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

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当

然不会像对其他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

那样不屑一顾。我尝试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

书名叫做《红与黑》，有人说“红”是代表拿破仑时代

的军服。“黑”是代表王朝复辟年代的僧侣的黑夜。而我

却认为“红”是于连那颗不甘寂寞的心，“黑”则是那个时

代黑暗的社会现实，最终黑夜熄灭了人们的热血。书的

副标题“1830年记事”，透露出它是以 1815-1830 法国
七月革命前夕的社会生活为背景。

故事发生在法国与瑞士接壤的维立叶尔城，座落在

山坡上，美丽的杜伯河绕城而过，河岸上矗立着许多锯

木厂。下层平民一个木匠的儿子于连，生活在那个动荡

的年代。“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

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骼，

“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

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他的血肉。作者用淡化描写而

突出心灵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

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

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我感触最深的是于连的两场爱情：一场是与德·雷

纳尔夫人的、被人称为“心灵的爱情”；另一场是与马蒂

尔德小姐的、被人称为“头脑的爱情”。

第一段爱情开始于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诱惑，

而于连仅仅是想完成一个对贵族老爷们的报复，满足他

的虚荣心，所以他决定要在这个女人身上“取得成功”。

可是后来被雷纳尔夫人那颗善良、温柔、单纯的心所打

动，他疯狂的爱上了德雷纳尔夫人。可是这颗心不久就

被野心所占据，他几乎忘记了她，直到最后才爆发。他猛

然醒悟，说道：“从前我们在韦尔吉树林里散步的时候，

我本来可以获得无穷的快乐，但我却让强烈的野心把我

的灵魂带到幻想之国里去了。你那迷人的胳膊就在我的

唇边，我没有把它紧紧抱在我的怀里，我对未来的幻想，

把我从你那里夺走了。———是的，要是你不到这监狱里

来看我，我到死也不知道什么叫幸福。”

另一段和马蒂尔德小姐的恋情，则是开始于彼此的

不屈服，骄傲。可以说是一场征服与被征服的爱情。马蒂

尔德小姐是一个出身高贵的、聪明的、高傲的、美丽的，

如王后一般的女子。她极度崇拜着玛格丽特王后，她也

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和博尼法斯·德·拉莫尔一样的情人。

她是一个活在自己想象中的爱情的女人。于连就被她所

有的一切给吸引住了。

在狱中的于连还是选择了德雷纳尔夫人。我才觉得

于连并不是一个没有人性的野心家，他也有一颗善良的

心，当他在瓦勒诺家中吃饭的时候可以看出。可是光凭

善良是无法在那个社会生存的，所以他学会了伪装，他

在贝桑松的时候就学会了这一切。他有野心，那是因为

他有学识，他有一颗强烈的自尊心，他不甘屈尊人下。不

是有人说过不愿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吗？哪一个有

能力的人会平庸地过一辈子呢？他要追求幸福，当他在

木材场的时候他的愿望就是看喜欢的书，当他踏入市长

家中的时候，他就开始被那个肮脏的社会给染色了，他

那时才快满十九岁。他不知道什么叫幸福，只有他在征

服德·雷纳尔夫人的时候，当他完成一个又一个计划的

时候，当他看到马蒂尔德小姐在他面前屈服的时候，当

他当上轻骑兵中尉的时候，他才感到幸福。可是随后又

会自责。

我们没有必要去责怪于连，我们要痛恨的是那个社

会。

当于连被德雷纳夫人的一封信给毁掉幸福时，他要

报复，他入狱了，入狱让他远离了社会，使他卸下了伪

装，这时我们才看到真正的于连，他才会找到真正的幸

福。

另外 ,我可以知道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
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

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

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而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

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

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

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是我读后最深

的感受。

渊指导老师院张杰冤

卡夫卡笔下的“人”
高二渊16冤班 李晓文

野一场倾盆大雨遥 站立着面对这场大
雨吧浴让它的钢铁般的光芒刺穿你遥你在
那想把你冲走的雨水中飘浮袁但你还是要
坚持袁昂首屹立袁等待那即将来临的无穷
无尽的阳光的照耀遥 冶

