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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
张雄文 著 东方出版社

本书是湖南学者 、作家
张雄文十几年来研究粟裕的
集大成之作。 作者以大量权
威性史料、著述为参考，攫取
粟裕人生的精彩传奇片段 ，
从战争岁月的金戈铁马、谈
兵论战，到和平年代的人事
纠葛、含冤忍辱；分战事、人
事、威望、战绩等八个部分，
篇章独立又互相呼应，爬梳
辨伪，探幽发微，回顾了常胜
将军粟裕大将无比辉煌的功
绩，揭开了军史、战史上的诸
多未解之谜，呈现出一个更
为真实的粟裕。

《消失的微生物》[美]
马丁·布莱泽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 ，由
于滥用抗生素， 人类在不经
意间伤害了协同演化数十万
年之久的 “微生物朋友”，打
破了人体与微生物之间的平
衡。本书被称为“人类微观环
境的《寂静的春天》”，作者带
领读者重温了他对肠道微生
物研究的突破性成果， 带来
了抗生素负面效果的前沿证
据，为人类健康拉响了警报。

《鲁迅藏浮世绘》
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本书收入由北京鲁迅博
物馆珍藏多年的鲁迅收藏的
全部浮世绘作品，其中包括
在日本已经绝版的极其珍贵
的第一书房版《浮世绘版画
名作集（第二期）》的30幅名
家名作，每图附有精当的评
介。 书中另有专文，对鲁迅
与浮世绘的关系以及第一书
房版《浮世绘版画名作集》的
由来做了详细的分析、考证，
可以作为欣赏画作时的背景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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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战

读杨柳湾的长篇小说 《杨
柳青青江水平》， 像在欣赏一首
轻快而深情的圆舞曲， 比如肖
邦的A小调圆舞曲。 肖邦这首圆
舞曲很有特点， 有两个调性，
一个A小调， 一个C大调， 仿佛
是两个音乐形象间的深情对话，
在对话中， 一段一段的故事发
生了， 人物浮现了， 性格越来
越鲜明， 情感越来越丰富， 故
事的背景也越来越广阔丰厚。
这么美， 这么俏皮， 这么活泼，
特别是这么清新。 我觉得， 把
对肖邦A小调圆舞曲的解读， 拿
来形容杨柳湾 《杨柳青青江水
平》 这部小说的阅读感受， 真
的很确切。

《杨柳青青江水平》 是一
部描写年轻人爱情与事业的青
春小说， 更是一部家庭伦理小
说。 它虽然以医学博士张朝阳
和美术生晏琪从一见钟情到步
入婚姻殿堂的经历为内容主线，
叙事手法却是以新婚后出发去
度蜜月的新娘晏琪与她的婆婆
之间的微信往来为载体， 为构
架。 从题材来说， 它是传统的；
从表现形式上来说， 它是新奇
的。 文学史上， 不知有多少作
家写过爱情、 婚恋、 婆媳， 写
过家庭伦理。 从最早 《诗经》
中的 《卫风·氓》， 到我国古代
最长的叙事诗、 乐府民歌 《孔
雀东南飞》；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 从张爱玲的 《金锁记》， 到
六六的 《双面胶》， 我们看了那
么多弃妇怨女的悲情故事， 看
了那么多恶婆婆苦媳妇的故事，
再读杨柳湾的 《杨柳青青江水
平》， 那么清新美好， 仿佛真是
春天的绿柳被软软春风吹拂到
我们脸上。

小说打动我的， 首先是洋
溢着一股青春的朝气， 满溢着
一种道德诗意和美感力量。 它
让我们禁不住想笑， 想歌唱，
想喊崽， 想喊妈妈， 想拥抱我
们生命中的每一个人。 著名文
学批评家李建军说， 一部作品
最深刻的力量， 决定于它的伦
理精神———决定于它的热情和
理想， 决定于它对真理和正义
的态度。 我觉得， 《杨柳青青
江水平》 所描写的生活就具有
这种美的伦理力量。 小说构筑
了一个几乎完美的世界。 男女
主人公用今天的流行语言来说，
一个是真正的高富帅， 一个是
真正的白富美， 一个是有着相
当规模的家族连锁企业的独生
子， 一个是出身高干知识分子
家庭的独生女。 他们不仅没有
丝毫富二代官二代孩子常见的
骄横跋扈， 娇生惯养， 更难得
的是他们对亲人、 朋友温暖的
爱与尊重， 对知识和事业的执
着开拓和追求。 他们身上， 闪
耀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德光辉。
可以说， 这部小说， 是对中国
传统孝悌文化的回响与呼应，
但又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和时
代内容。 这在当下来说， 是多
么稀缺的精神资源！

