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哲思
进入生活的细节
雷从俊

与年轻的马丽教授素未谋面， 而断断续续读
到的她的作品却令人印象颇深， 尤以近作为最，
如《蝉》《雨香》等等。 这些随手写就、 率性而为的
文字， 大多是小短句， 极简， 极略， 又分明是意
象排沓， 思绪翻涌， 气韵连绵。 这样的文字， 如
出自作者之手的那些画作， 妙在三两笔， 却是对
事物的抽象概括， 每每观之都觉意境邈远， 回味
无穷。

我认同她的学生罗晴的判断：“想来是暑假暂
别了我们这些好提问的学生， 能抽出空闲提笔创
作。” 或许正因为有了课时之外难得的“空闲”，
她才更深地了悟生活， 进入写作。 生活的细节点
燃了思想， 思想又找到了恰切的语言， 因而马丽
近作显得闲适、 恬淡而多情。

在作家笔下， 蝉不仅是我们司空见惯的自然
的喧闹， 不仅是“澎湃的生命”， 也可能是“千叮
咛， 万嘱咐” 的“老师”， 甚至可能是“叨来叨
去” 的“父母”。 她用自己的生活体验， 为这小小
的生命赋予超然的伟力。 “春的乐音， 是鸟声。
秋是风声。 冬是雪声。 夏是蝉声……” 她为蝉命
名， 也为人生四季找到了美的存在和向度。

入夏以来， 各地多雨。 几场雨下来， 马丽写
了多篇关于雨的作品， 每一篇都带着雨的灵气，
每一篇都诗意盎然。 雨， 链接着她的记忆。 雨，
焕发着少女般的情思。 在雨中， 她感受着大地润
泽、 万物芬芳。 花香、 茶香， 甚至体香、 乳香、
药香， 都在雨夜入怀； 浮世悲欢， 都在对雨的品
咂中变得更具质感。

以女性的才思写雨， 细腻起来、 缠绵起来容
易， 开阔豁然则殊为难得。 诗中的雨， 是北京的
雨， 但在作者的生命意识里， 它们更可能是“从
婺源赶来， 从黄村赶来” 的精灵。 因为雨， 她拥
有了雨夜的世界， 拥有了和雨有关的一切。 因而，
灵魂澄澈， 春风沉醉， 她带我们“进入一个奇异
而美好的世界”。

大暑溽热， 晚风徐来。 在马丽的文字里听蝉，
并欣赏她那些不无禅意的画作； 临画观雨， 一再
品味她这些湿淋淋的文字， 顿感这个夏天清爽起
来， 且多了些许生命的温存。

湘江边的旧书摊
丁一达

倒也不是说新书就没有书的韵味， 只是对莎
剧这样古色古香的作品， 自该选择更合适的载体
与媒介。 哈姆雷特只能在灰布面淡黄页上念独白，
这也是许多旧书爱好者共同的偏见。 手边的这套
《莎士比亚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年版） 弥
补了我一直以来只有新版可读的遗憾， 如此， 感
觉才算是真正地贴近了作品人物的悲欢。

许多人并不理解对于旧书的执念。 我每到一
座城市必访这座城市的旧书店旧书摊， 这已成为
旅行中的保留项目。 在上海打车， 司机大哥先问
我：“外滩去过了伐？” 我答没有， 请他往山阴路内
山书店的旧址走。 他看我背着一个鼓囊囊的旅行
包， 异样地看我一眼。 那样的眼神我很熟悉， 每
到一地的司机师傅们都是这样看我的。

旧书摊与旧书店在很多城市都处于一种生存
的困境中， 这两年似有些改观， 如同“留住乡
愁”， 保护旧书摊、 留住旧书店， 各地爱书人的呼
吁终于得到一些回应， 出台了扶持实体书店政策
等。 这些也成为“抢救文化” 的证明。 我从来不
敢以抢救文化者自居， 我只是一个乐此不疲和旧
书打交道的人。 我常常在想， 一个城市那么大，
怎么就没有能够给这些碎纸片生存的一点空间？

