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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星光照
柴达木
甘建华

每一个地方的文化事件， 都等待着
它的有缘人。 譬如， 青海省海西州政协
文史委近年邀约国内二三十位著名作
家、 文化学者编撰，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的“柴达木文史丛书”， 影响已从省
域过渡到全国， 揄扬者多， 索书者众，
即可为之一证。

应张珍连主编之邀， 2014年上半
年， 我抛开手头的所有冗务， 写了一本
《冷湖那个地方》， 列入这套丛书第3辑。
拙著其中一个部分是 《盆地文坛艺苑逸
事》， 123则笔记， 4万字左右的规模。
写的时候很轻松， 很随意， 就是把往昔
亲历亲见亲闻的事情， 以白描的笔法和
简洁的议论， 像珍珠一样串联起来。 是
年8月应邀重返梦境之旅， 出席海西蒙
古族藏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庆典， 回
湘后潜心书斋， 辑佚钩沉， 举目那块遥
远的异地， 竟然发现著名文学评论家、
浙江传媒学院毛微昭教授所言， 拙著

“留下了几乎所有和柴达木有关的文化
人身影”， 与历史事实其实相去甚远，
令我汗颜并惶恐不安。

“噫吁嚱， 危乎高哉！” 原来有那
么多的文星曾经光照柴达木， 有那么多
的名家曾经在海西州雁过留声， 有那么
多的先贤曾经在大盆地惊鸿一瞥。 一路
上溯“生命禁区” 的过往岁月， 发现吾
湘陈渠珍民国年间所著 《艽野尘梦》，
其中5600余字 《至柴达木》， 人奇， 事
奇， 文奇， 可谓百年前关于此间珍贵的
人文地理考察报告 。 又有吾湘黎丹
1934年夏天途经柴达木， 奉命巡视西
藏政治、 文化活动， 其诗其人对研究民
国时期柴达木盆地有着重要的史料价
值。 进入1950年代， 继李季、 李若冰、
姚宗仪最早进入盆地的三个文化人之
踵， 又有著名诗人徐迟 《纵贯柴达木盆
地日记》 及其诗文， 有新华社及 《光明
日报》 《人民日报》 著名记者赵淮青、
卢云、 顾雷、 聂眉初等的文艺通讯、 特
写， 成为“到青海去” “开发柴达木”
最嘹亮的时代号角。

著名文学评论家、 中山大学中文系
教授谢有顺说： “有一些历史人物， 当
时很重要， 但没有文学作品对他的书
写， 慢慢就被世人淡忘了； 相反， 一些
并不重要的历史人物， 甚至无关历史大
势的人， 因为成了文学人物， 一代代相
传， 反而变成了重要的历史人物。” 他
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是陶渊明， 东晋末
期的一个小官， 对当时的社会进程可谓
毫无影响， 但因为文学作品存留在中国
人的记忆中， 早已是重要的历史人物
了。 另一例是伯夷、 叔齐兄弟， 不食周
粟而饿死， 他们并非什么大人物， 对当
时的朝代兴亡也不重要， 但他们的故事
太具文学性了， 即便 《史记》 也都为之
作传， 几千年后还被广为传颂， 知道他
们的人甚至比知道周武王的人要多得
多。

《柴达木文事》 的写作， 其实也是
一项打捞沉船、 抢救文化的浩大工程。
许多名人已经成为历史的背影， 英雄们
正在逐渐凋零。 诗人李季走了， 作家李
若冰走了， 现居西安的新华社记者姚宗
仪先生， 也已84岁垂垂老矣。 李若冰先
生笔下的那些人物， 现在所知唯有曾任
青海石油管理局总地质师顾树松在上海
安享晚年。 有一天， 与顾公在电话中闲
聊， 他不经意间说的一句话， 让我心里
猛地一惊， 他说： “你现在有什么问题
赶紧问我， 趁着我的记忆力尚好， 身体
也还过得去， 能帮你一点儿忙尽量帮，
再过些年就不知道怎么样了。” 确乎如
是。 这才过了多少年， 李季先生的诗歌
名作 《柴达木小唱》 就已被人误写误
传， 成了他与别人在尕斯库勒湖畔的

“共同创作”。 呵呵！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湖南省湖
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 《柴达木文事》、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信仰与真诚的表白
笑波

