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读书笔记精讲》
陈晋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一
生 纵 横 天 下 ，
波澜壮阔 ， 得
益于他书剑双
修， 学用兼擅。
毛泽东研究专
家陈晋及其团
队 ， 集 20年之
功 ， 搜集梳理
毛泽东一生的
读书笔记 ， 编
为战略卷 、 哲
学卷、 文学卷、
历史卷、 附录卷 ， 并结合毛泽东对每本书的
创造性运用情况 ， 进行客观解读 。 本书不仅
文献史料丰富， 更反映出毛泽东读书和实践
的关系， 是领导干部提升学习力领导力的生
动教材， 也是广大普通读者提升素养 、 学以
致用的最佳读本。

《黑洞不是黑的———霍金BBC里斯
讲演》
霍金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黑 洞 没 有 毛
吗 ？ ” “黑洞并不像
想象的那么黑 ” “黑
洞上的软毛 ” ， 本书
收录了霍金2016年在
英国BBC广播公司里
斯讲演中向大众传递
的对黑洞的洞见 。 三
个匪夷所思的主题使
得黑洞研究变得极度
纯粹， 并直击黑洞的
核心奥妙。 霍金以游
刃有余的通俗讲解 ， 为大众打开了一个奇妙
的黑洞学的世界。

《大忘路:
给你一个留在城市的理由》
大忘路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是新媒体时
代的优秀策划者 。 图
书从社会、 职场 、 生
活、 爱情、 亲情等多
重角度出发， 讲述了
38个发生在城市中非
常现实又与自己息息
相关的故事， 让读者
切切实实地从文字里
感受着另一个自己 。
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 ， 只要有值得坚持
的信念和梦想， 都是留下的理由。

《治村》
贺雪峰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乡土 、 农村问题
一直是公众舆论关心
的热点。 作者为该领
域 的 著 名 学 者 ， 以
《新乡土中国 》 《回
乡记》 等引发社会热
议。 本书通过大量实
地调研， 探讨了当下
中国诸多重大而迫切
的乡村治理问题 ， 并
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
的可能方案 。 作者强调 ， 在乡村政治 、 资源
下乡、 土地权利 、 经济发展 、 文化建设等方
面， 要根据中国国情和各地实际情况展开多
元探索。

《一生充和》
王道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 充 和 出 身 名
门， 是苏州园林走出
来的大家闺秀 ， 精书
法 ， 工 诗 词 ， 善 昆
曲， 以通驭专 ， 自成
大家。 她一生颠沛流
离， 生于上海 ， 长在
合肥， 求学北平 ， 辗
转昆明 ， 远赴美国 ，
用 她 自 己 的 话 说 ：
“我 什 么 事 都 经 过 ，
我不太在乎， 没有什
么了不起的事。” 正是这份淡定与豁达， 让她
身历百年沧桑而自成高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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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进

80后湖南作家周静的长篇童话《一千朵跳
跃的花蕾》，以其深厚的民间性展示了童话艺术
创新的勇气，创造了如诗如梦、唯美唯善、童真
童趣的艺术世界， 是中国当代童话的一个重要
收获。

这部书讲述了“十二个姨”的幻想故事，按照
数字顺序，从大姨依次讲到十二姨。 在十二个姨
的故事前有一个《引子》，交代十二个姨的由来。她
们的母亲，也就是作品中的姥姥，从地心取回一根
黑色的石棒，用磨成绣花针的石棒绣出自然万物，
绣出了“十二个姨”和外孙女“我”，这有一点创世
纪童话的味道。 类似的联想还有很多，如《大姨的
三根胡子》与大力士的故事，《葫芦，葫芦》与葫芦
娃的故事，《像鸟儿一样飞翔》与白羽飞衣的故事，
《一朵七叶莲》 与马莲花的故事……这些中国民
间故事资源被吸纳进童话书写中，让读者产生一
种文化的认同，体味到民间性在情节推展和细节
刻画上的生命力和感染力。