--摘自卡夫卡日记

不得不承认，卡夫卡有一个响亮的名

字；但也难以理解，他那些梦呓般的句子。

卡夫卡最广为人知的作品可算是《变

形记》了。主人公格里高尔莫名其妙地变

成甲虫后苦苦挣扎，他想从床上下来，想

回到他曾经存在的世界，返回“人”的生活

当中去。可是当他变成了大甲虫，他就不

再是人类，而像甲虫一样没用了。他仍想

着公司、家人，可是家人把它当成异类冷

落在一边。这时他作为非人，已经站在人

类的对立面，他已经成了人类的负担。全

篇以格里高尔的内心活动为主线，贯穿整

个故事。格里高尔在外界的重重压力之

下变异，成了一只大甲虫，最后在孤独中

默默死去。当他死去时，他的父亲说：“现

在我们要感谢上帝！”父亲的冷漠，说明此

时家人已不再把他看作是亲人、是人类，

而是异类，这就证明了一点：人类对待异

类的态度是排斥和厌恶的。人的世界和非

人的世界就像光明与黑暗被永远隔离。

《城堡》应该是卡夫卡比较有代表性

的一部作品。 主人公 K作为土地测量员
来到城堡外面，他想到城堡里边去见最高

统治者。为了达到目的，他用尽了办法：找

向导，勾引城里官员的情妇，给学校干活

等等。结果却是始终无法进入城堡中去。

这个城堡也许象征统治者，也许是法律、

制度本身，而非实指具体的一个人。就像

小说开始讲的那样：“一片空洞虚无的幻

景。”而作为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个体，去

向整个社会的制度挑战，其结果是可想而

知的。作为个体挑战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然而 K是不屈不挠的，也许《城堡》想告

诉我们，在强大的统治者面前，个人是渺

小的，要想战胜它，必须要和群体联系起

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无论你是多

么勇往无前，结果仍将以失败而告终。正

如小说中的土地测量员 K。但作为个体，
这种反抗的意识是要存在的，结果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过程。

............
其实卡夫卡每一部作品中荒诞的主

人公都是我们，每一章莫名其妙的情节都

是我们，每一个残酷的结局都是我们。而

我们读不懂、看不透的却正是自己的人

生，自己的灵魂。

其实卡夫卡想告诉我们的是世情薄

人情恶，这个世界打从盘古开天辟地就没

有公平，更没有永远的和平，但我们仍要

努力反抗。借用《战神》中“零”在结局说过

的一句话：这个世界是肯定会毁灭的，那

只不过是早晚的问题，但是在毁灭之前，

我们还得努力地活下去。

其实我还没有看懂卡夫卡，他和成绩

单一样残酷得叫人不敢面对。可是我会努

力去读懂，去看透，因为那是我的人生。

渊指导老师院曹蔚文冤

如何让我遇见你
在我最美丽的时刻
为此
我在佛前求了一段尘缘
去明白
你的得失……

（一）遇
天宝初，长安大街，“飘灯阁”榭台。
素衣迤地，我坐望着长安寂夜，低首

抚琴，轻唱：啼到春归无处寻，苦恨芳菲
都歇……

佛安排我成为歌女，与你相遇，在这
长安一夜。
“姑娘，此乃何曲？”
回头，我看见你，天上被贬的仙人。

我轻笑回你：“此乃《金缕曲》，公子可有
雅兴听曲尝琼于月下？”

（二）失
我一直轻抚乌琴，身后是你的“一杯

一杯复一杯”。你对着长安夜街，眼神不
断地游移。

倾壶时，你轻吟“唯愿对酒当歌时，
月光长照金樽里”；

举杯时，你轻吟“兰陵美酒郁金香，
玉盘盛来琥珀光”；

醉卧时，你轻吟“将酒尽，杯莫停
……”

拨开历史的烟幕，脱去仙人的道衣，
我看见的只是一名怀才不遇的书生，一
名失意而蜷缩在榻前的醉汉。你已不是
浅酌的酒徒，而是孤注一掷的赌徒了，你
把自己的美好押在被赏识上，押在月处，
押在酒中，换得的只是一夜宿醉。

你的失，在于被埋没，在
于酒的不真，在于月的寂寞。
寂寞，是你失意的真实感受，
你用酒、用诗去掩盖那一抹月
色。

（三）得
背着你的身影，我轻叹，

抚琴的手一“铮”，唱起了周杰
伦的《蜗牛》：

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在
最高点撑着夜往前飞……

你在坐中猛地惊醒，“姑
娘……”