因此第一次听说湘江边的旧书摊时， 我还不
那么能确信： 在旧书于通都大邑都只剩余烬的今
天， 就在我生活的这座城市， 居然会有星星之火
燃起， 会有旧书摊生根发芽？ 那是2011年， 第一
回去旧书摊， 我就买到了一套《莎士比亚全集》， 一
套六本。 和不少摊主认识后， 我才知道书摊是从
2011年6月开始的， 暑气刚刚冒头的夏夜， 几个书
友一合计就开始了第一次摆摊。 书摊的尝试一下
子吸引了许多株洲爱书人加入其中， 书摊的规模
也从一开始的6个扩大到了30多个， 从风光带木栈
道的一头摆到了另一头。 那时株洲湘江风光带建
成不久， 江畔多了不少景观， 颇有“云树绕堤沙”
的味道。

旧书摊一摆就是6年， 渐渐滋长成为株洲的文
化名片。 6年里， 书摊所绵延的这段路并不限于两
百米长的木栈道， 所提供的物品也绝不止几册泛
黄的旧书。 作为风光带不可或缺的一道人文景观，
旧书摊已在不经意间成为株洲人在忙碌工作后的
一份精神慰藉与食粮。

两个月前， 旧书摊开始改造， 抬高了木栈道，
还特别设计了一路长蓬。 前者为了方便顾客不用
深弯腰淘书， 甚至可以随意坐在木栈道中边看边
歇息； 后者是给摊主和旧书遮阳避雨。 归根到底，
都是对文化的敬畏与尊重。 为一个旧书摊做出这
样的投入， 放在全国怕都少有。 也有越来越多的
孩子在暑假报名来练摊。 他们有的学着吆喝招徕
顾客， 有的面带羞涩守摊盼有人能眷顾， 有的干
脆兀自看着自己书摊的书。 这样的耳濡目染， 不
正是旧书摊于一座城市最大的意义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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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祖烜

六个月之后， 我才知道曾与王新法
有过珍贵的一面之缘。 此前我总以为，
王新法永远只能是想像中的、 是文字和
图片报道中的、 记者口中描述的人物
了。

第一次听说王新法的故事， 是在
2015年深秋，我去石门县慰问挂职基层
的记者， 常德分社社长周勇军跟我说起
了这位千里来湘扶贫的河北汉子， 一下
子就被故事里的主人公吸引了。 这样的
故事生活中并不多见， 在新闻典型中也
不可多得。

当时就同勇军商量跟踪报道， 随后
把线索推荐给人民日报湖南分社同行，
相约一起来采访。 此后断续了解了他更
多的事迹。

今年2月23日晚上， 王新法累倒在
扶贫战场的噩耗传来，十分突然，深以为
痛。但因为之前的了解，对这一典型的价
值及传播有了准确判断和快速反应。

当晚即与总编辑龚政文商量， 调度
采访力量，长沙、常德、张家界三路记者

连夜出动。 第二天开始在新湖南客户端
融媒体直播报道“石门干部群众送别王
新法”。

泪眼、恸哭、不舍……百里山路，万
人相送。在直播报道中，目之所及是人们
寄托哀思的条幅， 心之所动是人们哀痛
的神情。 直播报道在新湖南的点击量就
超过一百万， 湖南日报随后在头版头条
推出长篇通讯。 重大典型报道得到了湖
南、河北两省省委书记的批示。 不久，中
共湖南省委作出了向王新法同志学习的
决定。

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解
放军报、光明日报也相继跟进，从各个角
度讲述这位扶贫人物的故事。

在扶贫攻坚的关键阶段， 湖南日报
和各媒体浓墨重彩地报道这位倒在扶贫
一线的英雄， 为扶贫攻坚的总决战带来
了强大的正能量，为在全社会激发善行，
凝聚扶贫攻坚的强大合力提供了精神动
能。

一位河北人、 一位退伍老兵， 不远
千里来到湘西北大山深处， 不求闻达，
埋头苦干， 何以引起了如此巨大的社会

反响。 我想， 最重要的是他为民为公的
情怀和奉献。 那是我们特别认同而又十
分珍稀的精神资源， 是社会所需要的正
能量， 是扶贫攻坚决战中强烈呼唤的精
气神。

勇军是本报一位资深记者， 是一位
能“出活”的记者，更可贵的是他长期保
持那么一股工作热情、 新闻激情和群众
感情，自觉践行“走转改”，采写了大量
“沾泥土”“带露珠”“接地气” 的鲜活报
道。他能独家发现王新法这位典型，能以
主力的身份完成典型报道， 又以报告团
成员的身份来宣讲典型事迹， 其实不是
偶然。