以花来比喻女人是常见的民间思维模式。
十二个姨的故事抓住女人与花的联系， 将每一
位姨的性格与不同的花结合进行描写， 写花即
写人，见花如见姨。 大姨爱力气，是火热的喇叭
花；二姨爱收藏，是好奇的葫芦花；三姨爱唱歌，
是热情的“水之花”；四姨爱笑，是纯净的栀子
花；五姨爱哭，是温暖的生姜花；六姨想飞，是神
秘的荆棘花；七姨爱美，是晶莹的莲花；八姨爱
吃，是热情的辣椒花；九姨爱书，是善良的星星

花；十姨爱玩，是调皮的板栗花；十一姨爱阳光，
是光明的太阳花； 十二姨爱春天， 是艳丽的桃
花。 十二个姨就是“一千朵跳跃的花蕾”里绽放
出的“十二花神”，给人以“美的力量”。

十二个姨是美的化身， 不仅有美的形象，
还有美的心灵和创造美的行为。 她们是生于湖
边山野的普通劳动女性的代表， 热爱大地， 不
畏艰险， 追求梦想， 每一个姨代表着一种社会
角色和人生梦想， 象征着现实生活中女性渴望
通过自我奋斗来实现“自我” 价值。 在描绘她
们如诗如梦的人生意境中， 作者传达出唯美唯
真的哲理情思。 而团圆不仅是民间故事的传
统， 也是童话故事区别于悲剧故事的主要特
征， 因为童话的读者是儿童， 儿童稚嫩的心灵
还不适宜接受恐怖和悲剧的情感， 一个团圆的
故事结局， 对小读者就是一种责任， 用美的情
感和梦想成真来引导孩子获得健康的心灵和成
长的力量。

民间性对现代童话的深刻意义， 还体现在
两个贯穿整部童话的人物———姥姥和丫丫的形
象塑造上。姥姥是智慧老人的形象，她绣出了十
二个姨和“我”，是这个“女儿国”的老祖母式的
国王。 在她眼里，十二个姨就是“回来捣乱”的，
她爱女儿们，默默注视关心着她们，以长者的绝
对权威，不断给她们忠告。 她借“喜欢力气的大
姨”发现“美也是一种力”，提出了“发现美的眼
力”和“力的辩证法”的美学观点；她开导悲观的
七姨，莲花的开放不仅“得有适宜的温度，有养
料”，还“要有期待奇迹的心情”；她在《尾声》里

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自白， 仿佛暗示着她的生命
哲学：“大地之所以愿意成为大地， 就是为了这
些故事，为这些故事里那些鲜活的生命力、那些
爱，那些无惧无畏的勇气，还有那些美。”丫丫是
姥姥绣出来的外孙女， 是十二个姨的故事的实
际讲述者， 她是童话里的幼小者，“最喜欢十二
个姨回来捣乱”，总是睁大好奇的眼睛，心里盼
着快有事情发生， 以人类初心沐浴爱与美的阳
光， 在她身上有一种向上的蓬勃朝气和向美的
力量。三代女性的个性追求，遵循了民间故事将
人物淡化出具体的社会环境、 在更单纯意义上
展现人的本性需求， 童话人物也因此具有更广
泛的民间性和普遍意义。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有着显著的民间故事
风格，富于想象力，有着夸张的情节，以充满诗意
童趣的美好情感，唤醒了存留在人们心中的关于
民间文化的记忆，这也是这部童话的民间力量之
所在。民间性应该成为“童话的自信”，童话源自民
间，在民间生长，在民间成熟，民间性是文学童话
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宝库。即便在文学童话
比较发达的今天， 民间性仍然是童话的“根”和
“魂”，仍然是建构新童话的基本法则。周静就是这
样一位深得民间滋养的童话作家，对描写女人的
心灵和自然之花有着罕见的洞察力，熟练而创造
性地运用民间性艺术讲述故事，从而创造了这部
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童话，给人一种源自民间性和
想象力的阅读愉悦之感。

(《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周静 著 湖南少年
儿童出版社出版 )

聂茂

作为诗人， 梁尔源怀着对传统文
化的无限敬仰和对故乡的深深依恋，
积极承担起一名文化人的社会责任，
深刻把握人文的原初关怀， 用敏锐的
视角去捕捉现代文明里的人间百态。