我依旧背着你，对着曙光渐透的长安
街，念着小椴的词“所交所游皆在欤，有可
歌可泣长久否？天与地，当袖手！”
“哈哈哈……”你负手站立，双目凝视

长安大街，“姑娘果非凡女子！”然后转身
离开。

那夜之后，佛把我带回了 2006。长安
一夜你走得太快。我本想对你说，你或许
失去太多，但你同时得到了逍遥的人生，
正如月亮坦然地面对阴晴不定，自得其
乐。而作为诗人，你更在乎的是得到酒意，
月意，诗意。你走了，但带不走你的诗歌。
直到今夜这些鲜活的文字也依然在我的
心底吟咏。

铭记，长安夜，如歌榭台，似月太白。

渊指导老师院熊春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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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酒当歌，月似太白
高二渊3冤班 王蔚婷

在很多年前聆听贝多芬交响曲《命运》
时，并不懂什么是交响乐、什么是经典音
乐。那时，因五音不全，常哼的小调尽是些
笨拙的模仿之声。后来，偶然遇到法国钢琴
家理查得·克莱德曼演奏的《命运》，便有了
一种感受，一种无法躲避的锋利、激昂的感
受，一种要与命运抗争的意志和力量。虽说
那架音质欠佳的录音机着实委屈了这支充
满英雄主义气概的曲子，可促成了我告别
自囿的无知。但我仍为自己过迟的汲取世
界名曲的养分深感惭愧。

直到 2001年 9月，我参加了学校的管
乐团。老师是郭柏刚，他那根闪动的激情
的、极富魅力的指挥棒有力挥舞着，调动音
符从各种乐器中以不同的内涵和形式展现
出来。气势磅礴的交响乐更胜于韵律独特
的钢琴情调，恢宏而细腻地道出了光明战
胜黑暗是挡不住的历史潮流以及不向困难
低头、勇往直前的精神。空闲的时候，我经
常到音乐厅，在约翰、施特劳斯、肖邦、莫扎
特、海顿等浪漫抒情的音乐旅行中经受洗
礼，那种久藏的内疚才得以抚平，悟性和德
性在经典中亦更加透彻了。

然而，每天的生活大都内容相同或相
似。忙忙碌碌的事物目不暇接，负累的精神

和简化的情感干扰了生存空间。因此，我常
将安宁关闭于心灵的居室。特别是在静若
处子的深夜，世事的嘈杂已销声匿迹，我便
以一盏小小的灯为航标，开始航行于经典的
汪洋。我知道，用经典的海水洗刷灵魂，需
要重新打破旧观念的框架，需要过滤浮躁，
需要敲响沉默是金的钟，需要把被世俗鞭打
的伤痕涂抹在白纸上。这一切不仅是孤独
深处乃至生命底部的真实叙述，还是抵达大
自然质朴个性的绝妙写照。我也知道，梵·
高的那朵《向日葵》，把色彩的神秘布满于灵
性的阳光中，使我敏感的触角探访一代艺术
大师的痛苦，顿悟到这闪烁的经典是他生命
里的一个奇迹，是经苦难磨炼的神来之笔对
幸福和希望的表白。我更知道，在一条由文
字串连的轨迹上，演绎着许许多多爱与恨、
生与死的故事：无论是曹雪芹的《红楼梦》，
还是肖霍洛夫的《静静的顿河》，都浓缩了一
个特定时空的景况，并多层次多角度地将纯
粹的人性深刻于文学的花岗岩上，让我为之
悲喜，为之长夜不眠。

经典是什么？到人类文明的走廊去看
看，就会发现古往今来许多能经得起时间考
验，代表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一个特定环
境，不断延续下去的权威精神产品，这种精

神产品就是经典。当然，这样的经典是一个
时间上的面、一个大视角、一个大舞台。我们
可以凭借一叶知秋、一斑窥全豹，了解经典
的精度和纯度，品味人生醉心的时刻。打个
比方，经典像一颗露珠，一颗依附在很青很
别致的叶子上的露珠。它是黑暗退出、光明
进驻的制度下，天地间一种秩序的结晶。它
摇曳于真情与理性的柔风中，轻盈而自信，
丝毫不显得慌乱。它浸透了历史、现实和未
来的三维空间。只要生命的神经末梢触动
它，这透明的物质就会撼动心魄。所以说，从
露珠中折射出来的光线，是我们阅读经典感
应经典的视角。