偶然的是， 4月末的一天， 在长沙湘
江之滨， 第一次遇见了王新法的女儿王
琼。 与父亲的魁梧挺拔不同，她更像是南
方的女儿，文静清秀。遗传的燕赵气质隐
若可辨，明显伤感的情态也未曾消散。

交谈中， 我才知道自己曾与王新法
有过一面之缘。 那是去年10月，在九所
会议中心，第三个全国扶贫日前夕，省扶
贫办和湖南日报社联合评选的“最美扶
贫人物”举行颁奖仪式。恰好是我为王新

法颁奖。 颁证握手之际，我还问他，您是
哪个村的？ 他回答了， 但我并没有听清
楚。谁知新法还很在意这一问，并嘱同行
的小钟，想找我多交流几句。 他认定，这
一问是对他的尊重和关心。 因我当时匆
匆赶往另一会场，未能交谈，留下了永远
的、无法弥补的遗憾。

恰好在4月中旬， 勇军命我为以王
新法为题的报告文学写序， 虽然我还没
有读到勇军的新作， 但我希望藉此把对
这部非虚构作品的期待写在前面， 我希
望能写出一个老兵的精神， 一位“名誉
村长” 的情怀， 一位父亲藏而不语的慈
爱， 一位有温度而接地气的时代英雄。
同时， 也希望勇军在日常大量的“急就
章” “易碎品” 之外， 能写出一部可以
流传的作品。

写到这里， 联想起曾经报道过的一
些平凡但不朽的人物， 想起那首饱含哲
理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
人死了，他还活着。

暮春四月，万物生长，遥想春风拂过
湖南的屋脊———壶瓶山， 那摇曳的草木
不就是生生不息的语言吗？

周勇军

所有的追寻，都不会来得如此潮湿。
他说:“喝点？ ”
我点了点头。
“包谷酒，自家酿的，自己喝，也卖一

些。 ”他说，“放心，不假。 王村长说了，要
做好人。 王村长又说了， 我们要做良心
茶，要做良心酒。王村长还说了，要……”
然后， 他给我倒上一杯， 给自己倒上一
杯，举起杯，望着我。

那是一双长期与泥沙打交道的手，
粗糙，干裂，食指弯曲。 我举杯。

他叫唐培环，41岁，薛家村安家片4
组村民。

这是2017年4月6日的中午，我们在
薛家村安家片唐植英家里吃饭。

那杯酒还端着。 那只手在抖。
他的双眼，红红的。
“要是，要是，要是……王村长，王村

长……我们王村长———他在时， 我要敬
他一杯酒啊，可是我没敬过，现在，我敬
给谁呀？ 我到哪里去敬？ 就在这里，就在

这个楼上，他……对了，我也不管政府支
不支持，这个铜像我们非做不可，我们问
过浙江那边了，要6万块钱，我们已经有
了4万，我们只要2万了，讨米化缘卖房
子， 我们也要弄到……我们一定要让薛
家村的子子孙孙记得王村长这个人，这
个穷得鸟不拉屎的地方有过一位王村
长，一位王村长……”

唐培环突然号啕一声哭出声来。
一桌子人怔住了。
筷子举在空中。没有人说话。房子里

一片静。有碗筷放下的声音。一张张脸凝
重肃穆。 一双又一双眼睛红红的。

同一天， 清官渡村退休女教师覃事
琼家。

覃老师的话题从她那次突发心脏病
说起。

“王村长，我们王村长……从哪里讲
起呢？ ……2015年12月1日，那天，我们
组的张远信去世，我去帮忙，太辛苦了，
当天回家不久，下午4点多，我心脏病发
作了。 这地方，你知道，交通不便……我
家也没车……我家老头子80岁了，见我

病成这样，慌了神，拄着拐杖团团转，邻
居见了，打电话给我侄儿，叫他开车来送
我去石门，也不知王村长怎么就知道了，
他打来电话， 说是他去， 叫我们马上准
备。 不出10分钟，王村长就来了，将我扶
上车就走。 一路上，王村长车开得慢，怕
心脏病人经不起颠簸……将近5个小
时，我们才到石门，王村长小跑着给我挂
号，送我去病房安顿，再转身离开。 我要
给王村长油费， 他坚决不要， 反塞给我
200块钱。这时，我才想起王村长没有吃
晚饭，都晚上9点多了啊，还不饿坏了？
便叫陪我来的侄女带王村长去吃饭，他
执意不去，说他自己安排，石门这地方
熟……”

