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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茂

“70后” 著名作家马笑泉的最
新长篇 《迷城》 是一部现实主义的
厚重之作。 从人物活动的空间维度
来看，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座位于传
统文明与现代社会交替间的古城；
从文本叙述的时间跨度来看， 这部
小说将叙事笔触从以往对上世纪80
年代到新世纪初的描写， 延伸到了
新世纪的头一个十年， 跨度的拉长
更加贴近当下的社会现实； 而从文
本写作的风格来看， 这部小说具有
一种冷静、 悠长与厚重的意味。

在 《迷城》 中， 马笑泉选择以
县级官场为主要叙述环境， 以两位
深受传统儒道文化熏染的县级常委
为主要描写对象， 塑造了一处复杂
而多样的“政治和思想场域”。 但
作者的本意或许只是将这处场域作
为向人物内心延展甚至是向民族传
统文化深处探索的一个入口， 向读
者展现出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识
分子在进入仕途后， 面对物质利益
的膨胀与权力欲望的放纵如何选
择， 怎样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精神的
力量与人格的滋养这样一种理性的
思考。

韩敬群先生指出： “《迷城》
虽然写出了真实世界的无奈， 却总
有一种光在里面。” 我以为这种光
主要来自中国传统文化， 来自我们
的民族精神。 《迷城》 中的人物在
复杂的“政治场域” 中总是试图保
持内心的平静与自由， 努力从中国
传统儒道思想、 翰墨书法以及茶文
化中汲取力量， 在完成自我人格境
界提升的同时也实现了传统文化精
神在个体身上的再造和复活。

迷城县委常委鲁乐山与杜华章
二人大学毕业于同一所学校， 又均
是从为师走向从政， 即从“文化场
域” 进入“政治场域”。 二者均深
受传统儒道文化的熏染， 也都爱好
书法， 但是二者在“思想场域” 中
对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却有着不同
的选择与承袭， 这也因此使得二者
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和处事方式，
最终影响着二者走向不同的人生命
运。

鲁乐山从小深受中国传统儒家
文化影响， 从而奠定了其“修身正
己、 济世利人” 的人生观和价值
观。 家庭的贫困与艰苦的生活不仅
没有压垮他的躯体， 反而培养了他
勤俭节约与安贫乐道的品性。 虽然
他看起来有些拘谨， 却正像 《论
语》 上所说 :“刚、 毅、 木、 讷近
仁。” 可以说， 鲁乐山这一人物形
象的塑造不仅向读者展示出一位儒
家君子应有的担当和使命， 同时也
凸显出儒家文化在“政治场域” 中
的积极作用。 诚然， 儒家思想也有
其自身的局限性， 若是像鲁乐山一
样过于正直敬业， 事必躬亲， 不懂
得适当的妥协， 最终只会鞠躬尽
瘁， 死而后已。 面对这样的局限如
何改善， 调解， 或许我们可以从深

谙道家保养之道的杜华章身上吸取
些许经验。

杜华章为人深沉谨慎、 含蓄内
敛， 恪守道家“为而不争” 的思
想， 做事处处留有余地， 很少与人
结怨。 此外， 他还具有极强的自省
意识与领悟能力， 对于“行义” 与
“用智” 之间的转换有较深入的思
考。 对于政务工作， 杜华章并没有
学习鲁乐山兢兢业业， 随时谋划的
态度， 而是按照道家的思维方式，
化繁为简， 将重心放在筹谋等关键
节点， 以求达到“事少而功多” 的
境地。 他十分欣赏二王的书法， 因
此性格深处多少也带有些许飘逸和
超脱的意味， 待人处事上也更加随
意温和。 而鲁乐山的书法风格则更
多深受颜体与欧体的影响， 这也反
映出鲁乐山一贯方正、 严谨、 厚重
的性格特点。