言及至此，我感到很清醒很充实。在当
今这个物欲膨胀的社会，经典不仅凭借艺术
精品的高度站在意识形态的最前方，而且还
成为拯救日益淡薄的精神领域的良药。时代
呼唤经典，同时也在创造经典。经典对一个
民族的素质和精神的影响，有如根须吸收土
里的营养、植物茁壮成长一样，起着不可估
量的作用。抬头望望窗外，此刻阳光和煦，鸟
语和花香轻轻飘来。这又是一个生机盎然的
早晨。

(指导老师院黄爱华 )

龙狮凤鹤送吉祥
高二渊3冤班 张春媚

从六百多年前的明清时期，甚至更遥远的时代
起，每当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这天，我们沙溪都会
热闹非凡。各村都有许多青年舞动着本村的龙或
狮，庆祝佛诞祈求平安顺利。特别是圣狮和象角两
村，他们联合组成一个庞大的龙狮凤队伍，锣鼓喧
天地经过两村的每一条街，为人们带来吉祥和欢
乐。

妈妈说，她就是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出生的，
那天，街上龙狮凤舞正热闹着，刚好有一只“凤”
“飞”过家门口，外公便给妈妈起了名字叫“凤飞”。

还记得小时候每逢四月八日，就跟妈妈回圣狮
去参加这一盛事。只要听到从远处隐约传来的锣鼓
声，我们马上冲到街上，街上聚集着的人们早已沸
腾了。来了来了，从远处徐徐走来一条圣狮的金龙。
说起这条金龙这可是圣狮的象征呀，长约 50来米，
全身遍布金灿灿的鳞片，相貌威严，由几十个强壮
的男人舞着。随着一人手持彩珠引领前行，金龙时
而盘旋叠阵，时而潜龙戏水，时而飞龙升天，灵动活
现。这时人们纷纷穿过金龙，穿金龙要穿过三次，头
身尾各一次，寓意有头有尾善始善终，沾龙气，特别
是小孩更是雀跃，玩得不亦乐乎。除了金龙，还有银
龙和许多小龙，多做着各种姿势。当然也少不了凤。
凤全身色彩缤纷，高贵傲慢，女孩子们最喜欢了。大

队伍后还跟有一大群狮队，金色的，黑
色的，每头狮由两个人灵活舞动，所以
狮子们更是活跃，伴着锣鼓声向前奔
腾着，好不热闹。群狮队后还有花篮
队、杂技队……

说起“龙狮凤鹤舞”这种民族民间
艺术的兴起、发展，要追溯至六百多年
前的明清时期，从北方迁到南方的先
民在沙溪落户，每当浴佛节或是渔耕
之余丰收之时都会有龙狮凤鹤舞的活
动，村民们以这种方式来向上天祈求
祛邪消灾，保佑当地居民。

其中，狮舞是最普及的群众性民间舞蹈活动。在
重大喜庆日子的时候，狮舞总会到场助庆。作为“广
东省民族民间艺术之乡”的沙溪，最特别的一点就
是几乎每条村都拥有至少一头“狮”。沙溪的狮舞既
有北狮的影响，也保留了南狮的风格，它们大多外
形华丽，动作栩栩如生，既有温驯的一面也有凶猛
的一面，伴以时急时缓的鼓点与锣、钹声，更强化了
狮子的性格和狮舞的气氛。当中以黑狮最凶猛。

而属广东省境内唯一一种的“鹤”舞活动，比之
狮舞、凤舞，渊源更远。申明亭村，自杨姓始迁祖宋
庚戊进土之后，代代都不断有人得科举功名，出仕

授官。加上古时这个村边有块白鹤聚集生息繁殖的
地方，称鹤地。村民为了颂扬向学之风，弘扬文化，
鼓励子弟立一鹤冲天之志，并寓祈愿太平盛世之
意，借方言“鹤”与学同音，由村中技能者根据白鹤
的生活习惯和动态特点，创作出鹤舞。