这部小说里最值得一提的，
是生动塑造了一对新时代的婆
媳形象。 在杨柳湾的笔下， 婆
媳之间不再是天敌， 而是闺蜜，
是伙伴。 她们之间既有母女亲
情， 又有朋友友谊。 她们能平
等真诚地交流， 能在家庭中相
互温暖， 也能在事业上相互信
任， 相互帮助。 她们是新时代
下理想化的婆媳典型， 尤其是
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女性， 绝
大多数都只有一个孩子， 不论
是做了婆婆， 还是做了岳母，

其家庭结构、 情感方式都有别
于传统的多子女家庭。 怎样处
理好两个独生子女的姻亲关系，
处理好独生子女的婆媳、 岳婿
关系， 也是这一代人正在面临
的问题。 《杨柳青青江水平》
恰好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理
想的答案， 为当今的婆媳关系
和家庭伦理提供了新的理想范
式， 丰富了文学对婆媳关系的
叙述。 如果我们有时间进一步
分析，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种新
型婆媳关系后面隐藏的深刻社
会文化内涵， 新的女性观和新
的家庭伦理， 甚至， 还分析了
当今社会新经济模式思路， 比
如互联网， 比如众筹。

也许有读者会提出， 作者
是不是将小说写得过于理想化？
失去了一个作家应有的尖锐和
力度？ 生活中还有那么多穷人，
那么多草根二代， 作者为什么
不写？ 其实， 小说对这类人物
也有描写， 如陈茹静， 但是，
作者的意图不在展示贫困与伤
痛， 而重点在写出她们自强不
息的奋斗！ 作家各有不同， 因
人而异。 有的作家尤其善于发
现生活中美好而温暖的事物，
像一棵向光的植物， 追逐着阳
光， 采集着阳光， 也反射着阳
光， 自己也成了一个发光源。
他们不是看不到生活的伤痛和
丑陋， 而是习惯用自己的善良
去化解和宽容， 用自己的热情
去构建理想。 他们是明亮的，
也许是天真的， 但也是宽广的。
这种气质在当下的文学中， 生
活中， 都是少见的， 却又是极
其有感染力的。 这正是这部小
说充满道德诗意和伦理力量之
所在。

(《杨柳青青江水平 》 杨柳
湾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汤岚

在这个价值多元、 各种矛盾
交织的年代， 很多人睡着， 少数
人清醒着。 有着20多年乡村从教
经历的周晓波， 面对整个社会和
教育界的种种弊端， 进行冷静的
观察， 深沉的反思， 其长篇小说
《老夫子》 用锋利的笔触和精细
的描写挑开社会的毒瘤， 揭露教
育中隐藏的大问题， 触碰到读者
有真正痛感的神经末梢， 写出了
以王敏之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
的人格分裂、 灵魂对抗、 良心纠
结与自我救赎。

小说以新寨中学为中心， 通
过一系列生活中的平凡小事， 辐
射了社会各个层面， 直指校园的
灰色生态和腐败现象。 作者长于
捕捉日常生活场景， 又能在日常
性背后蕴藉隐而不发的深意， 语
言朴实却意味深长， 文字间饱含
深情与辛酸， 有瞬间击中人心的
力量。