马笑泉精心设置了这两位因接
受不同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而导致
二者走向不同结局的人物形象，其
意义并不在于非要为儒道文化孰优
孰劣做出一个明显的判断， 正如李
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揭示:“老
庄作为儒家的补充与对立面， 相反
相成地在塑造中国人的世界观、人
生观、文化心理结构和艺术理想，审
美兴趣上，与儒家一道，起了决定性
的作用。 ”作者的真实意图或许只是
借这两位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借鉴，
呼吁人们重拾几千年前就已经积淀
在人们内心深处的“仁、义、礼、智”
等价值规范， 恢复这种曾经内化为
我们心理结构的优秀民族资源，从
而面对当下纷繁复杂的现实条件做
出理智的思考。

《迷城》 是一部“有血肉、 有
筋骨、 有道德和有温度” 的作品，
恰到好处地契合了新的历史时期国
家层面所倡导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
信， 其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作者真实
地向我们展示出积淀在人民记忆深
处的传统文化基因， 以及优秀的民
族理性资源本身所具有的顽强生命
意义与时代价值。

（《迷城》 马笑泉著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出版）

董晓磊

作为一名出版人， 心中的焦虑与日俱增：
混凝土森林中盛行丛林法则， 指向青年的读
物常热衷于呼唤狼性、 鼓励年轻人学习职场
厚黑学、 通过微表情或话术揣测人心， 以工
于机巧长袖善舞为美。

早年看王小波谈图书出版法， 说留美时
看到涉嫌色情的出版物被起诉庭审， 律师将
书中淫秽露骨的章节朗读给陪审团听， 每读
完一段就高声问陪审团一次： “你们希望你
们的孩子从书里读到这些吗？”

在这个时候看到周国平提出“让我们的
孩子们像人那样活着”， 心里是有一点点安慰
的。 老作家毕竟有风骨。

前不久北京电影节， 影院放了很多老片
子。 我很喜欢 《荆轲刺秦王》， 周迅在片中演
一个小盲女， 粗服乱头不掩国色， 她讲了一
句台词， “跪着乞食， 日子不尊严” 。

陡然高贵起来。

《我们都是孤
独的行路人》 是一
本可以拿给孩子
看的哲学启蒙书。
从始至终都在强
调独立、 丰富、 高
贵的精神世界对
人的重要性。 周国
平认为， 一个人若
有丰富的内心世
界， 便有了人生快乐的最大源泉， “一个人
有丰富而高贵的灵魂， 就能够活得幸福而有
尊严， 真正像人那样活着。”

作为读者，我很喜欢这本书中折射出的周
国平老师的形象，深沉、博学而亲切，有如慈
父。周国平多次在书中举出自己教育女儿的事
例，提醒大家教育下一代建立内在的自信和宁
静，保护孩子不被外界的功利心伤害。 这让我
想起前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陈默在
《三联生活周刊》中谈1993年后出生的独生子

女三大心理特点：高孤独感、高话语权、高情感
负担，“人一旦孤独，思考力就会变得强。 所以
麻烦就来了，他们既不用思考吃，又不用思考
穿， 他就过早地思考了一个终极的哲学问题：
我的存在有什么意义？ 一旦人有这种问题，痛
苦就伴随着他了。 ”

孤独无处不在， “每个人对于别人来说
都是一个秘密， 相爱的人也只是在黑暗中并
肩行走。” 周国平在这本书中深刻地揭示出人
在异己的世界中的孤独、 个人与自身的日益
异化， 但他在揭示出世界之荒诞的同时并不
绝望和颓丧， 他在孤独中奋起反抗， 在平静
的绝望中坚持寻找真理和智慧， 寓哲理于常
情中， 深入浅出， 文采斐然。 这种直面惨淡
人生的勇气、 “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大无畏
精神打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使他成为一代
又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

岁寒， 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我们都是孤独的行路人》 周国平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刘起林

邓宏顺的长篇小说《铁血湘西》，将
艺术的笔触深入到了湘西大地的现代
历史风云之中，进入到了一个将史料发
掘和思想眼光相结合、“以史为主”的审
美新境界，堪称是一部以“乱世湘西”为
审美对象、“正史”形态的文学地方志。