龙狮凤鹤送吉祥，如今这项民间活动，不仅沙溪
人民喜爱，就连不少在沙溪生活的外地人也深深地
迷上了。今年的四月初八，欢迎您到沙溪来哟！

渊指导老师院熊春雅冤

这里酒楼不少，茶肆也多。听人这样说过：天上飞
的，除了飞机；地上跑的，除了汽车，没有这边的人不
敢吃的。或者真的是这样吧。吃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
在这里也就以一种登峰造极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

听过这样一个笑话：一个父亲来这看他的儿子，早
上，儿子说：爸爸我们去喝茶吧，爸爸把儿子大骂一
通，老子把你辛辛苦苦养大，到你这儿来不请老子吃
饭，只请老子喝茶，我今天就回家！把个儿子委屈得不
得了，半天的解释自然是少不了的了。其实这喝茶也就
是以茶就着点心慢慢品尝。点心的款式是很多的，早上
5、6 点的时候，这儿的茶楼就热热闹闹的开张了，用人
声鼎沸来形容是不为过的。满桌满桌的人，一样样的点
心就这样摆出来，然后就进了肚子，只要你吃得下，是
大可不必担心要花多少钱的。钱真的是花不了多少的，
一大家人，大概 100 多元就够了。

人是各色的，有三五成群，有呼朋引伴的，吃吃喝
喝，一天就此开始。还有的老人，清早起来，出去溜溜，
提着个鸟笼，等日出东方的时候，也就到了吃早点的时
间了。三五个老人，占了一张桌子，对于他们，吃不再
是为了吃了，在他们面前，往往就是一盘馒头或者其
他，然后那一壶铁观音或是菊花茶能一次次的加水，直
到淡得不能再淡了，于是一上午也就过去了。

在酒楼茶肆里端着盘子，推着车子的有些是外地
的姑娘，为了生活，来到了这个地方，和本地的姑娘一
起花枝招展，一起为这里的早晨加了一道 美丽的风
景。

除了那些大的酒楼、茶肆，还有的就是街边的小吃店了。这些小店的
面积一般不大，粥粉面是最常见的早点。才来的外地人可能不太适应这
里的粥。一般都是咸的，里面或者是肉或者是鱼或者是其他的，几乎能放
进来的荤菜，让你大快朵颐。坐在桌前，冲着老板娘来一声：来碗皮蛋瘦
肉粥，等不多时，一碗热腾腾的粥就端在了你的面前。吃了一身汗，也就
可以放心地开始一天的工作了。

在酒楼里，在家里，一般来讲上菜是先上汤水的。这汤都是 "老火靓
汤 "。 "师奶 "是要知道怎么样去煲一罐靓汤的。这靓汤据说可以去火，进
补，功效多多。能拿来煲汤的材料也是很多外地人见所未见的。这门手艺
不知道是不是沿袭着上古传下来的，我想大概是跟家传武艺不同，这煲
汤的工夫也只有传女子吧，从来只听说女子在一起讨论如何煲得一碗靓
汤给家里的男人，没看过男的会说自己也会煲靓汤的。女人用心煲的汤，
除了鲜美滋补之外，或者有心的男人也能体会到家里女人的那一番心意
吧。不过现在的景况不太一样了，女子多读书，去花那么三、五个小时煲
一碗汤的传统或会渐渐失去。

凉茶大概是这片土地上的特色了吧，多雨，湿气，还有热气，造就了
凉茶的热销。看上去一个个树根样的东西，经过大火与水的锤炼，出来的
是黑黑的、苦苦的 "茶 "。有的药店，或者干脆就有以此为生计的人，在门
口，摆放着几个大大的铁制葫芦，几个碗摆在前面，里面是黑黑的凉茶
了，上面有块玻璃盖着。喝上一口，那味道不仅仅是苦了嘴苦了舌尖，同
时苦的还有全身每个脉络。

当你踏足一片陌生的土地，那么你应该先适应那里的吃文化。当你要
想成为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么就应该了解这里的吃的风俗。当你不想总
是忆起故乡的明月，那么不妨吃点本地的菜式，或者思乡的愁会少那么
一点点。这个城市很多的外乡人，他们用双手建设了这个城市，却不一定
能享受这个城市。还是保重自己的身体，多吃点，老人说：吃好了就不会
想家的。 长望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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