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幸存者》：
一代人的

心灵备忘录
李汶璟

陆天明最新长篇小说 《幸存者》
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该小说
是作者经五年酝酿准备， 两年多的写
作， 呕心沥血完成的关于一代人的心
灵史。

为描绘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
革开放近40年艰难玉成的历程， 陆天
明计划以三部长篇构成“中国三部曲·
骄阳” 的形式， 展现几代人在翻天覆
地的岁月里经历的重大转折。 因为主
题鲜明、 题材恢弘， 该“三部曲” 被
列为十九大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 也
是其中唯一的一部文艺类图书。

《幸存者》 全书近36万字， 讲述
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内陆， 来
自大城市的支边知青谢平、 向少文、
李爽等人接受时代感召， 投身于新中
国的边疆建设， 不料由于一场爆炸事
件， 令他们的命运发生了转变。 尘埃
尚未落定， 崭新的时代已然来临， 他
们面临着另一重机遇和挑战。 而后，
十多年前的爆炸揭开了更多秘密， 真
相在扑朔迷离中显现……

“寻找钥匙” 是 《幸存者》 的主
题之一， 表现了谢平、 向少文、 李爽
等人寻找灵魂信仰之门的钥匙中付出
的艰辛。 幸福不是一蹴而就的， 陆天
明借这些青年人进行了大量的思考。
哪把钥匙才能打开那扇正确的门， 哪
一扇门才能通向康庄坦途？ “一切还
只是开始。 一切都在过程中。 最后是：
一切皆有可能。” 对于年轻一代， 那是
他们父辈在那个时候的思考与追求，
对于当下的年轻人， 仍具有启示意义。

陆天明执意不按固有的标准写作，
只遵从自己一生风里雨里泪里火里得
出的意旨：“写下我们的一生，并给自己
一个活着的理由。 ”实践一位智者对他
的劝诫：“写作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必
须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 ”正如他自
我激励时写下的那样：“剖开这些文字，
会有血流出来。 ”

《幸存者》 所讲述的热血青年一
代人， 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承上启下，
经受过磨难， 了解中国实情， 懂得珍
惜与回报， 也有追求的魄力与方向感，
是中国经济建设的精英， 是改革开放
巨大成就的参与者。 陆天明将视角对
准这一代人， 以饱满的情感描绘出他
们曾经的风雨激荡， 探寻这一代人精
神的深度和广度， 成功地书写了他们
的思索、 追求和奋斗， 为历史留下了
一份珍贵的备忘录。

（《幸存者 》 陆天明 著 人民文
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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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青

跨界是成功的捷径， 也是当代社会
的普遍现象，无论商界、学界还是文艺界
都大量发生。《信息时代的管理哲学》似
乎想成为跨界的标杆， 从书名就感受到
这一势头，信息学、管理学加上哲学，要
从这三门令人生畏的社会学科中整合
出一套理论， 解释人类行为或者社会的
发生、发展，作者不是天才就是狂人。 因
此，这似乎是一本难读的书。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 作者似乎是个
中规中矩的书生。 全书共九章， 第一章
为概论， 看起来像那种老套路下的全书
概要： 第一节管理的定义， 第二节管理
的特征， 第三节管理体现人类历史。 但
顺着简洁的标题展开阅读， 会发现， 语
言所传递的信息与表象截然不同， 概论
一开始， 作者写道： “基因作为生命传

承的物理条件， 是大自然的杰作。 它编
码生命诞生、 成长、 死亡的全过程， 是
决定人之为人的自然力量。 简单是基因
的语言， 管理学理论建立在基因之上。”
这完全突破了传统理论的表达， 是崭新
的管理语言， 其背后潜藏着一种全新的
管理思想与理念。 在全书的宏大结构
中， 遍布着思想及认识的思考宝藏， 随
手一挖即得。

读这本书， 最好是读一段就掩卷而
思，调动你过去所积累的人类学、生物
学、社会学、历史学、信息学等等知
识储存，将其串联起来，仔细将作者
潜藏在字里行间的思想与内涵淘出，你
会获得更多思想的享受与快乐， 真正读
懂此书。

这本书没有故事， 只有深度的思想
与超量的信息， 但作者却有故事。 作者
本科中文毕业转行教社会学， 然后辞去

公职投身民企， 把管理学研究搬到企
业。 当他决定将在企业中多年累积的管
理研究思想变为文字时， 已是国内某著
名企业高管， 拿着不菲的年薪， 企业不
养闲人， 写此著可能被解职， 他毅然选
择了写作， 少见地成为因想表达思想而
遭解职的企业高管。 解职协议签订前，
企业董事长出手干涉， 开一先例给作者
发一份工资直到其退休， 作者因此成为
拿着企业工资为社会发展而进行探索、
思考的人。 他自称为思想者。

（《信息时代的管理哲学》 章建纯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散落星河的记忆》
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在读
者中享有盛名
的科幻言情小
说 “散落星河
的记忆 ” 系列
第二部 ， 微博
话 题 阅 读 超 1
亿 。 作者对感
情勾勒得细腻
又神秘 ， 展现
出不容忽视的
人性张力。

