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由之

1939年8月，战火纷飞中，19岁的汪曾祺流落到云
南昆明，考取西南联大中文系。 他稍后即开始文学创
作，深受业师闻一多、沈从文的赏识和扶掖。 随后10
年，汪曾祺写下一批文学作品，不少都在当时的报刊
发表过，嫩箨香苞，崭露头角。 这个阶段，可视为他创
作的早期，体裁包括散文、诗歌、文论等，主要是短篇
小说。

1949年4月， 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了
汪曾祺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邂逅集》，依次收入八个
短篇：《复仇》《老鲁》《艺术家》《戴车匠》《落魄》《囚犯》
《鸡鸭名家》《邂逅》。 他借此搭上末班车，跻身“民国作
家”之列。

汪氏一向随随便便，手稿随意乱丢，字画随手送
人。 对自己的处女集出版于何年何月，他有时说对了，
有时却又不靠谱。 如若问他开始写作的准确时间，老
头儿肯定答不上来。 对早期作品，他也不大在意，基本
未予收集、保留，以致其中泰半长期湮没无闻。

一转眼，汪老去世20年了。 水流风逝，时过境迁，
文学市场大为萎缩；汪氏的读者、爱好者和研究者却
在不断扩充，人数众多，年龄参差，谱系驳杂，是一个
难得的异数。 这些人可不是吃素的，他们不仅阅读消
费五光十色层出不穷的各式各样汪氏文本，而且发掘
出不少他的早年佚文———质量固然不错，规模也不算
小。

机缘巧合，我受邀策划主编《汪曾祺作品》系列，
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去年夏秋间，一把推出了五种
六本，广受欢迎。 这个系列，大体可分为两类：

其一是作者生前自编文集。 只要原书不错，市场
断货，值得做新版的，均可收纳。 原则上一字不易，保
持原汁原味，以存其真。 偶有重复亦不在意，决不越俎
代庖随意增删。 如《去年属马》《老学闲抄》等，即属此
类。

其二是新编文集。 目标是主题鲜明、集中，市场确
有需求，从未出过的新编版本。 如已出的《后十年集》
（全两卷，梁由之编）和《书信集》（李建新编）两种三
本，和这本将要推出的《前十年集》，均在此列。

《前十年集》由汪先生的小女儿汪朝女士编选，大
致囊括了汪曾祺前十年创作的精华部分，包括若干从
未入集的佚文。 为方便读者和研究者，《邂逅集》所收
八个短篇全部收入。 可以说，此书填补了一个空白。

无缘亲炙汪老，梁某引为平生憾事。 而炎炎夏日，
读汪氏书，想见其为人，为之做点小事，又是多么愉悦
的事情。

（《前十年集》汪曾祺 著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周刊江14 悦读 2017年9月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杨振武

善讲故事是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 思想
家的共同特点， 更是中国共产党领袖的过人
本领。 在延安， 党的七大闭幕式上， 毛泽东
主席就给大会代表们讲过一个“愚公移山”
的故事。 愚公每天挖山不止， 最终感动了上
帝， 派神仙下凡把他门口的两座大山背走
了。 毛主席以此比喻， 中国共产党只要坚持
下去， 也会感动上帝， 而这上帝不是别人，
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挖掉帝国主义、 封
建主义两座大山。

习近平总书记是讲故事的大家。 无论是
会议上的发言、 调研时的谈话， 还是出访时
的演讲、 报刊上的文章， 他都善于用故事来
传达深意， 感染他人。 这些故事具体而生
动、 通俗而深刻， 洋溢着“中国智慧” 和
“中国力量”， 也从一个方面折射出习近平深
厚的人文情怀和哲学底蕴， 成为他领导风格
的一大鲜明特色。

一个故事胜过一打道理。 在2013年、
2014年五四青年节上， 习近平在与青年代表
谈话时， 分别讲了自己上山看羊、 下田锄地
时坚持看书， 走30里路只为借书的故事， 勉
励青年抓紧时光多学习。 这种用自己切身经
历的讲述， 远比讲一个历史上的名人努力学
习的例子来得真切、 生动， 有感染力。

