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鸟欲先飞先振翅
谢军

小时候，奶奶经常向我念叨的一句话就是“世上只
有读书好，掌握了知识，就是你一辈子的财富，人家偷
都偷不走。 ”奶奶是一个没上过学的农村妇女，却深深
地懂得学习的重要性，正是她这句朴素的话，不仅成了
我的治学格言，而且给了我不断前行的动力。

“鸟欲先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回想我的人
生经历， 在我的全部修养观中， 有两点我时时不敢松
懈：一是惜时，二是学习。 人生苦短，在时间这种资源
上，只有节流却再没有开流的可能；学海无涯，在学习
这种资源上却可以永远没有止境地开掘， 就能利用好
这一随身携带、终身享用不尽的资产。 我时常在想，社
会有时存在不平、黑暗，这是无法改变的；但有一点可
以改变，这就是改变自己，只要你追着知识往前跑，才
有可能驱散黑暗，赢得公平。 幸福属于不断学习的人，
一个人懂得越多， 他就越能在无法发现诗意的地方发
现诗意， 就会把精神和物质极度贫乏的原野变成肥沃
的土地，愈学就愈感到“书到用时方恨少”。在知识爆炸
的今天，学习就是竞争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单
位、一个公民，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是超越竞争对手的
学习能力。一个有知识力与一个仅有自然力的人相比，
就像电气化机车与牛车，万吨巨轮与一叶扁舟一样，能
量、功效绝对天壤之别。而这种学习能力是生产力的一
个组成部分，与物质成果同样是有价值，这是顺其自然
的一种优胜劣汰，是现代化生产力的源泉。

步入中年之后，我深深地体会到，任何人学习的时
间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 实际上是求知欲望的强弱决
定的，求知欲望强烈，“时速”就加强，人与书的“距离
感”就缩短；求知的欲望淡薄，“时速”减缓，人与书的

“距离感”相对较长。 其实，只要少一点烟酒味，就能多
一点书卷气；少一点浮躁，就能多一些书香。 我养成了
学习习惯，不去学习还感到不习惯，总觉得有一件事没
做完。即使出差在外，我也经常带一本书，见缝插针，化
整为零地挤出时间学习。 每年我坚持写下不少于30万
字的笔记，精读上百万字、泛读200多万字书。 学习成
了我快乐的“精神乐园”。

学习从小处看决定一个人的修养和境界， 甚至从
大处看关系到一个团队的整体素质和战斗力， 关系到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孔子曾说：“学而时习之，
不亦悦乎。 ”的确，只要你热爱学习，追着知识往前跑，
就能追到真善美，就能追到财富、尊严、快乐，你就会在
人生的征途上永葆青春和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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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会芬

一下子，一条叫“贝利”的狗火了。
文学改编电影《一条狗的使命》，由《忠犬八

公》导演、两次奥斯卡奖提名导演莱塞·霍尔斯道
姆亲自执导，3月3日在国内全线上映。电影上线三
天票房过亿，电影院里欢笑与泪水齐飞，终场甚至
响起了掌声，更有媒体评论“不管你养不养狗，这
部电影都会让你哭成狗”。

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布鲁斯·卡梅伦的
畅销小说《在轮回中找你》，中译本2011年由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我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回想我
与这本书的故事，那份流淌着的脉脉温情、包容和
鼓励，至今难忘。

2010年夏天的一个周五下班前，我习惯性地
查看邮箱， 看到一封几分钟前版权代理公司发来
的书讯邮件。

这是一本即将在美国出版的小说，书名是《一
只狗的目标》，讲的是一条狗几世轮回寻找主人的
故事。当时，吸引我注意力的，是一个关键词“狗眼
看人类”。我立马回复了这封邮件，申请看电子稿。
不到两分钟，我就收到了书稿。

周六，伴着外面淅淅沥沥的雨声，我一口气看
完了英文书稿，看笑了，看哭了。这条狗太可爱了，
我想做这本书。周日，我给这本书准备了一份详细
的材料，并拟好了中文版的书名—————《在轮回中
找你》。

