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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世间生活曳辑录冯骥才先生
六十余篇生活散文袁创作时间从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日袁跨越近四
十年袁其中有叶珍珠鸟曳叶灵感忽至曳
叶往事如野烟冶曳等誉满天下的名篇袁
也有 叶结婚纪念日曳叶房子的故事曳
叶为母亲办一场画展曳 等近年来冯
先生描绘生活尧描绘人世间的感悟
之作遥

叶世间生活曳院寻常生活袁彰显
人生智慧

冯骥才先生有野四驾马车冶要要要
文学尧绘画尧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遥
他在多个领域都有卓越的成就袁是
当代最富盛名的文化大家之一遥

他最初学画袁后以野伤痕文学冶
享誉文坛袁是新时期文学的代表人
物遥 1990 年前后袁冯先生投身于文
化遗产保护领域袁为保护民族文化
遗产而奔波于大江南北袁为民间文
化抢救事业做出了 野填补空白式
的冶文化贡献袁被誉为野民间文化的
守望者冶遥 冯先生的人生经历和智
慧袁是品尽世间冷暖后的坚韧与豁

达袁是历尽苦难后的乐观与坦然遥
冯骥才在文学上的成就展现

在散文尧长篇小说尧中篇小说尧短篇
小说等多个方面袁题材广泛袁形式
多样袁 已出版各种作品集二百余
种袁海外译本四十余种袁并多次斩
获国内外文学大奖袁也深受广大读
者的喜爱遥

冯骥才的散文作品袁 文风优
雅袁内涵广博袁情感深沉动人袁既体
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家的学识修
养尧气度担当袁也流露着他自信而
从容的人生智慧遥 叶珍珠鸟曳叶挑山
工曳 等篇入选了中小学语文课本袁
读过的人当数以亿计遥 这一次袁人
民文学出版社将冯先生的生活类
散文汇辑成册袁单独出版遥 这些散
文作品以寻常生活中的点滴感悟袁
展现出一位当代文化大家的人生
智慧遥

叶世间生活曳院四辑内容袁写遍
世间风雨

叶世间生活曳共分为四辑袁分别
为野人生感怀冶野生活雅趣冶野人间生

灵冶野旅行印象冶遥
野人生感怀篇冶多为冯先生对

人生中的某些重大际遇或亲友交
往的感慨之作袁也有对世事的看法
和感想曰野生活雅趣篇冶则记录冯先
生工作之余的生活趣味袁有书画音
乐袁更有遛摊寻宝尧香烟美食袁幽默
风趣的文字袁流露出他野物皆有情冶
的真情感悟曰野人间生灵篇冶不仅写
春秋冬夏尧花鸟鱼虫袁更有世间之
人尧人间之情袁此篇收录冯先生的
散文名篇袁 如 叶珍珠鸟曳叶挑山工曳
等袁 也有近年来新创作的温情之
作曰第四辑野旅行印象冶则收录了冯
先生游历国内外的自然散文袁国内
多地的走访名为旅游袁实则文化守
护之旅袁冯骥才先生的文化担当和
责任意识也在其间悄然显露遥

野我相信袁真正的冰冷在世上袁
真正的温暖在人间遥 冶从这句话中袁
读者可以看出冯先生对人生尧对世
间的深沉感悟遥 阅尽世间生活的风
雨后袁愿读者从冯先生的智慧和感
悟中获得启迪袁收获自己生活的恬
淡幸福遥

朝颜著袁作家出版社 2019 年 8 月出版遥
叶陪审员手记曳是一部长篇纪实散文集袁由

作家朝颜基于五年的人民陪审员经历袁两百多
例案件庭审的实况提炼写作而成袁系全国首部
人民陪审员主题文学作品遥 全书立足于法院及
与之相关的特殊社会空间袁以一个人民陪审员
的视角袁观察社会袁观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袁并
试图探寻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问题的多样
性和复杂性遥 用纪实的手法袁讲述人的观念迅
速发生变化的新时期的故事袁挖掘案件背后千
丝万缕的联系袁真实呈现各色人等在案情面前
各不相同的行为袁揭示法尧理尧情之间的矛盾冲
突袁打开人性的密码袁还原社会的真实遥

作品集由十个长散文组成遥 一是以房产纠
纷为题材的叶为奴的母亲曳袁二是以职务犯罪为
题材的叶剥离的生活曳袁三是以离婚案为题材的
叶飘萍曳袁四是以医患纠纷案为题材的叶人间有
疾曳袁五是以土地纠纷案为题材的叶吾土吾乡曳袁
六是以民间借贷案为题材的叶忧伤的灵曳袁七是
以租赁合同案为题材的叶春风疾曳袁八是以消费
服务纠纷案为题材的叶悬空曳袁九是以刑事案为
题材的 叶原罪曳袁 十是以交通肇事案为题材的
叶路魇曳遥

我曾经问过几位文学中的朋
友袁你是什么时候读到叶查泰莱夫
人的情人曳的钥 答曰院二十几岁时遥
我在想袁那个时候读这本书袁会不
会有猎奇的成分袁会不会有激素随
着文字从体内汩汩地冒出来钥