《铁血湘西》以湘西乱世中的乱局
和险象为中心，根本艺术意图显然是要
为现代辰溪这个“小重庆”写一部史传
甚至史诗性的作品。作品的故事情节实
际上存在两条线索，一是陈策等共产党
人搞地下武装， 二是张玉琳玩枪拖队
伍。 以这样的基本框架为中心，作者对
现代湘西千头万绪的历史矛盾和层出
不穷的大小事件，既全面展开而又条分
缕析，从而层次丰富、枝叶纷披却散而
不乱地建构起了文本的基本意义框架。
以此为基础，作者一方面由“乱世湘西”
这一历史时空向外拓展，充分揭示种种
地方志性质的事件与外有日寇入侵、内
有国共党争的时代风云之间的复杂关
联，另一方面又将他了若指掌的湘西人
文地理、风俗民情，巧妙地编织到故事
情节的发展之中。在对故事情节的叙述
过程中， 作者还表现出一种简洁明快、
干净利落的艺术笔法和大开大合、举重
若轻的艺术气度。

不管是对张玉琳玩枪拖队伍，还是
对陈策建立“湘西纵队”，《铁血湘西》都
坚持原原本本地“从头讲起”，其中所遵
循的根本叙事原则，就是“以史为本”。
同时， 作者又以玩枪拖队伍是报仇雪
恨、 建立强权和势力还是抗日救国，是
跟共产党走还是跟国民党走，作为对历
史事件进行价值判断的基点。这两方面
的特征相结合，作品就明显地体现出一

种在开放的
历史视野中
认同当代中
国主流价值观的“正史”立场。作品中内
容坚实、视野广阔的描写，有力地支撑
了这种价值立场。地方士绅形象的描写
是这部作品的一大亮点，从国民党任命
湖大校长引起学潮，到向绍轩辞去桃源
中学校长民众留恋，种种精彩描写既充
分展示了历史矛盾的尖锐性与复杂性，
又有力地体现了历史乱局中的人心向
背。大湘西“遍地枪炮”中形形色色的队
伍在国共之间的不同选择以及由此产
生的最终结局，也充分体现出历史大势
不可悖逆的客观规律，清晰地表现出一
种中国当代“正史”的价值立场和精神
姿态。

《铁血湘西》还表现出一种将社会
历史道路与个体人生道路纳入同一视
野审视，进而以历史大势为框架判断乱
世人生的思想眼光。张玉琳从小玩枪拖
队伍，结果却总是事与愿违，心怀壮志
却难以大显身手， 其中的根本原因，就
在于他始终深陷个人复仇和杀人做强
者的阴影中难以自拔。张中宁不愿在家
乡结怨、只愿“在天上布云下雨”，对老
师陈策始终心怀感恩，表明他的个人品
格其实并不差，而且他也有过奋起抗击
外敌入侵的壮举，但在国共两党的争斗
中明知历史大势所趋，却陷入功名利禄
和个人名节的误区中难以自拔，自取其
辱的人生结局就在所难免。

正因为作者坚持从历史大势的高
度审视个体人生，《铁血湘西》的人生价
值判断就显示出了深度和力度兼具的
思想特征。

（作者系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铁
血湘西》邓宏顺 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汤岚

龙章辉是侗族青年作家，也是当下文坛新锐散
文家之一。《好像听见父亲在风中说话》是他的第一
部散文集。 作家以其擅长的诗性叙事书写着美丽的
乡村记忆、特定人生时段的咏叹、现实体察的迷惘、
对乡村美感消失的隐痛，让我们感受着作者作为山
水风俗的见证者、故事承载者的在场感、亲切感和
真实感。 在水珠、流霞、草地、鸟语蛙鸣的气息中，呈
现着美得让人心痛的人物故事与风土人情。

《时光的窃蜜者》一辑，堪称诗意叙事的典范。
每篇作品的篇名、人物、故事和语言，构成了一首首
故事诗，一幅幅写意画。 就在用作本辑标题的这篇
作品中，作者把少年的我跟父亲去野外引一窝蜜蜂
回家的故事与心态，摹写得情趣盎然，诗意蓬勃，精
彩动人，引发着读者对贫穷岁月里乡下父亲的深深
记忆和感动。