如何成为
干大事的领导者
赵先权

在央视原台长杨伟光仙逝三周年之际，
一本口述实录体裁的书《我在央视当台长》
出版了，并立即引起了广电行业乃至于新闻
界以及社会各界人士的阅读兴趣。

中央电视台的员工不少人“成名成家”
离不开“杨伟光时代”的造就。 因此，“虽然远
离江湖，但江湖仍然有他的传说”这句话就
是对杨伟光的最高褒奖。 从某种程度而言，
他是传媒界的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干大事不容易。 自古以来，在同样的体
制下，人与人的差别可谓大矣！ 细读《我在央
视当台长》，笔者从中有所领悟、有所感受。

在改革的时代，一个行业、一个单位如
何发展，主要领导者是船长。 杨伟光主动作
为、积极作为，没有等靠要，硬是带领团队与
全体员工闯过一个个禁区，在不长的时间内
就将弱势的电视媒体转变为一流媒体。 本书
对这一过程进行了具体叙述，可以从很多案
例中看出他是如何当好船长领航。 所谓领
航，就是既要敢于乘风破浪，又不能触礁，更
不能出现“泰坦尼克号”的沉船悲剧。 没有大
智大勇和高超的领航本领，就不能胜任领航
者的职责。

领导者应该是思想者。 没有思想的军队
是愚蠢的军队。 同样，没有思想的领导不是
高明的领导。

书中处处闪耀思想的光芒， 金句频出，
让读者受到教益和启迪。

比如：“对待人才，除了要给予他们应有
的待遇，还要避免大材小用，即要把人才放
在最合适的岗位上。 ”“用人要用其所长，不
一定有才华的人就提处长。 ”“一个团队中，
其余人表现得再好， 只要有一个人出了差
错，就可能让所有努力付之东流。 ”“荣誉与
成功不会自己主动找上门来，而是来自不懈
的拼搏。 ”“具有不断追求与超越的精神，才
是一个团队不断成长与进步的关键要素。 ”

“奇迹，就是在不可能之中寻找可能。 ”
比如：“不管是做事业还是做人，都需要

有梦想。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梦想等同于
信仰。 它代表着一种坚韧，一种奋进，也代表
着一种披荆斩棘、不轻易放弃的勇气。 在开
疆拓土的过程中， 尤其需要这样一种精神。
没有这样一种精神， 我们就成不了勇者，更
成不了强者。 ”

比如：“我一直主张站在高处，一定要有
高瞻远瞩的战略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把握
住现在，也能掌握未来。 ”“站得高，不能仅仅
是一种姿态，也应该是一种心态。 不能仅仅
抓住眼前的一点点利益，而忽视了未来更多
更大的机遇；不能只看到一棵大树，而忽略
了它后面的一大片森林。 ”

这些话语，是思想的结晶。 对于所有人
都是金玉良言。“君子赠人以言”，相比一些
华丽的空话和废话， 这些良言是金不换，而
又是如此朴实无华。

领导者是仁义者。 真正有权威的领导，
是不怒自威， 依靠自身的人格魅力使人信
服。 本书的附录《我所知道的杨伟光》是原
《新闻调查》制片人夏骏写的文章，很值得一
读。 其中的点评很中肯：“我在与杨伟光最后
十多年的交往中，极少听到他谈‘官经’。 ”

“他首先是一个事业家。 ”“与他老人家交流
的过程中，他从未表现出一种长辈的、上级
的、权威的架势，而是始终处在一种极其平
等、和蔼、开放的气场状态。 ”

书中还有多处关于杨伟光关心和爱护
员工的故事。 比如，杨澜在事业巅峰之际想
出国留学又怕台长不同意，很忐忑，但杨台
长表态说，“年轻人就应该在年轻的时候多
学点东西，要敢于突破自己。 ”“对于年轻人，
不论从长者的角度， 还是从领导者的角度，
我的观点始终是， 应该给予他们成长的空
间。 ”

杨伟光还主张“宽人严己”，要给犯错误
的下属纠正错误的机会。 只是对那些冥顽不
化、屡教不改的年轻人“不会留任何情面”。
所以他的管理是有原则的， 不是放任不管。
读者可以从书中的许多细节描述去体会。

（《我在央视当台长———杨伟光口述实
录》 刘世英 编著 新星出版社出版）

新书导读

走马观书

《顶天立地谈信仰
———原来党课可以这么上》
徐川 等 著 人民出版社

顶天立地的人
生支柱在于对真理
的信仰 。 本书的 80
后 、 90后创作者鲜
活有趣地展示了党
课的深刻内涵 ， 是
将党课进行通俗化、
大众化的尝试 ， 旨
在以喜闻乐见的语
言 ， 使广大青年对
共产主义、 共产党、
党章等有形象生动
的认识。

《维米尔的帽子：
17世纪和全球化世界的黎明》
［加］ 卜正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是加拿大学者 、
汉学家卜正民的代表
作。 作者用举重若轻 、
流畅有趣的笔触进入
17世纪的历史 ， 透过
绘画 、 瓷器这样的艺
术品 、 器物和一些人
物的经历 ， 三百多年
前观照表象背后东西
方政治 、 文化 、 经贸
上的交流。