《人民日报》 曾发表文章 《信仰的味
道》， 讲述陈望道潜心翻译 《共产党宣言》
时， 竟将墨汁当成红糖吃掉而浑然不觉， 体

现出精神之甘、 信仰之甜。 习近平多次在讲
话中引用这个故事， 以党史上的感人故事，
激励广大干部保持理想， 坚守信仰。

2014年3月27日， 习近平在巴黎出席中
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时发表的重要讲话中
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
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 中国这
头狮子已经醒了， 但这是一只和平的、 可亲
的、 文明的狮子。” 这种既富张力又具深意
的讲述方式， 巧妙地反驳了“中国威胁论”，
传递出中国梦的世界价值。

正所谓“讲好故事， 事半功倍”。 在我国
优秀传统文化中， 无论是诸子百家， 还是民
间传说， 里面都穿缀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这些故事穿越时空、 历久弥新， 影响了一代
代人的观念和生活。 讲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巨

大的作用， 正是因为它能在讲述者和受众之
间， 迅速建立一种情感上的联系， 产生思想
上的共鸣。 没有一种抽象概念， 比细节更有
说服力； 而再多的叙事技巧， 也不能比真情
实感更能打动人心。

古人说“文以载道”。 不管是在国内还
是在国外， 习近平在故事中贯穿着中国历史
文化之“道”， 中国改革发展之“道”， 中国
参与世界治理、 与各国携手打造命运共同体
之“道”。 通过深入浅出的方式启人入“道”，
通过循循善诱的方式让人悟“道”， 在国内
用非常接地气的讲述让党的方针政策入耳入
脑入心， 更好地凝聚改革发展共识； 在国际
上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把
中国的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
势。 这正是习近平讲故事引人入胜、 发人深
省的原因所在。

通过故事， 讲述中国历史文化之“道”。
善于从丰富的历史资料宝库中寻找经验给
养， 是习近平重要的执政风格。 他指出，
“历史是现实的根源， 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
都来自昨天。 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
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
那样， 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
去和不会往哪里去。” 他经常古为今用， 援
引古代的寓言传说、 神话故事和历史事件，
把历史巧妙地引入现实， 希望人们从中汲取
有益于加强修养、 做好工作的智慧和营养。
比如， 他与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中南海的
“瀛台夜话”， 讲述了瀛台的历史： 清朝的康

熙皇帝曾经在这里研究制定平定内乱、 收复
台湾的国家方略； 后来光绪皇帝时， 国家衰
败了， 他搞“百日维新”， 失败后被慈禧太
后关在这里。 这个故事引得奥巴马感慨：
“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 改革总会遇
到阻力， 这是不变的规律， 需要我们拿出勇
气。” 习近平则总结说： “了解中国近代以
来的历史对理解中国人民今天的理想和前进
道路很重要。”

通过故事， 讲述中国改革发展之“道”。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 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 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是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最集中的体
现。 他的讲话， 善于用讲故事、 举事例、 摆
事实的方式凝聚共识、 解惑释疑， 把抽象的
理论通俗化， 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 比如，
他用自己20世纪80年代在厦门游泳的故事，
说明改革要“识水性”， 加强顶层设计和摸
着石头过河， 都是推进改革的重要方法。 他
通过讲述陕北“梁家河记忆”， 表达自己对
基层群众的感情， 表达改革发展要不忘初
心：“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 老百姓是我们
的衣食父母， 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的宗旨。 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
仆， 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

通过故事，讲述中国大国外交之“道”。 朴
实而有温度，凝练而有深度，习近平在国际场
合的演讲，文风清新，独具魅力，已经成为国
际政坛的重要“品牌”。 中国梦、合作共赢、正

确义利观、亚洲安全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
平发展道路……这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
念，通过习近平演讲中的一个个生动故事，变
得易懂、易记、易传播、易接受。 2014年8月22
日， 习近平在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发表演讲
时说：“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
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 欢迎大家搭
乘中国发展的列车， 搭快车也好， 搭便车也
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 ”
“搭便车”本来是国际上一种嘲讽中国、抹黑
中国的论调，但在习近平巧妙引用之下，不仅
幽默地驳斥了变味儿的“中国责任论”，也传
达了中国合作共赢的外交理念。