周一一早，我把材料打印出来后，却不知道交
给谁。当时我还是个入职不到一年的新员工，还没
有编辑资格，没有分到编辑部门。 于是，我拿着材
料去向当时的文学主管副社长报告， 她对于外国
小说也不太熟悉，且当时正好有事去找社长，就把
我和材料都带给了当时的社长。

接下来的画面富有喜感而令人感慨。 那是我
第一次主动提选题，之前都是在学习看稿子、做比
红和校对。 当时的社长刘清华，平时以“严肃”著
称，在他工作最繁忙的周一上午，以极大的耐心，
听完了一个他当时可能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还
没有编辑资格的新员工， 用忐忑紧张而又兴奋激
动的语气， 语无伦次地跟他详细报告一条狗的故
事。他耐心听完我的报告，说，材料先放这里，我会
看。不到一个小时后，他通知我去办公室，说，材料
看过了，你可以去参加版权竞价。

我一下子有点懵———我还不知道怎么竞价。我
跟他说我还不会。 社长说了一句让我印象极深的
话：“没关系，去试试，你总要迈开这一步的。 ”

回到办公室我马上给版权代理人写了一封言
辞恳切的邮件，说我特别喜欢这只小狗，特别希望

能成为把它带给中国大陆读者的那
个人。 我还坦白地告诉他，我还只是
一个新手编辑，这是我第一次独立版
权报价。

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收到了回复。
版权代理人很吃惊这么快就收到了
评估反馈， 他很开心我列的喜欢理
由，也是他喜欢这本书的原因———我
读懂了这条狗！他还做了一个帮助我的决定：不等
其他出版社的评估和竞价了，如果我的条件适合，
他将直接作为最终最优选择发给外方。

他做到了。 我周一下午把社长签字盖章的报
价单发给他，周三早上打开邮箱，就收到了外方已
经接受的通知。

就这样，我们拿到了《一条狗的使命》的简体
中文版权。 快得有点不可思议。 2010年这本小说
在美国出版后，小说版权迅速售出到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好评如潮———这些，是后来的事情了。

狗狗贝利，为何有这么大的力量，无论小说还
是电影，都打动了那么多人？

首先，《在轮回中找你》 贯穿着成长元素的时空
和生命纵深， 让这本狗狗小说在不同群体的读者心
中都引起深层的共鸣。 在经历不同生命的四世轮回
中，狗狗的品种、性别、主人和境遇都完全不同，可狗
狗始终乐观积极、热爱生命、顽强成长。 从一次生命
中学会的东西，都成全了它下一次生命意义的升华。
狗狗几次生命中遇到的人类， 也都找到了自己人生
的使命与价值。

其次，《在轮回中找你》 有着超脱的哲学意义
和智慧。主人公是带着前世记忆轮回的“哲学家狗
狗”，当它第一次经历死亡，开始思考自己的“狗生
意义”的时候，它就是一只超凡脱俗的狗狗哲学家
了。

贝利永远不会忘记它的主人伊森， 永远记着
他的笑声，他的味道，陪伴伊森、照顾伊森，是它一
次次轮回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使命。 狗狗也在寻找
使命和意义的过程中，用始终如一的守护和陪伴，
找到了自己的“狗生使命”，实现了自己的“狗生价
值”。 它一次次把人类从危险的境况中救出，它一
次次把主人从消沉和低落中救赎， 它被主人一次
次激动感恩地深情拥抱———对于它的每一位主人
来说，这是一只上天派来的、带着神性的小狗。

唯其执着，才会深情；唯其智慧，才能洒脱。小
狗在一次次轮回中， 通过深度思考获得的领悟和
养成的性格，让它“狗格魅力”爆棚，一见难忘。 这
也是电影和小说的核心魅力所在。

（《在轮回中找你》 布鲁斯·卡梅伦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诗史”追求下的
国殇悲歌
周会凌

