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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诚龙

万山皆屏气，万籁俱静音。 阳明先生
独坐幽篁里，不弹琴，不长啸。 世界关闭
了铃声，调于静音状态———您知道，这是
一段非常著名的时刻， 这是一种哲学腾
飞之前的蛰伏时间， 这是阳明先生在格
竹子。

阳明先生格了七天七夜， 格出了阳
明“心学”，这是中国独有的哲学。 阳明先
生最先何处设杏坛，布其心道？ 湘西龙兴
讲寺焉。

《沅陵县志》有记：“守仁之学以致良
知为主，悟道则始于龙场，讲学则始于虎
溪。 ”阳明先生流放夜郎西，世界没信号
了，尘世不互联了———连局域网都没了，
只有流水没有流量， 只有竹子没有主

子———竹子即主子， 吾身无主， 吾心有
主。 心学主了王阳明。 独乐乐不如众乐
乐，独道道何如众道道？ 王公独自得道，
也是很想布道众生的。 王公流放归来，一
路孤绝独行，心凉得很：何处可将其道流
布天下？

王公到湘西，“辰士首崇其教”，辰州
地方读书人（今怀化市沅陵县），见了阳
明先生路经宝地，好酒好菜相待，奉座上
宾，请上龙兴讲寺论坛，主讲其贵州龙场
格竹子格出来的心学。

龙兴讲寺，一座古老书院，据说得名
于唐太宗。 李世民即位次年，下发二号文
件（一号是什么，没考），令开设学校，以
龙兴唐室。 阳明心学首讲于此，“寻至风
靡天下，人人知宗王学。 ”

阳明心学湘西开讲，便流播天下，是

不是说， 湘西是学术中心？ 湘西地处偏
远，是没几人把这地方放心中之中心的。
有之， 也是被流放嘛。 湘西此地崇山峻
岭，有茂林修竹，野性难驯，灵气勃发，却
也缺中原文化播种， 其情形是， 天生丽
质，养在深闺，若无帅哥猛男迎娶，孕育
不出好文化来。 阳明先生一到此地，文化
精神激情播撒， 湘西之文化开始勃发异
彩。

张建安教授的《湘西想象的民族特
征与文化精神》蛮有意思，其话题所探究
的是湘西出现的文学群。 张先生发现，武
陵山脉是一条文脉， 在现当代文学星空
里，武陵地带（以湘西为中心）出了不少
文学家。 现代如沈从文， 当代如王跃文
（都是文啊，湘西之父老乡亲，本人或缺
文，却都崇文），皆武陵山脉之文学旗手，

旗下文学之星者众，谢璞，刘虔，孙建忠，
蔡测海，刘舰平，彭学明，彭见明，姜贻
斌，肖仁福，贺晓彤，匡国泰，马笑泉，田
耳， 李晓敏……群星璀璨， 或是诗歌知
名，或是小说传远，或以散文耀眼，或是
杂文立脚，在各自文学群里，站起来都是
有海拔的。

这是什么样的文学现象呢？ 一方山
水养一方文学，湘西这方土地甚是神奇，
山有灵，水传神，草被茂盛，树林阴翳，文
学与山水天然互生； 山水间极富特质的
是，湘西巫性文化源远流长，人们信巫信
鬼，如放盅，如赶尸，如神打，如锁蛇，如
落洞，巫性文化盛行，催生了湘西作家的
文学想象———文学是一种想象的艺术，
湘西人那么富有想象力， 湘西自然便出
富有想象力的作家。

湘西地域生产文学， 王阳明等有功
焉， 那是流放文化对地域文化的杰出贡
献。 王阳明流放夜郎，再来虎溪讲学，媒
介了中原文化与当地文化之深度交融。
中国文学第一人屈原，入溆浦，入湘西，
湘西地域助力屈原之文学想象， 屈原其
文学也得力于湘西地域之培育。 屈原后，
相继被流放到武陵山脉的，还有王昌龄，
还有刘禹锡。 流放者个人性格气质上，多
半是叛逆的，是傲气的，是内心带有反抗
之性格质素的，这些流放者的个性特征，
也遗传入了现当代湘西文人之文学基
因，如张先生所说，“两千多年来，屈原、
王昌龄、柳宗元、刘禹锡、王守仁等文人
的精神血脉一直在湘西传承不绝， 他们
的政治与文化思想在湘西的民间光耀千
年万年。 ”