杨金鸢的新书《守住真心》，历经几年磨砺，五一节前由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为此喝彩。

作为学者型的领导干部，近些年里金鸢同志是一个为人追捧的人
物。 我们经常可以在媒体上看到他在大学、党校和干部会议上作精彩
演讲的报道，我也在现场听过几次报告，确实很感人。 他还在党报党刊
上发表一些专题文章，反响很不错。 金鸢的演讲文字，结合自己的人生
经历，谈立身处世，谈为人的体会和感悟，谈人生的智慧和艺术，常常
被人们赞誉，颇有感染力和影响力。 出版社慧眼识珠，将这些文稿结集
出版，取名为“守住真心”，是再贴切不过了的，可以说，这是送给广大读
者的一顿精神美餐。

《守住真心》是一本立意新颖、立志高远的书。 大气，是本书的最大
特点。他是为有志向有抱负的人而写的，大处着笔，大气恢弘。全书贯穿
始终的是理想的高度、人生的价值，说忠诚，说担当，说情爱，论名利，论
生死。 文以载道，品位相当的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共鸣和
回声。 只有站在这个高度的人，才有和他交流对话的情趣、志趣，才有坚
持信仰、守住真心的勇气和力量。

《守住真心》是一本说真话、不做作的书。 写书的人很容易犯的一个
毛病是装腔作势、咄咄逼人。 本书则用讲白话的方式和人交流，用真心讲
真话。 作者的每一篇文章，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事，似拉家
常、似谈心，娓娓道来，不炒作概念，不堆砌辞藻，不矫情，不卖弄，看似平
常话语其实含有深刻的道理。 用作者的话说，既要仰望星空，又要匍匐大
地，以平常之心分析和处理平常之事，作者与读者之间没有距离感，读起
来亲切，有平等交流的感觉。

《守住真心》是一本讲哲学论思辨的书。 金鸢是湘潭大学哲学系的高
材生，理论造诣较深，这本书与别的著作不同之处，就是善于讲道理，讲辩
证法。 思辨出真知，思辨明真理，将日常小事赋予哲学内涵，将各种复杂的

关系分门别类，使读者在讲道理的同时得到启发，得到感悟，由此能够正确
地认识自己，把握自己，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在纷纷复杂的社会生活中
找到努力的方向。

最近一些年，领导干部出书的不少，学者型领导干部层出不穷，是为一
道风景。 金鸢以自己亲身经历谈天说地，论人论事，洋洋十几万言，不循陋
规，不落俗套，真心表白，未敢说句句精彩，但绝无连篇废话，这是很难能可
贵的。

（《守住真心》 杨金鸢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金

“北有梁鸿， 南有黄灯”， 这是我
读完汨罗籍女博士黄灯 《大地上的亲
人》 后， 脑海里冒出的一句话。 梁鸿
是文学博士、 教授， 她的 《中国在梁
庄》 《出梁庄记》， 以返乡者的眼光看
一个北方乡村的裂变， 看梁庄乡亲的
命运迁徙， 曾引起广泛关注。 黄灯也
是一名文学博士、 教授， 也是因“返
乡书写” 而进入公众视野。 2016年春
节前夕， 她的一篇文章 《一个农村儿
媳眼中的乡村图景》 曾引发一场乡村
问题大讨论。

那场沸腾全国的舆论热潮过后，
黄灯并没有停止对农村问题的观察与
思考。 她从书斋里抬起头， 将目光投
向身后更多的亲人和更广泛的村庄，
重新进入湖南、 湖北三个与自己生命
产生关联的村庄。 通过对三个家族人
世浮沉的生动记录， 通过对自己亲人
真实、 深入的访谈， 写成了 《大地上
的亲人》 一书， 全景式地展现了转型
时期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 展现了身
为农民的亲人和命运抗争的复杂图景。
她的写作与梁鸿的写作一样， 都是在
对学院生活的意义产生怀疑、 对现实
的乡村书写感到失望后， 开始走近故
土亲人， 重新回望生命来路， 在自我
审视和救赎的同时， 将被误读和被遮
弊的乡村真相展露出来。