梁尔源的原初关怀说到底是一种
文人情怀， 它植根于故乡的人文底蕴
中。

故乡浓厚的文化氛围赋予了梁尔
源与生俱来的文人书卷气， 他从美丽
的蓝田古镇走来， 那里青山环绕， 绿
水长流， 民风淳朴。 他的诗歌中浸润
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有的书卷气。
这种书卷气， 是一种文化性格， 是文
化审美在诗歌中的艺术化的折射， 它
体现了诗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与
热爱。 虽身处大工业时代， 却对历史
遗迹有着深深的依恋， 诗人从来没有
停止过追寻古仁人之心的脚步。 他徘
徊于长沙窑遗址， 用心去感受那来自
远古熔炉里的温度。 他在 《铜官窑的
温度》 一诗中， 将烈火中涅槃的长沙
窑瓷器象征着湖湘文化的炼炉中淬炼
出的时代性格， 字里行间中流露出对
优秀民族性格的自豪与敬仰。 他的文
人书卷气还体现在他“重义轻利” 的
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中。 在 《和顺古
镇图书馆》 一诗中， 他认为宝贵的精
神文明重于千金， 是我们真正应该留
给后代的宝贵财富。 他的文人书卷气
还体现在他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觉继
承中。 《游朱张渡有感》 一诗中浸润
了千年湖湘文化的蕴藉， 通过对朱熹
和张栻两位理学大师的怀念， 抒发了
对湖湘文化的赞美， 一种愿继往圣之
绝学的意愿油然而生， 这种继承是高

度认可下的自觉接受和传承。 从对优
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认可到自觉传承，
可以感受到梁尔源身上存在的文人特
有的书卷气息， 也可以由此感受他身
上的人文情怀。

梁尔源的文人情怀外化于传统文
人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里。

从杜甫的忧国忧民， 到范仲淹的
乐忧天下， 古代儒家文人开太平于万
世的家国情怀一直深深影响着梁尔源，
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 《参观福州林觉民旧居有感》 一诗
中， 梁尔源通过对林觉民夫妇忠贞不
渝的爱情的赞扬， 弘扬了人间至真至
美的爱情。 梁尔源善于在厚重的历史
文化中寻求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并
结合现代社会的语境加以运用。 他特
别关注了一些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如
“清洁工” “花工”， 也会去发现现代
城市生活中的美， 他在 《盲道》 中这
样写道： “踩着一个城市敷设的爱/一
股热流会从下/沿着脚跟向上漫腾/那是
一种文明/安放在黑夜的光芒”。 他善
于体察日常生活中不易为人所觉察的
温暖， 引导人们去感知身边人物的真
情和温暖。 他的家国情怀还表现在他
对现代城市生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的
自我思考。 他自觉发扬了“文以载道”和
文学干预现实生活的这一传统。 他的
《斑马线》《乘沪昆铁路有感》 把现代城
市生活中的意象引入诗歌， 更增添了
时代气息。

梁尔源站在乡情的泥土上， 用诗
歌传承古老的文明， 用诗歌点亮生活
中的美好， 用诗歌记录所处的时代，
用真情奏响一曲时代赞歌。

（作者系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肖功勋

对读书人来说， 最好的时光莫过
于夜读。 “青灯有味是儿时”， 南宋大
诗人陆放翁先生追念儿时对灯读书的
滋味， 千载之后读之仍觉亲切温馨。

夜读， 是夜晚属于我的幸福。 我
极喜欢昏黄的灯火斜照在书页上泛起
的暖意。 夜能掩盖白日里所有的浮躁，
夜读尤其能排挤人世间所有的嘈杂。
此时， 手拿一本书， 可以忘掉白日那
些烦心的电话， 以及那些烦人的心事。

翻动书页， 会带来哗啦哗啦的响

声， 阅读的快感在我翻开书页那一瞬
间启动， 让人慢慢进入一种清纯如水
的境界。 叶灵凤先生的 《读书随笔·书
斋趣味》 中说： “在这冬季的深夜，
放下窗帘， 封了炉火， 在沉静的灯光
下， 靠在椅子上， 翻着白天买来的新
书， 我是在寂寞的人生旅途上为自己