同样是表现生活的痛， 有些
作品痛在其表， 《老夫子》 痛在
其心。 作者将那些被生活推搡碾
压的灵魂进行剖析和呈现， 敏锐
的叙述间展示着冷凝的悲悯与孤
独。 主人公王敏之作为新寨中学
的老师， 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
坐车为了五毛钱和售票员发生冲
突， 遭到车上其他乘客的讥讽；
看到城管抢卖菜老头的秤， 王敏
之去帮忙却遭到城管殴打， 找政
府部门申冤却被当作皮球踢来踢
去； 学校分班时， 因为之前得罪
了教导主任， 自己班原来的好学
生都被分流到别的班级……面对
这一切， 他内心充斥着激烈的动
荡， 被切割的痛感， 却不知如何
释放内在的忧虑、 恐惧和不安定
感。 哪怕是眼看着妻子出轨， 也
不敢拿出男人的骨气， 只能借酒
消愁。

这些看似庸常的生活， 让仿
佛发生在身边的一切紧紧纠结我
们的内心。 作者的目的不是简单
地向读者兜售生存与生活的细
节， 而是在传递生命的痛感。 面
对时代与自我的伤， 内在和外在
的痛， 作者想要展现给我们的除
了无奈和绝望， 除了悲悯的情
怀， 还有更加深刻与尖锐的觉醒
意识。

教育产业化的进程使许多一
线教师失去了他们的阵地， 处于
劣势。 这种“失去” 不仅指一线
教师因各种原因遭受到经济上的
压力， 更使他们对个人生活及教
育方式的掌控力越来越弱， 这是
最令他们感到恐惧的。 一些学校
校长和教师唯利是图， 谄媚上
级， 一心追逐利益， 无心教学育
人， 而如王敏之般有良知有追求
却在现实环境下无奈生存的清醒
者， 虽然卑微谦逊， 内心却充满
对教育事业和美好生活的执着和
向往。

周晓波在创作中也充满纠
结： 王敏之这样有风骨和尊严的
知识分子， 如何在扭曲的社会氛
围里找到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
安身立命之所。 最终， 王敏之在
学校一直“无钱” 重修的危房倒
塌时， 为了挽救学生壮烈牺牲。
这似乎也是作者对王敏之最好的
“安排”。 王敏之用生命守住了自
己的职业道德， 保持了中国传统
知识分子独立人格， 坚守了自己
的良知。

夫子已老， 老哉夫子。 本书
以 《老夫子》 为名， 是写照， 是
调侃， 也是深刻的悲悯和深长的
寄意。 从孔夫子以来的师道尊
严， 在需要文化自信与自觉的今
天， 更需要警觉的回顾和反省。
老夫子王敏之仿佛是一个站在社
会边缘的人， 努力实现自我意识
的洁净、 清醒与警觉， 恪守不甘
堕落的灵魂。 他身上体现的是中
国当代知识分子精神的不安与忧
患， 是那种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寻
找夹缝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景象。
周晓波通过王敏之等形象的刻
画， 以人性之光烛照生命与灵魂
的曲折变化， 以及现实的疼痛和
无奈。 他呼唤和期待的， 是师道
正统的回归。

（《老夫子 》周晓波 著 长江
文艺出版社出版）

周伟

美丽无声， 大爱至简。 当
你真正遭遇一种美丽， 体味一
种真爱的时候， 你即使搜肠刮
肚， 穷其辞工， 也是徒劳。 这
是我在读袁姣素的诗集 《素爱》
时自然生发的感叹。

在阅读这本诗集的过程中，
我一直在问自己： 诗人为何把
“爱” 叫做“素爱”， 素爱是什
么， 素爱如何爱？ 认真查阅字
典， 素的解释是指本色、 白色；
颜色单纯， 不华丽； 蔬菜、 瓜
果类食物， 跟“荤” 相对； 本来
的， 原有的……那么素爱， 就
是本色的爱， 不华丽、 不绚烂，
却在寻常生活中永葆魅力， 永
远鲜活， 永放光芒。 说到底 ，
素爱应该是一种雪白纯洁的爱，
是一种真正的爱， 圣洁的爱。
爱到极处， 才能明白爱的真正
内涵， 才会懂得爱的本质。 素
爱一生， 岁月如风， 雪知九天，
诗人是沉醉的， 更是清醒的。