乡村其实并不缺少梁鸿、 黄灯这
样的书写者， 乡村的衰败、 凋敝， 农
民卑微、 无力的悲剧性命运也并非不
为人所关注和同情。 在近年来兴起的
“返乡书写” 中， 之所以难以产生能引
起广泛共鸣、 能引发更深思考和探究
的作品， 其原因有二。 一是缺乏整体
视野。 中国的农村是个整体概念， 中
国农村的问题是一个交织着社会、 经
济、 文化、 情感、 心理等矛盾的问题
总和， 有着异乎寻常的复杂性。 而近
两年兴起的“返乡体” 写作， 大多是
片断式的见闻整理、 个案式的问题呈
现， 甚至是情绪化的表达， 真正能以
一种整体的眼光， 深入到乡村内部去
结构性地思考和记录农村的作品并不
多。 二是情感上的断裂。 返乡书写群
体大都是知识精英， 尽管他们都有城
乡双重背景， 但在身份、 立场和经验
方面往往已离乡村越来越远。 如何与
乡村亲人建构一种文化上的关系， 如
何在城市视角下直面自己和亲人， 成
了绕不过去的问题。 而现实中， 返乡
书写者大多在情感上与乡村仍是隔膜

的， 在精神上与乡村仍是断裂的， 他
们不动声色流露的精英姿态， 刻意标
榜的道义立场， 漫不经心的批评话语，
总是给人一种不是滋味的滋味。 特别
是一些知识分子笔下“故乡沦陷” 式
的激愤话语和唱衰论调， 引发了对乡
村话题的竞相消费， 反而加剧了对乡
村的精神创伤。

梁鸿与黄灯两位学者的乡村书写
之所以能打动人， 除了她们的责任情
怀、 扎实的田野调查和大量的深度访
谈外， 更重要的一点， 是她们都是带
着情感走近乡村的。 她们从返乡书写
的一开始， 就思考着怎样重建自己与
乡村、 亲人的联系。 如梁鸿在 《中国
在梁庄》 序言里， 就阐明自己是“以
一个亲人的情感进入村庄的”。 黄灯一
直以来对自己作为乡村“逃离者” 产
生的庆幸感和优越感抱有深深的警惕。
她在 《大地上的亲人》 序言中， 也直
指写作的目的是“用文字重建与亲人
的精神联系”。

正是这种“亲人视角”， 能帮助人
们更幽微地洞察乡村被隐匿、 被遮蔽
的真实细节和内在肌理。 当作者卸除
自己知识、 经验、 心理上的各种优越，
怀着谦卑、 悲悯的心情走近亲人， 进
入他们的内心世界， 倾听他们的惶惑
与挣扎、 记录他们的呼吸和气息， 便
得以探究到亲人们更加隐秘的生存真
相。 他们迁徙流转的生存景象， 他们
感伤而沉重的命运沉浮， 不仅浮现了
一个庞大群体的复杂面相， 实际上也
隐喻了社会急剧转型时期中国农民的
整体命运。 作者也藉由写作重新接通
了自己与亲人的精神联系， 理解了他
们的痛与苦， 伤与悲， 与他们建立了
一种共同的命运感。

近30年来， 从农村走出来的知识
精英甚多， 这个群体如何直面自己的
故土亲人， 如何与他们重建精神上的
联系， 已不是一个简单的道义和知识
伦理问题， 而是如何实现城乡平等对
话交流的关键所在。 如果当“逃离故
乡是摆脱厄运的起点， 远离亲人是塑
造精英的开端” 成了这个群体潜在的
心理共识， 如果对故乡亲人整体命运
的卑微无助逐渐麻木， 如果心安理得
地在价值观上承认乡村落后， 默认乡
村的文化自卑， 故乡亲人只会被滚滚
向前的时代彻底抛弃， 乡村也将失去
最后的救赎机会。 怎么重新接通自己
与故乡亲人的精神联系， 怎么与血脉
相连的亲人建立一种共同的命运感，
值得每一个“逃离者” 深思。 从这个
意义上来说， 梁鸿与黄灯的写作是对
农村出身的知识精英的一次提醒。

（《大地上的亲人》 黄灯 著 台海
出版社出版）

平淡中有起伏
宁静中有瞻望
张瑞田

“宁文写意，散曲小令，恬澹
萧远，君子古风”，这是董桥对董
宁文画作的概括。

董宁文是作家、出版人，读书
界的达人， 与书画家交往广泛，
但，不知道他在读书、编刊、写作
的空闲，把心中的色彩涂抹成画，
积少成多， 形成一道有趣的艺术
景观。