抽泣声。覃事琼说不下去了。我的眼
眶红了。

有的泪水，道尽伤痛。 有的泪水，道
尽飘零。 但什么样的泪水都不及一位75
岁老人的泪水如此真切烧心。

一天的采访，全在泪水朦胧中进行。
回到住处，我的耳边全是“王村长”“我们
村长”“我们王村长”。 80岁老人这样叫。

8岁的儿童也这样叫。 采访开始时这样
叫，结束时，仍是这样叫。夜雾蒙蒙，山村
的夜很静，溪水与狗吠声依稀，无边的宁
静中，村民们一声声“村长”黄钟大吕般
久久敲打在耳，在心。“村长”到底是什么
级别的一个官？ 为什么现在成了一个如
此动人的称谓， 闪耀出如此动人的荣
光？！

而且，他还不是“村长”。
他的准确称谓是“名誉村长”。
再说，他“常德佬儿”也不是。
他叫王新法，河北石家庄人。 2013

年下半年， 携平反补发的64万元工资，
来到湖南石门， 来湘鄂边的这个叫薛家
的村庄。 3年后，2017年2月23日，他的脚
步停在这片土地。 3天之后，他上了薛家
村的“六塔山”。那是一个陵园，海拔高达
1200米，常年云雾笼罩。

更高更远处，则是壶瓶山。那是湖南
屋脊。

东洞庭、南桃源、西张家界、北三峡。
湘鄂两省在此分界，石门、五峰、松滋、枝
江、宜都等地诸山之祖。 一山如脉，流淌
天地。 其地群峰拥翠，森林茂密，峡谷幽
深，溪涧纵横，百鸟和声。 是巍峨灵魂之
挺立，亦适合伟大灵魂之栖息。

有一种生命住在高处， 我们只能仰
视。

(《名誉村长王新法》 周勇军著 民
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唐志君

读罢 《名誉村长王新法》
这一长达15万字的报告文学，
每一字、 每一句都深深震撼着
我的心。 周勇军凭着长达21年
记者生涯历练出的过人新闻敏
感， 耗费了无数精力和心血，
熬过了一个个不眠之夜， 用饱
蘸敬仰与感动的笔墨成就了这

部发人深省的作品。
作者用蒙太奇的手法展现

了王新法生前的一个个生动瞬
间， 字字饱含真情， 句句感人
肺腑。 这篇报告文学犹如一颗
璀璨夺目的明珠， 照耀出人性
的光辉， 诠释着人间大爱， 发
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也给每一
位基层文学创作者很多启发。
时代呼唤直击心灵深处的优秀

作品。 以构筑和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现为己任， 深耕于
农村广袤的大地， 植根于基层
群众之中， 以家国情怀为坚
守， 以时代先锋为榜样， 心为
民所系， 情为民所抒， 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
供价值引导力、 文化凝聚力和
精神推动力。 这是我们的时代
使命。

《科学大问题》
海莉·伯奇 文·基特·卢艾 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

本书论述并试图解答
一直困扰着全人类的 20大
热点问题 ： 我们合适可以
拥有机器人管家 ？ 我们能
治愈癌症吗 ？ 我们能永生
吗 ？ ……作者用权威的科
学史实和图片 、 大量的研
究理论和成果 、 极其睿智
的理解力和丰富的想象力，
完成了对这些问题来龙去
脉的解读。

潇湘诗情

书香闲情

我写我书

关于“名誉村长”

微书评

时代呼唤直击心灵深处的优秀作品

走
马
观
书

《解放战争：决战》
刘统、袁德金、金立昕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讲述解放
过程中那些永不过
时的热血故事 ，客
观地分析了国共两
党的每一步战略决
策、战役部署，详细
呈现了指挥决策和
实际作战情况 ，描
绘了人民军队波澜
壮阔的热血征程。

《吃的风度》
施亮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从孔子 、 袁枚 、 李
渔到汪曾祺 、 钱钟书等
文 人 的 美 食 逸 闻 ； 从
《水浒 》 的酒到 《红楼 》
的蟹到 《扬州画舫录 》
的汤包美食经验……这
本饮食文化主题散文集，
表达文人饮食情调 ， 展
示餐桌边的艺味 、 零食
中的闲趣。

湘北屋脊的壮歌
———读报告文学作品《名誉村长王新法》

特别推荐

———我的采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