作家罗长江多年来致力于长篇叙事散文诗
创作，其力作《大地血殇》呈现出独特而鲜明的
审美特征，堪称这一领域的重要艺术成果。

罗长江“大地系列”长篇叙事散文诗体现出
一种自觉且鲜明的跨文体写作意识， 丰富与增
强了散文诗的文体样式与表现力。他将散文、自
由体新诗、小说、戏剧、纪实文学、民间歌谣等诸
多文学艺术体裁的元素融为一体， 而又不失散
文诗的主体风格。在坚持诗性原则下，他让散文
诗承载更为丰厚与沉郁的主题， 诸如战争与和
平、铭记与遗忘、人性与生态文明等，显现出雄
健的气魄和宏阔的胸襟。 这一点在《大地血殇》
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大地血殇》是一部正面呈现湘西会战悲壮
历史的厚重之作，再现了一段凝重悲壮的“国家
记忆”，体现出作者“以诗魂壮国魂”的“诗史”追
求。此作塑造了不屈的中华民族形象，同时也塑
造了红色革命历史中的湘西形象。 在中国近现
代革命历史中，“湘西”作为独特的地理、文化空
间被书写时，已然形成一种“刻板印象”，就是以

“匪叙事” 的固化叙事模式来塑造一种“匪色湘
西”形象。而《大地血殇》以一场为抗战阵亡将士
招魂的民间祭祀活动为结构主线， 将湘西会战
全貌置于民族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背
景中，展示了我们不屈的民族形象，并以对湘籍
军士尤其是湘西民间人物的群像描摹， 展示了
红色历史中的“血性湘西”形象。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作品中对那些潜隐在
宏大革命历史缝隙之中的湘西民间人物的书
写，如成为号兵的唢呐客、替阵亡未婚夫尽孝的
竹妹、纵身投江的“小桃红”、士兵歌手吴驼子等
等。 正是这些湘人形象突显了更为纯粹的“血
性” 这一湘西地方文化人格乃至湖湘之地的整
体文化人格特征， 塑造了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
中的“血性湘西”形象。 这是对之前“匪色湘西”
这一固化文学形象的突破， 也是对中国近现代
革命历史中的“湘西形象”强有力的正面赋形。

“湘西”是一个地理、文化与历史的综合实
体， 是当代想象中所剩不多的神秘符号之一。
《大地血殇》中有大量湘西民俗的展示，洋溢着
神秘而又悲壮的巫风楚韵。 如哭嫁、踩地刀、造
牢镇邪、傩舞、下葬歌、跳殇招魂、引魂渡桥，还
有对土家族“跳丧”、湘西“落洞女”的书写。 此
外，《大地血殇》 是以一场为抗战阵亡将士招魂
的民间祭祀活动为主线， 因此战争中的将士与
民众，《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等诸神，为湘西
会战阵亡将士作法招魂的神巫，还有山鬼、亡魂
一一登场。 在作者飞扬无羁的想象中，人、神、
鬼、魂相通，全文洋溢着屈原楚辞中浓郁的浪漫
主义气息。

吴若宁

1931年， 傅雷先生从法国回国
后， 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讲美术
史，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就是
当时在上海美专讲课时讲稿中的一
部分。 在讲稿的基础上， 傅雷先生
对世界美术名作进行深入的研究，
1934年完成了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
讲》 的一稿。

在自序中， 傅雷说： “……研
究西洋美术， 乃借触类旁通之功为
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 而非即创
造本身之谓也……夫一国艺术之产
生， 必时代、 环境、 传统演化， 迫
之产生， 犹一国动植物之生长， 必
土质、 气候、 温度、 雨量， 使其生
长。”

在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出傅
雷的一些观点。 傅雷讲世界美术，
是从广博的视角去谈的， 从该种艺
术产生的时代背景、 社会环境、 到
传承演变， 非常全面。 由此， 可以
想见， 这必然不是单纯的美术史。
了解了这一点， 再来读 《世界美术
名作二十讲》， 会别有一番意思。