对董宁文的文章有一点熟
悉，白描笔法，简洁醇美，胎息古
人笔记、小品，尺短情长。 其实，董
宁文的画正是文章的形象体现，
依然白描笔法、简洁醇美，一样的尺短情长。《宁文写意》一书收有董宁文75
幅画作，耐看。 花鸟画构思巧妙，笔触生辣，山水画墨法灵动，意境幽深，读
之，有新的感怀。

我常常思考一些文人书法、文人画的艺术问题，觉得文人书法、文人画
与时下学院书法、美术，展览体制中的书法、美术，不在一个价值坐标上。 文
人书法、文人画，不以技术为长，也不喜欢迎合流行价值观，比如，不甘心做
工具，恪守艺术作品的审美底线，努力以艺术语言感染读者，而不是高高在
上地说教和图解。 一句话，文人书法、文人画有生命个性，有人生担当，有思
想内涵。

董宁文的画属于文人画范畴， 在三个方面体现了文人画的特征。 第
一，有构思。 传统国画的学习方法是对经典的临摹。 长时间的临摹过程对
创作有了限制，因此，我们看到中国画家的作品，重复、雷同现象严重。 董
宁文博览群书，满腹忧愁，他用画笔描述自己的人生感受，会有自己的体
验和想法。 或许，他的笔法会出现“反逻辑”现象，与画谱的节奏不一样。
但是，松弛、自如的笔墨，可以直抵人心。《春江图》《野航图》《眠航》《对
弈图》等，就是最好的体现。 第二，化繁为简。 强化美术作品的宣传功
能，导致当代美术作品负载过重，让一幅作品的色彩不断加浓，构思日
趋沉重，艺术作品应有的人文精神不复存在。 董宁文理解文人画的精
神内涵，以笔墨书写性灵，以色彩表现世间冷暖，以题跋深化形象意
义，因此，尺幅之间有着广阔的天地。《秋江图》《吟月图》《江南渔邨印
象》《暮归图》等作品，有简约的笔调，轻松的吟唱，诗人的情感经得
起时间考验和艺术的推敲。第三，作画的平常心。董宁文是余事做画
家，他在编辑、写作之余，面对宣纸，涂抹心思，有着别样的寄托。 不
参与美术展览竞争，不计较画幅的短长，把一己特有的思考、印象、
理解，以及感觉、惆怅、伤感，付诸笔端。一种无为而为的状态，一种
似有似无的心情，让他的画有了道家的情怀。 我喜欢的《秋亭图》
《山邨月夜图》《赏秋图》《春夜图》等，均是平常心的产物，平淡中
有起伏，宁静中有瞻望，值得三思。

不断扩大的尺幅，哗众取宠的题旨，不切实际的功能，不仅
没有提升当代美术的整体美学质量，反而会降低美术作品的精
神品位，导致当代美术作品思想尊严的丧失。董宁文的“小画”，
从一个新角度，反讽了所谓“大美术”趋利避责的庸俗性，思想
认识价值不容小觑。

（《宁文写意》 董宁文 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出版）

《火星地理———探寻和认
识遥远的红色星球》

[美] K·玛丽亚·D.莱恩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是一本了解火星观测史的书， 澄清了许多在火
星探测史上出现的令人啼笑皆非的谬误。 作者将原始
文献和二手资料融会贯通， 加上完美的写作和精巧的
构思， 展现了火星观测史上表现各异的西方科学家及
其在天文工作上的发现。

《知堂美文选》
周作人 著 钟叔河 编 岳麓书社

周作人首创“美文”一词。 胡适在《五十
年来中国之文学》文中说，“散文方面最可注
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
本书从周作人散文全编中精选七十八篇文
章成集，让广大读者透过作品了解到一个不
一样的周作人。

《脚下的世界》
慕景强 著 中南大学出版社

敢于开始，必须坚持，忘掉胜负，享受过
程。 从不跑步到迈开双腿，《脚下的世界》有
种让你想要跑遍世界的魔力。 本书是作者个
人的跑步记录和切身体会，内容几乎涵盖了
初跑者可能遇到的所有问题，既有趣，又实
用。

特别推荐

走马观书

读有所得

艺苑书情

我写我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