王阳明被流放，心中凄凉，到龙兴讲
寺，心情转高兴，赋诗曰：好景同来不同
赏，诗篇还为故人留。 流放文人的精神血
脉千年万年耀民间， 更在文学间留存并
流传千万年。

（ 《湘西想象的民族特征与文化
精神》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刘清华

《阿莲》是一部带有
浓郁年代感和自传性质
的长篇小说，这对于擅长
童话创作的汤素兰来说，
是不多见的。 这意味着汤素兰创作功力的
进一步完善，作品风格的更加多元，读者
年龄层覆盖更加全面。

汤素兰的以往作品中也塑造了许多
令人印象深刻的女顽童形象，如《小巫婆
真美丽》 系列中的小巫婆，《小朵朵奇遇
记》中的小朵朵，等等，阿莲虽然也继承了
汤素兰作品中一贯的真善美，却又不再是
在打闹和嬉笑中释放天性的女童形象。阿
莲的倔强和多愁善感，让这个人物显得真
实可爱，仿佛踏着轻盈的步履，沿着时光
隧道，从字里行间朝我们款款走来。

《阿莲》也可说是一部有温度的成长
小说，阿莲经历了因母爱缺失而带来的长
时间的创伤性体验，又在阿婆的呵护和引
领中得到爱的补偿，从“梅伯伯”给人一本
又一本的书中看到了更广大的世界。阿莲
生于一个偏僻的小山村， 长在一个折腾、
匮乏、困苦的年代，落笔这样的时空，作者
却巧妙地用人性美、民风美、自然美来冲
淡和化解那个时代之痛，给予今天的读者
以丰富的成长启示。

《阿莲》也是一部具有湘楚地域风情
的童年小说。 我和汤素兰差不多是同龄
人，她和阿莲生活的地方离我的家乡不太
远，因此，我读阿莲，自有一份特殊的亲切
感，仿佛读到了自己的童年，虽然阿莲是
女娃。作家在作品中对乡土注入了浓浓的
感情，对家乡风物，方言土语，乡邻农事充
满了感恩之情。作家将成人世界与孩子的
世界相交织，极具生活味和细节描写。 各
式各样人物的刻画，大量乡村风俗，民风
礼节、劳作俚语的描写，干净清爽，别有风
味。作品展现出了一个比童年更深远的童
年。当想象、记忆与诗完美融合，内心的童
年才可能被真正安置。 作家以诗性的语
言，让童年的自己和童年的时光，穿越时
空，与今天的读者相遇，让我们看到那个
真实的自己。

基于以上阅读体验， 我认为，《阿莲》
是汤素兰创作的一个重大突破，也是中国
儿童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 打造原创力，
为读者提供优质的原创文学作品，是出版
人的职责，但好的原创作品，有时真是可
遇不可求。 幸运的是，在我们更加迫切呼
唤原创的今天，我们和我们的读者拥有了
汤素兰，拥有了《阿莲》，而《阿莲》之于湘
少社，不仅仅是偶遇。

（作者系中南传媒总编辑 《阿莲》
汤素兰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周华

在中国区域文化版图中有
一块独特的区域， 自宋代以来这
里历史上涌现出一个又一个廉
官群体， 从晚清到民国， 从近代
到现代， 形成了中国廉政文化的
一个明显的区域范本， 积淀成两
大廉政文化传统： 一是儒家廉政
文化传统， 一是红色廉政文化传
统， 二者后先相继， 青胜于蓝，
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廉政文化精
神。 这个版图的名字叫湖湘。

刘绪义教授继 《湖湘文化讲
演录》 之后的又一部新著 《湖湘
廉政文化读本》 将笔触探入这块
宝藏， 为我们描摹出一幅湖湘廉
魂“出淤泥而不染” 的壮丽诗
篇， 揭示了湖南人“廉洁自赏”
这一绵延不绝的湖湘清廉精神
的奥秘。