事实上， 这当然不是单纯的艺
术史的讲述。 在 《世界美术名作二
十讲》 中， 提到的画家并不多， 而
但凡提及的画家， 必然让人印象深
刻。

傅雷用了两讲来说莱奥纳
多·达·芬奇：第一讲主要从达·芬
奇最为大众熟知的两幅画《瑶公
特》（即《蒙娜丽莎》）和《最后之晚
餐》作为中心分析而说开去，第二
讲则更多地从社会背景、 人生经
历及绘画史的角度认识达·芬奇，
呈现一个将“博学的分析力与艺
术家的易感性” 完美融合在一起
的“完人”。

《瑶公特》就是我们常说的《蒙
娜丽莎》，傅雷能将美术史讲得如此
生动， 正在于他广博的学识和跳跃
的思维，他说达·芬奇作品给观众的
印象，是一种“销魂”的魔力：“一种
莫名的爱娇，把我摄向着你。”为什
么会有这种神秘的爱娇呢？ 这个神
秘正在于面容里， 神秘的面容给予
了观众无限的遐想。“莱奥纳多·达·
芬奇是发现真切的肉感与皮肤的颤
动的第一人”。

拉伯雷、 卢梭、 罗曼·罗兰想要
创造“完人”， 而完人就存在于现实
世界中， 他就是达·芬奇， ———“身心
和谐、 各种官能达到均衡的发展”。
瓦萨里在达·芬奇的传记开始这样
写道： “有时候， 上帝赋人以最美
妙的天资， 而且是毫无限制地集美
丽、 妩媚、 才能于一身。 这样的人
无论做什么事情， 他的行为总是值
得人家的赞赏， 人家很觉得这是上
帝在他灵魂中活动， 他的艺术已不
是人间的艺术了。 莱奥纳多正是这
样的一个人。” 而瓦萨里提到的一
个细节给予我们作为艺术家的达·
芬奇观察世界、 感知对象的方式：
“他仔仔细细地观察鸟的飞翔的组
织， 这是使他极感兴趣的问题； 他
又鉴赏在日光中映耀着的羽毛的复
杂的色彩； 末了， 他看到小鸟们振
翼去重获自由的情景， 心里感到无
名的幸福。 从这件小小的故事中，
可以看出莱奥纳多为人的几方面：
他是精细的科学家， 是爱美的艺术
家， 又是温婉慈祥、 热爱生物的诗
人。”

在每一讲的开始， 傅雷通常会
以艺术家的代表作打开局面， 在分
析画面的同时贯穿了作品创作的因
始， 以及当时社会状况， 这部分往
往带着许多有趣的故事， 在故事的
穿针引线中， 作品的画面被展开，
带有情节性的画面的形象已经在读
者的脑海里立体起来， 在多维度的
分析后， 艺术家的风格、 追求、 理
念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

有人认为， 傅雷先生的艺术评
论过于主观化。 可这不正是傅雷解
读艺术的生动之处吗？ 傅雷学习美
术史、 欣赏音乐、 翻译文学著作，
他对艺术的感知力是不需要怀疑
的， 他的美术史讲述， 给予了美术
的传达一种通俗而温情的方式。

（《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
傅雷 著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

《观念读本》
何怀宏 主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观念在一个急剧转型的社会中往往起着非常有力的，
甚至时常是核心和引领的作用，尤其是一些基本的价值观
念。由何怀宏主编的这套读本，试图从观念回顾历史，又从
历史追溯观念。编者们努力从具有经典意义的著作中遴选
篇章，让我们可以集中注意于这些基本观念，在一种交相
辉映或互相辩驳中察看它们。

《长安十二时辰》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唐天宝三年，元月十四日，长安。大唐皇都的居民不知
道，上元节辉煌灯火亮起之时，等待他们的，将是场吞噬一
切的劫难。而拯救长安的全部希望，只有一个即将被斩首
的独眼死囚和短短的十二个时辰…… 作者马伯庸是人民
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得主，其文字风格充满奇趣,有“文字
鬼才”之誉。

《给孩子讲量子力学》
李淼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物理学家李淼现任中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
究院院长。在本书中，他用极其生动有趣的方式，将读
者带入一个美妙的量子力学的世界，让他们在好奇心

得到极大满足的同时， 也真正
开启对科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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