有哲人说， 谁会讲故事谁就能赢得受
众， 谁就会拥有话语权。 历史和现实都说
明， 政治家深谙本国历史文化， 洞察世界文
明潮流， 善于通俗易懂地向本国人民和外国
朋友讲述治国理念， 为公众所理解和认同，
才有可能成为优秀的舵手， 引领国家冲过激
流险滩， 驶向胜利的彼岸。

能看到多远的过去， 就能抵达多远的未
来。 理论是灰色的， 而故事色彩斑斓。 所谓
“本立而道生”， 我们编写 《习近平讲故事》
一书， 就是希望读者能从中学习做好舆论工
作的艺术， 体悟故事背后的治国理政之道，
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 并不断书写更
精彩的中国新故事。

是为序。
(《习近平讲故事 》 人民日报评论部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自由撰稿人”黄三畅
林萧

去年秋，收到黄三畅先生给我寄来的一本散文集，看“作者简介”
时，第一句是“自由撰稿人”。 我笑着说，这老夫子也真是，有头衔也不
要，有的人求之不得呢。

一次，武冈一中请黄三畅去做文学讲座，打电话问他海报上怎样
称呼他，他说：“就是业余文学爱好者黄三畅。 千万不要写什么作家之
类！ ”

我还早听黄三畅说过：“一个写作者，要靠作品说话，靠头衔唬别
人，是不能得逞的。 ”

他是武冈市作协副主席，别人喊他“黄主席”，他要么不答，要么
说，“我是老师，喊黄老师！ ”

黄三畅说，他别的头衔都不要，只要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的头衔就
可了。 他说，教书才是他谋饭的手段，写作只是一种爱好，充其量也不
过弄点油盐钱，因此首先要把书教好，其次才考虑把文章写好。 但其
实，黄三畅是把教学和创作的“矛盾”处理得很好的。 他书教得好，是一
方名师，创作也佳作迭出，硕果累累。 古人说教学相长，他是“教创”相
长。

黄三畅退休后，有人请他到外地一个学校去教复读班，开出的年
薪很诱人，但黄三畅说，不去，再加一倍也不去。 那人不解，说：“知道你
喜欢写文章……你每年能弄到多少稿费？ ”黄三畅说：“你开出的年薪
的百分之一都没有。 ”那人说：“那你……”黄三畅就给他讲一个古代寓
言故事，那人听得要懂不懂，叹着气走了。

退休后黄三畅就是“专业作家”了。 体裁除了原先喜欢的小说，也
写散文了。 他的散文有独特意味，《行吟古城古州》写的是乡土历史文
化风俗，有的人居然拿着他的书，到他写过的地方去观赏、感受、体味，
然后说，真的感受、体味出特有的味道了。

这“特有的味道”可不是轻易得来的。 退休后的黄三畅常常一个人
戴一顶遮阳帽，骑一辆自行车，奔走于城郊。 他说武冈城郊方圆20里的
每一个村庄都到过，有时遇到一棵树一眼井一座古桥一座破屋一段石
板路……就要凝视、流连大半天。 早几年他在一座破旧的古屋前流连，
被人怀疑是来偷古屋的花格子窗棂的，逼他到村长那里去。 见了村长，
大喜，原来村长是他好些年未见的文学朋友……

周轶凡

一场雷雨， 半载春秋。 曹禺先生
的 《雷雨》， 成功表现出两代人杂乱
如麻的情感纠葛， 使人看了难免心头
郁结， 惶惶如失， 真切地感受到大雨
裹挟雷电滚滚将至的沉闷与忐忑。

鲁四凤的犹豫、 周萍的懦弱、 周
冲的幼稚、 周朴园的现实、 鲁贵的
势利 、 鲁侍萍的多虑、 鲁大海的莽
撞……纷纷杂杂的闹剧一场， 前冲后
突的囚犯一群。 只有周繁漪一个人，
磊落凛然， 用她对“爱” 的无限渴
望， 用疯狂的恳求、 哀祷， 甚至是一
场破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

很多人说周繁漪是一个不负责任
的、 莽撞的、 冒失的疯女人。 我是不
同意的。 在我眼中， 周繁漪是一个在
爱中得以栖身， 为保全它不懈战斗，
最后于爱火之中俱焚的悲壮人物。