《湖湘廉政文化读本》 是迄
今为止我国第一部也是唯一一
部以区域廉政文化为研究对象
的廉政文化建设专著。 书中通过
大量史实和故事揭示出廉政文
化的核心精髓， 将廉政文化建设
的理论通俗伦、 具体化， 不仅总
结出湖湘廉政文化的三大历史
经验， 而且提供了三大现实途

径， 可读性极强。
这三大历史经验是湖湘好

学风、 湖湘好家风、 湖湘好官
风。 我们看到， 这里是“蓝墨水
的上游”， 一句“举世皆浊我独
清”， 铸成湖南人特立独行的灵
魂； 这里是“莲图腾” 的发祥
地， 一句“出淤泥而不染”， 打
造出湖南人廉洁自赏的风骨； 这
里是“岳阳楼精神” 的诞生地，
一句“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
之乐而乐”， 刻下了湖南人襟怀
天下的标高； 这里是“湘军” 的
家园， 一句“做官以不要钱为
本”， 抒写出湖南人果敢担当的
血性； 这里是伟人故里， 将帅之
乡， 一句“粪土当年万户侯”，
铸就了湖南人经世爱民的忠贞
情怀。 这一切组成了清廉湖湘的
丰富内涵， 成为湖湘廉政史上最
可宝贵的财富， 也是当前我国廉
政文化建设的三大现实途径。

湖湘廉政文化这三大历史
经验是怎样炼成的呢？ 它的核心
精神是什么？ 《湖湘廉政文化读
本》 从五个方面揭示了这些答
案。 第一、 出淤泥而不染———去
污自洁的精神， 第二、 清俭自
持———艰苦朴素的传统， 第三、
先忧后乐———澄清天下的理想，

第四、 吊民伐罪———爱国爱民疾
贪如仇的抱负， 第五、 化民成
俗———重视风气的传统。 这五
点正是湖湘廉政文化的五大核
心内涵， 共同构成湖南人的“免
疫力” 基因。

在“两学一做” 常态化制度
化的氛围下， 笔者读到这本书不
能不让湖南人为湖湘廉政文化
传统感到振奋和鼓舞， 一个接一
个的湖湘廉官群体， 一句又一句
的湖湘廉政名言， 一代传一代的
湖湘清廉风气， 就是湖湘廉政文
化的最靓名片。 既是当代湖湘人
清廉从政、 经世为民的榜样， 也
是全体中国人廉政文化教育的
好教材。 它传递的正是一种充满
激情的正能量， 能够激发起中华
儿女努力去弘扬政治文化中的
正面传统， 同时对于指导党政机
关开展廉政文化建设也有着积
极的现实意义。

（《湖湘廉政文化读本》 刘
绪义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万物起源》
英国 《新科学家》 杂志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我们来自哪里， 所有事物是如
何发端的———这是宇宙间的大问题。
本书精心选择了大爆炸 、 暗物质 、
生命起源、 人类进化等具有代表性
的6大类53个题目， 通过简洁诗意的
叙述， 以权威、 有趣、 酷炫的方式
带领读者窥探万物的发端。

我读经典

走马观书

《中国古代历史图谱 （17册）》
张政烺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60年， 三代人， 以文物呈现历史、 以历史辉
映文物的扛鼎之作。 本套书是国家 “十二五” 出
版规划重点项目， 从申报立项迄今已近60年， 曾
得到周恩来总理的重视， 系国内第一部将历史研
究和考古发现成果相结合， 以文物考辨历史、 以
历史注解和丰富文物内涵的史学力作， 全面系统
地展现了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 ，
展示了20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史与中国文物考古的
最新研究成果。

《谁在世界中心》
温骏轩 著 中信出版集团

放眼世界， 博弈是永恒的主题， 但每个
时代的大国博弈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天涯论
坛国际观察代表人物温骏轩历时8年， 以地理
环境为切入点， 以地图为工具， 从地缘视角
探讨了中国崛起路线。 在地域上， 他形象生
动地解析了欧洲、 东亚、 东南亚、 南亚等区
域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关系， 为我们了解当今
世界大国格局和未来国际趋势提供了一种全
新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

