好读书”等。 鲁迅读书讲究

“三性”，即目的性、灵活性和广泛性。
思想家梁启超读书 ， 第一遍鸟

瞰， 第二遍解剖， 第三遍会通。 一般
的粗读， 有价值的细读， 格言类的精
读。 语言学家林语堂觉得一个人读书
必须出其自然， 有胆识， 有眼光， 有
毅力， 这样才能够彻底享受读书的趣
味。 哲学家冯友兰的读书经验总结为
四点： 精其选、 解其言、 知其意和明
其理。

大师们的读书观，虽各有说法，但
都一脉相通。 在博览群书的基础上领
悟文字的真谛， 用自己的智慧辨别真
伪，取其精华，为己所用。

向善
人性多向善 世间常平安
心供一壶春 情近草木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