诗人素颜朝天， 春以为期，
以 《素爱》 为名， 借“莲” 自
喻， 感怀那段美丽的旧时光，
抵达一生中向往的那个真爱世
界， 倾诉她对爱情、 人生和生

命的感知与思考。 多少文人骚
客， 因了四季更迭， 阴晴雨雪，
月圆月缺， 悲欢离合， 怀有多
少怅然而又美丽的心情， 那些
唯美的意境， 至今萦绕在我们
的脑海和诗意的天空。 当然，
这一切都离不开诗人的感情天
地和生活世界， 离不开思想的
天空和艺术的自由。 我们知道，
日本的唯美主义作家永井荷风
因扶病独居与世隔绝摒弃生活，
最终走向唯美的颓废， 失去了
生命的呼吸。 所以， 我最喜欢
诗人那首 《小镇 ， 离婚的女
人》。 “门开的时候∕探出两个
差不多大的小脑袋∕黑溜溜的
眼珠敏锐中藏着阴霾∕对面的
阿姨在铺里忙着生意∕一个周
岁的孩子在咿咿呀呀地学步∕
∕虚掩的缝里飘出一个端庄的
女子∕眉目含羞∕莲步轻移∕
如一朵盛满雨水的云∕∕爸爸
还会回来吗∕他不爱我们了吗
∕两个一模一样的孩子展开想
象的翅膀∕山是爸爸∕水是妈
妈∕∕孩子∕不要怀疑爸爸的
爱∕不管他是否回家∕他的爱
永远都在”。

孩子的眼睛， 也许看不见
世界的丑， 看不到世界的黑 ，

但是看出了爸妈的异样和不安
的表情。 路人不敢侧目， 小草
不敢侧目， 但是夜晚知道， 月
亮知道， 风走漏了消息……

尽管如此， 小镇上离婚的
女人没有出走， 守着自己的娃
崽， 守望褪色的生活。 这一切，
似乎是那般惯常， 平淡无奇，
处变不惊。 也许， 就在某个安
静的午后， 某个夜的黑里， 某
个不经意的瞬间， 那个被岁月
磨老了容颜的女人， 眼睛一亮，
期待春天还暖的讯息传来。

书会发黄， 月知人老， 岁
月也会不留痕迹地把有些东西
遗忘， 一切如风散去……我知
道， 前生今世， 诗人都会守着
一个爱的约定， 冷暖相依， 素
笺如心。

（《素爱 》 袁姣素 著 团结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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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唱红军战歌
传承长征精神
张玥

《放歌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
利80周年歌曲集》 是段亚平继 《红军歌
声纵横谈》 《红军歌曲100首》 之后的
第三本红军专著。 段亚平是位文化学
者， 长期从事文化工作， 擅长文学、 音
乐、 书法， 热爱红军文化。 几十年来，
他走遍苏区根据地和红一、 二、 四方面
军长征路， 收集到千余首红军歌谣和
300余首原汁原味的红军歌曲。 本书是
国内第一本以文、 图、 歌三合一形式反
映红军文化和红军精神的专著。

红军时代是一个产生红色歌谣的时代， “红色歌
谣万万千， 一人唱过万人传”。 1927年至1937年的红
军时期， 宣传工作是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 1929年，
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规定： 要运用歌谣等形式编写教
材， 作为宣传革命的工具。 红军政治宣传部门印制了
一些红色歌本， 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方针和工作
内容被编成歌词填入大家熟悉的曲调中， 歌曲因便于
流传而成为红军文艺的主要形式。 《古田会议决议》
促进了苏区革命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 军民创作了大
量红色歌谣， 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

为了让红军歌声代代相传， 作者走云贵川、 行陕
甘宁、 踏湘鄂赣、 访粤桂闽， 沿着红军足迹， 寻觅红
军身影， 搜集红军史料， 聆听红军歌声， 陆续撰写了
《长征途中的红军歌曲》 《红军长征题材文艺作品纵
览》 等文章， 悉心搜集流落在民间的红军歌曲。 2011
年，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段亚平出版了
《红军歌声纵横谈》 ,以评介红军歌谣为主线， 侧面再
现了红军的战斗历程， 详细论证了红军文艺在革命斗
争中的宣传教育作用。 本书与 《红军歌声纵横谈》 形
成姊妹篇， 让读者对红军时期的文艺工作， 特别是歌
曲产生的时代背景， 有了更加清晰的理解。

（《放歌长征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歌曲
集》 段亚平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