而我现在袁年近四十袁已然走
到了逐渐安静的时期遥 这个时候的
阅读袁应该有更多的冷静判断以及
对生命遭际的感同身受遥

但我还是像一个年轻的袁初涉
爱河的人一样袁 被劳伦斯笔下的
爱情打动了院野所有来世的希望和
逝去的荣耀袁他都愿为她而放弃袁
只要有她在那袁 有她和他暖暖地
在一条毯子下酣睡袁 只要能那样
酣睡就足够了噎噎冶是的袁主人公
麦勒斯的生活如此贫穷袁 如此简
陋遥 他只有一间林中的小屋袁屋子
里连像样的家具也找不到几样遥
但这并不妨碍他憧憬和拥有爱
情袁 也并不妨碍身为贵族的女性
康妮与他一同进入生命里最愉悦

的时光遥
在精神上袁麦勒斯已

然活得像一个贵族遥 就这
是为什么康妮的姐姐希尔
达见到他后袁 由最初的轻
蔑和鄙视袁 渐渐对他骨子
里的自信和高贵感到了压
力的缘故遥

野他要她袁想触摸她袁
想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袁
共享完满时刻 袁 沉沉睡
去遥 冶或者袁在板着面孔的
旧时代袁 猎场守护人麦勒
斯对主家夫人康妮的爱和
欲注定是不伦的袁 是要被
批判被扼杀的遥 事实上袁不
止是在英国袁 不止是在工
业时代袁 尽情享受灵肉结
合被认为肮脏尧 羞于启齿
已经由来已久遥 人性的压
抑袁 人类关于灵与性的苦
难袁 从亚当和夏娃在腰间

披上树叶时起袁直到现在袁远没有
到终结的时候遥

野女性能不能追求性爱的平
等钥 冶劳伦斯是一位男性袁但是他站
在女性的立场发出了深刻的问号遥
一位人性至上的作家袁代表人类说
出了两性之间永恒的渴望要要要灵
与肉的完美结合遥 的确袁生而为人袁
所有的爱和欲袁都是我们所要面临
并无法逃避的问题遥 那么袁你是用
所谓的道德去遏制它袁还是把它从
笼子里放出来钥

我反省了十几年的婚姻生活袁
小心翼翼地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袁
像一个传统守旧的妇道人家那样遥
在此之前袁太多人告诉我女人不该
怎么样袁 而不是告诉我可以怎么
样遥 所幸的是袁我所遇到的人袁从来
都将我的感受看得重要遥

如果我们懂得了人性袁懂得了
爱袁就会明白袁欲望和爱情永远是
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袁灵魂和肉体

不能统一的所谓爱情是不会圆满
的遥 就像小说中下半身已然残废的
克里福德袁无论他如何冠冕堂皇地
谈论爱情袁谈论心灵袁谈论高尚袁给
出物质的丰沛袁他的女人都只将枯
萎下去遥

有意思的是袁劳伦斯这部写于
临终前的最后杰作曾在 1960 年代
登上伦敦刑事法庭袁专门针对该书
是否可以出版接受庭审遥 而在此之
前袁 由于书中有大量的情爱描写袁
它已经在英国被禁 30 年袁 出版该
书的企鹅出版社也被控出版淫秽
作品而有罪遥

审判的结果是院野书中描述性
生活的部分袁都被仔细地织入二人
的心理关系尧背景和由之产生的自
然演变之中袁但因为它们仍是整个
关系中的一部分袁因此该书绝对不
是耽溺的或纵欲的遥 冶

有一次我读叶今生今世曳袁见张
爱玲向胡兰成推荐了劳伦斯和这
部小说袁心下忽然一动遥 其实在中
国袁上世纪 80 年代袁湖南文艺出版
社因为出版 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曳
译本袁也遭到了停业的处罚遥 原来袁
叶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曳 要来到我的
枕边袁可谓是经历了诸多波折的遥

后来袁我知道了劳伦斯生活里
真正的野查泰莱夫人冶袁一个名叫弗
丽达的女人遥 劳伦斯从一个教授手
中抢走了她袁共同度过了几十年风
雨岁月遥 他们的爱情正如劳伦斯所
言院野没办法袁我很爱她袁尽管这爱
好折磨人遥 冶对于爱情袁渴望它袁践
行它袁并忠于它袁劳伦斯写出来了袁
也在现实里做到了遥

弗丽达为这段爱情写了一部
回忆录袁书名叫叶不是我袁是风曳遥 尽
管我还没读到袁但这句话却一下将
我攫住了遥 我想袁这样的女人袁她值
得劳伦斯用一辈子去爱遥

我喜欢这部小说袁正如我忠诚
于自己的女性本质遥

不是我，是风
阴朝颜

叶世间生活曳院
写遍世间风雨

阴刘佳佳

渊美冤云.斯科特窑菲茨杰拉德著袁方铁译袁中
信出版集团 圆园员愿 年 员圆 月版遥

叶我愿为你而死曳 是美国著名小说家尧叶了
不起的盖茨比曳的作者 F .斯科特窑菲茨杰拉德
最后一批存世的尧此前从未结集出版过的作品
集遥 书中收录十八篇短故事袁有短篇小说袁也有
电影剧本遥 有些曾散佚袁直到近年才重新被发
现袁其珍贵不言而喻遥 在这本书中袁读者会看到
菲茨杰拉德对争议性主题的涉猎袁比如他笔下
的年轻人袁比现实中的年轻人更大胆尧更百无
禁忌遥 即使他在急需钱的时候袁菲茨杰拉德也
拒绝迎合编辑的需求袁拒绝修改袁转而将作品
雪藏遥 这些遗作证明了他如何走向现代文学前
沿袁保持着个人写作的独特性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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