搜寻着新的伴。” 看到前辈文人也如此
沉迷于夜读之中， 我仿佛找到了知音。

也许是性格与气质使然， 我所阅
读的基本是文学书籍， 优美的文章使
我乐不思蜀， 悲戚的文章使我泪如雨
下。 夜读过程中的种种感悟仿佛夜里
渐渐疯长的藤蔓， 往往也会爆发出创

作的灵感， 让思想和想象张开双翼，
任意翱翔。

夜读也是一种情调。 在春花飘香、
春雨潇潇的晚上， 静坐书房， 聆听窗
外潺潺的春雨恣意打在花瓣上的声音，
清凉沁透心房， 手执一册散文， 追寻
先哲的背影， 或感伤， 或叹息； 在月
明星稀的夏夜， 取一卷小说， 于静寂
中领略人世间的大喜大悲， 情感与心
交融； 在酷暑退尽、 微有凉意的秋夜，
取一本俄罗斯的著作， 体验“铁的人
物和血的战斗” （鲁迅译语）， 不知东
方既白； “在风雪之夜， 靠炉围坐， 佳
茗一壶， 淡巴菰一盒， 哲学、 经济、 诗
文、 史籍十数本狼藉横陈于沙发之上，
然后随意所之， 取而读之， 这才得了
读书的兴味”， 林语堂笔下的冬夜读书
之美， 于我心戚戚焉。

夜里的生活是寂寞的， 但对在寂
寞的夜里读书的我来说， 是一种意境，
一种氛围， 一种特有的轻松。 夜读，
实在是一件很美妙的事。

张春

唐代是一个诗的国度， 唐人生活与
诗自然结下了不解的缘分。 得意时写
诗， 失意时更写诗； 分别时有诗， 相聚
时也有诗， 有时甚至把诗作为书信、 请
柬、 通行证。 举凡读书山林、 漫游干
谒、 寄情山水、 跃马边塞、 科举行卷、
宦海浮沉、 贬谪流放、 宴集歌舞、 饮酒
品酩、 婚恋节庆， 都少不了诗。 虽然诗
人们在不同时期、 不同境遇所作的诗风
貌不同， 但大都具有一种抒发怀抱、 赏
物娱情、 感时救世、 提升人心的力量。
可以说， 诗成了唐人不可或缺的伴侣，
而唐人生活也因诗具有了浓郁的艺术化
情调。 《诗映大唐春： 唐诗与唐人生
活》， 是一本专家引领读者走进诗歌盛
唐的小书。 作者将唐诗与唐人的生活交
融在一起， 穿插诸多唐人逸闻趣事， 展
示唐史的多样场景， 读起来诗意融融，
趣味盎然。

本书作者尚永亮先生， 是武汉大学
博士生导师， 兼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
会长、 中国柳宗元研究会会长、 中华诗
教学会副会长等。 他多年从事汉唐文
学、 中国文学批评史等课程的教学和研
究， 学术的功底颇为深厚， 对唐代生活
史有细致深入的研究， 笔下更有灵动飞
扬的文采。 尚先生以诗与生活为主线，
通过生动、 细微的多元讲述， 着力展示
历史上一幕幕或浪漫或闲逸或悲怨或欢
乐的场景， 既陪伴读者重回大唐， 看唐
人如何在生活中挥洒出一片诗的天地，
又借助经典的品读， 丰富我们的生活情
趣， 滋养与诗渐行渐远的现代心灵。 尚

先生通过此书多角度地反映唐人
诗化的人生和人生的诗化， 建构
出了一个别样的唐人生活史。 读
者阅此书而感受触摸那一片大唐
的诗意春色， 实在是一大赏心乐
事。

（《诗映大唐春 ： 唐诗与唐
人生活》 尚永亮 著 北京大学出
版社）

走马观书好书导读

———读《一千朵跳跃的花蕾》

书香闲趣

青灯有味夜读书

潇湘诗情

站在乡情的泥土上歌唱
微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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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味
唐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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