周繁漪已经是一个将死之人了。
她马上就要在一所巨大的、 沉闷的、
充满阴谋与诡诈的大宅子中朽化。 她
空有一生有破坏性的爱恋， 在这禁锢
的、 浓黑的阴冷老宅中日渐颤抖地消
逝。 这时， 周萍出现了。 在周繁漪的
眼中， 他是博学体贴、 温柔而不乏勇
气的男人， 是一个能让自己的生命再
有归属的爱人， 而非自己在周家的大
公子， 自己名分上的儿子。 她能切身
体会到的， 是自己对猛烈的、 不计后
果的爱情的渴求， 是自己生存意义的
重新找回。 这种幸福的感受那样浓

烈， 给了一个瘦弱女子毁灭一个庞大
家族的勇气和力量。

对于很多批驳与厌恶的声音我完
全能够理解， 在最后那一场可怕的雷
雨中， 周繁漪仿佛就真的如她自己所
说：“毁坏这个家庭。” 也证实了那一
句“暴风雨就要来了， 看着吧！” 不
是对周萍的恐吓， 而是心如死灰后对
背叛者的审判。 她是一个过于诗意化
的人物， 她是一个以爱为生， 却仿佛
不懂如何去爱的人物， 她的爱缺少忍
让， 看起来复杂而与恨交织， 浓郁地
磅礴而下， 带着极其危险的破坏力。
在旁观者看来， 她是那样自我、 自
私， 太敢爱敢恨。

于是， 我们宁愿做鲁侍萍。 用肩
头扛起苦痛， 低头坚韧地向前走， 没
有冲动， 没有冲昏头脑的爱或情感，
或曾有过， 但也不再相信。 我们辗转
于生活与自我， 有无数的界限和禁
忌， 蹑手蹑脚， 患得患失而行。 我们
也曾有过一场爱， 一场如洪水猛兽般
肆虐于心的爱， 一份被背叛后了无生
机的爱， 只有你一个人还呆呆伫立原
地， 默默流泪的爱； 另一个人回头消
失了， 就像周朴园， 或是像周萍， 你
们之间突然只剩下利益或哀求， 你会
怎么做？ 如鲁侍萍与爱一刀两断， 不
再触碰， 不再有丝毫相信， 还是如周
繁漪仍去坚信， 并为爱去反抗去捍
卫， 甚至引火焚身？

无论如何， 世间很难找到这样一
个以爱为生、 敢爱敢恨的女子了。

《论语 （吟诵版）》
刘强 注译 李华伟 吟诵 岳麓书社

这 是 一 部
可 听 可 读 可 看
的 《论语 》 。 由
《百家讲坛 》 主
讲 嘉 宾 、 同 济
大学教授刘强 ，
对 《 论 语 》 进
行 注 释 和 白 话
翻 译 ， 并 对 论
语 进 行 导 读 ，
另 附 《 论 语 》
原 文 普 通 话 朗
读 和 以 古 法 行
腔 清 口 吟 唱 的
音 频 ， 是 有 声
吟诵版 《论语 》
大众读本。

特别推荐

用故事讲述治理之道
———《习近平讲故事》序言

编辑手记

为汪曾祺先生
做点小事

湘人书话 我读经典

《雷雨》周繁漪：以爱为生

走马观书

《三居其一
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
王湘穗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中国的复
兴， 需要对世
界局势有正确
的判断， 并据
此确定国家大
战略。 顶层智
囊、 著名国际
问题专家王湘
穗从国家战略
的高度， 以清
晰的逻辑分析
未来世界的格
局 及 发 展 走
向， 立足中国
的国家利益 ，
提出理性、 合

理的中国大国发展设想。

《走出自己的天空》
何江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本书是宁乡
小伙子 、 哈佛大学
学生何江在世界著
名历史学家尼尔·弗
格森教授的指导下
完成的 。 全书共分
十个章节 ， 每个章
节都记录了农村生
活的不同侧面 ， 它
们拼接在一起 ， 则
又组合成了农村生
活的一个全景 。 这
不仅仅是一本关于
何江自己的书 ， 更
是 关 于 他 的 家 庭 、
他所成长的村落的
一本传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