虞美人
朱剑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知晓李煜 （字重光， 937—978年）， 早在十年前。
高中历史课上， 编写史书的人强调他荒淫奢侈而丧
国， 是无能的昏君， 对他才华横溢的旷世诗才轻描淡
写一笔而过。

当年， 在洛阳的邙山陵园看到了李后主的墓冢，
甚是惊讶。 自殷周以来， 邙山这片灵圣之土， 埋葬的
都是建国立业的君王、 公卿和名臣大家， 对于后主这
位政治上的失败者， 邙山灵土却接纳了他的灵魂， 我
想定是他光芒四射的千古才情匹配了这邙山的灵秀之
气。

作为词中的“千古一帝”， 重光横绝一世的诗才，
明朗如风的率真性情， 让他生为词生， 死为词亡， 其
悲壮无人可比。 他在词史中的地位无可撼动， 是他将
词从歌词之词引入到诗化之词， 即使是无意识的， 却
更加彰显了他是个天生的词家。 所以王国维赞曰：

“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 感慨遂深， 遂变伶工之词
为士大夫之词。”

读重光之词， 百读不倦， 愈读愈钟情， 愈读愈痴
爱。 他非寒门出身， 其思想胸襟自非一般。 《江南野
史》 中说他的父亲李璟“音容闲雅， 眉目如画， 尚清
洁， 好学而能诗， 天性儒雅， 素昧威武”。 出生于七
巧之夜的他， 也是生来不凡： “广额、 丰颊、 一目重
瞳……少聪慧， 善属文， 性好聚书。 著杂说百篇， 时
人以为可以继曹丕 《典论》。 兼善书画， 又妙于音
律。” 可以说， 重光是天赋的智慧， 天生的词人。

但是， 作为一代君主， 李煜是失败而令人心碎
的。 在他人生最为鼎盛之时， 花刚开即谢。 如若他不
是君王， 抑或只是一个潜心作文弄墨的词家、 艺术
家， 或许他能有幸活得更长。

可叹时光不可逆转。 在经历了战乱频仍的五代十
国， 强盛的北宋终于决定伐唐， 偏安一隅的南唐在经
历了几十年的清静生活后， 在开宝八年 （975年）， 遭
到北宋铁骑的践踏而灰飞烟灭， 后主国破被俘。 昔日
万人之上的九五之尊， 成了北宋的阶下囚。 新仇旧
恨， 亡国之悲， 阶下之耻一并涌上心头， 真是“剪不
断， 理还乱， 是离愁， 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此
泣人心血的哀亡之音， 叫人读来肝肠寸断———

秋去春来， 时光匆匆。 我离开盛载着多少欢乐、
多少回忆的家园， 来到异地之乡。 这里冷绝哀婉， 寂
寞深锁， 孤苦无依， 我的内心如杜鹃泣血， 痛到深处
已双泪纵横。 多少次独倚栏杆， 看院里花开了又落，
看月圆了又阴， 听雨断了又续。 寒夜冷而愁苦长， 春
夜短而怨恨深。 人不寐， 断肠人。 有谁能懂我内心深
处无限缠绵的思乡之情？ 我感觉到， 我该走了。 “四
十年来家国， 三千里地山河， 凤阁龙楼连霄汉， 玉树
琼枝作烟萝， 几曾识干戈？” 作为一个降俘， 活在人
间， 度日如年。

又到了农历的七月初七， 重光抚今追昔， 感慨万
千， 挥笔写下千古绝句 《虞美人》。 也许是想到了当
年雄姿英发的楚霸王项羽垓下一战， 冷然凄绝地与宠
姬虞美人双双血溅垓下， 觉得此词牌名与当下吻合，
才思喷涌， 一挥而就。

最终这首 《虞美人》， 染着
重光的鲜血， 词兴人
亡。 就如江南院落里
那盛开的虞美人， 红
得让人惊艳夺目， 花
瓣上的红都是
用千古美人才
子的鲜血点染
的。

文脉诗心

王阳明
布道龙兴讲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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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湖湘廉政文化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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