龙章辉笔下的人物都有个性和优缺点，作家对
他们作着理性的平视，不简单地作出道德层面的分
析与评判，使之血肉饱满地生动于读者面前。 其笔
触常能引发我们对现实理性的反思。 在《致故乡》组
章中，那《一个名叫草莓的女孩》中的少女，为了多
病的父亲、失学的弟弟，褪去青山的清纯羞怯，走进
“迷你发屋”，用城市的热烈将自己修饰成浓艳欲滴
的红草莓，她看似远离了淳朴，但她的梦想在父亲
病情的治愈和弟弟的重返校园的美好中依旧那么
美丽，那么高贵。 在作者眼中，乡村的人与事都有着
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 他们可能卑微但不卑贱，所
以对他们总是充满爱与体贴，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
尊重。

作品对这方乡土有着现实的审视。 面对乡村传
统的落后和愚昧，作者表现的是包容、宽忍和自省
自问。 但当“现代化”污染到纯净的乡村时，他和乡
村具有的矛盾中的疼痛感尖锐而强烈。 在《乌溪笔
记》一辑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内心的矛盾纠结：
一方面，青山绿水的乡村亘古以来的幽雅恬静被打
破，曾经鸡欢狗叫的乡间穿梭着运输机、铲车等建
设机械，晴天漫天黄尘，雨天遍地烂泥的乌溪失去
了原生态的美丽，但另一方面，工农联姻，现代化开
发可以帮助百姓脱贫致富的现实选择又是那般无
力和无奈。

龙章辉是一个有思想，有文化自觉、文体智慧
的作家。 当人们随着世俗的经济文化洪流一路狂奔
的时候，他能停下来审视自己，审视周围。 他懂得往
后看，什么东西丢掉了、遗落了，他会用自己的思考
去努力地寻找。 他用侗笛歌吹清澈的人性，在日渐
稀释的农耕文明的土壤上播撒梦想的种子。 他用这
本书架起一座座梦想的桥梁， 带给我们对乡村社
会、乡土中国、乡里人生、美丽自然深长的感喟与思
考。 他站在乡村的路口，坚守着温暖的精神家园，以
温婉细腻而灵动的笔触引发我们对乡村文明美的
记忆、美的思辨、美的梦想。

（《好像听见父亲在风中说话》龙章辉 著 天津
人民出版社出版）

《穿越丝路》
李伟 主编 中信出版社

究竟是什么原因 ，
让我们的祖先跨越重
重阻碍 ， 九死一生地
前 往 一 个 未 知 之 地 ，
去探索未知文明 ？ 在
往返以数十年计的时
代 ， 他们付出了巨大
的成本 ， 究竟得到了
什么 ？ 今日中国如何
被这条路所塑造 ？ 抛
去浪漫想象 ， 今天这
条道路上的国家保持
着怎样的联系 ？ 耗时

一年， 行程两万公里， 作者亲赴丝
绸之路上的众多国家， 回溯这条路
的行走史及这一过程中的文明交融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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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血湘西》：
“正史”形态的
文学地方志

走马观书

《阿莲》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阿莲 》 是儿
童文学作家汤素兰
的最 新 长 篇 小 说 。
小说以儿童文学的
视角讲述了一个女
孩的成长故事。 阿
莲出生于贫穷 、 落
后、 狭小的环境里，
爷爷 的 重 男 轻 女 、
母亲的冷漠 、 父亲
的长期离家让阿莲
敏感而倔强 ， 奶奶

的关怀呵护让阿莲感到温暖。 作品以 “莲”
喻人， 以悲悯之心诉说中国乡村女童的艰
难成长历程， 为小读者们展现了中国式童
年的不同面貌。 小说文字优美， 情节紧凑，
人物性格突出， 主人公的坚强不屈是鼓励
孩子勇敢成长的正能量。

《新战国
———迷雾重影下的大国博弈》
占豪 著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知名财经时事
评论员占豪对国际
时事风云的刻画描
述 ， 清晰记录全球
化背景下中国经济
的各个方面及当前
的国际形势 ， 从日
本 、 朝鲜半岛 、 印
度 、 阿富汗 ， 到乌
克兰 、 中东 ， 以及
刀光剑影中的美俄
货币战争 、 太极推
手下的中美新型大
国关系。

在风中撒播
理想的种子

插画/李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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