微书评 哲学与思考， 管理与行动

读有所得

藏月入怀中
董夏青青

唐朝晖是位不讳言出身的作家，
他常在采访中谈到出生于湖南湘乡
农村，少年、青年时期全部在那里度
过。 尽管日后到北京生活，但湘楚大
地仍然是他精神内核的形成之地，他
的内在情感和精神无时无刻不在感
召他、催促他，让他回到故土，为故土
写作和发声。

《折扇》的写作，从一开始便具备
了近似修行的仪式感。 在三年多的时
间里，唐朝晖在永州的江永等地四

处走访、 查阅资料、 思考创
作， 只为给剥落的历史重

新填色，给如水雾漫散
的女书文化留下如
皎皎日月般的存在
凭证，同时，更为
读到这些文字的
当下的人， 提供
另一个可以信奉
的梦境， 另一种
值得俯仰其间的
精神之邸。 在这部
看似题材内容阴

性、语辞表达如水的
作品中， 恰恰有着历

史和个人最为坚利的疼
痛， 有着作者针对当下某种

生存状态最不像反抗的反抗。 如
沅江水一般流淌的文字下，潜藏着不
动声色的情感暗涌，它们是为女书而
来，却又不仅仅只为一种即将消逝的
文字而来；它们是在哀唱挽歌，为一
种表情达意的独特方式的式微，同时
也是提醒苦恼的世人， 对生存来说，
修通一条诉说渠道是多么必要与珍
贵。

女书字之所以伟大，不在于她是
一种文字标本，标明了古人发明文字
的聪明才智。 这是一种完善的表情达
意系统。 女书字，有一套完整
的文字使用体系。 当地的女人
们会用它来写具有自传性质
的《三朝书》，也会把女书字写
在小折扇上， 托人带

给结交的姊妹，传情达意。 而八百多
个女书字，对其使用者而言，最要紧
的目的就在于三个字———“诉可怜”。
因为有了倾诉的渠道，纵使生活是在
泥地里打滚， 心里也有盏灯亮着，标
示希望之所在。

如今，通信较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代都发达，人们能借助多种便捷工具
互通信息的有无。 但有时候过分发达
的发声渠道， 反而会使声音交杂，无
从辨认个体的呼喊。 2017年，微信已
拥有八亿多用户，每个人都拥有自己
的朋友圈， 但朋友圈并不是诉说之
地，不是让我们在一段空白处真正面
对友人说出那些话的场所。 某些时
刻，反而成了隐藏、矫饰自我的地界。
个人的痛苦可以表达吗？ 可以，但它
会迅速淹没在其它信息之间，甚至被
看成过度关注自我而衍化的精神失
调。 人表现出人应有的弱点，已渐渐
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甚至不再是应当
被普遍接纳的事， 人应当角色分明，
将情绪管理作为参与工作的前提。 这
时，谁吟唱生活的不易、歌颂姐妹们
牵手传香的情谊，都显得如此不合时
宜。 我们不敢表露脆弱，不敢冒“出
局”的风险。

但人真的能超越“诉可怜”的传
统么？ 能在压力之下若无其事地如机
器一般持续运转？ 得不到诉说的痛
苦、无法排遣的愁闷，最终长成精神
的溃疡。 在如今男女平权的社会主体
氛围之下，如果男人和女人们能保留
“诉可怜” 的传
统， 能有一点微
弱的、 破除人与
人之间情感
壁垒的

机会，人心将会获得多大的安慰。《折
扇》这部书反复在说的是，一种人类
古老的情感传统。 女书字也许将在未
来某天失传，但人类互相倾诉、与人
取暖的古老传统是不可遗失的。

《折扇》中写道：“瓦，深灰色，深
到黑，翘起来的飞檐，托着瓦，把成片
的老房子往上拉， 紧紧地挨在一起，
展翅欲飞，或收翅欲停。 现在，像一群
惊弓之鸟，胆战心惊，虽紧贴在一起，
相互取暖，老了，飞不动了，贴得如此
松散而无力。 ”这些砖瓦蕴含的美与
丰饶的精神质素至今仍在微弱地发
光，企图照亮离去后便鲜有人回首的
乡村之路。

在人类文明的路上，人们都向各
自的神明祈求获得力量，但生活也同
样在他们的膝下被磨出淤痕，任他们
其中许多人在挣扎中慢慢耗尽血液。
千禧年后，从乡村走向城市的人们不
计其数，只有通过阅读《折扇》这样的
作品才可能知晓，为什么如此巨大的
人群迁徙没有造成社会的动荡？ 因为
他们是从无数个江永这样的乡野走
出去的人，白天他们在城市中一言不
发，待到扛着疲惫拖拖拉拉地回到家
里，他们的意识仍与河流并肩躺在一
起，氤氲的小庙香火气息仍盘旋在他
们心上。 从现存的乡村秩序中，他们
获得的是梦里一只空气的蝴蝶、一声
温和而懒散的叹息，以及永恒不灭的
深沉的平静。

收起折扇，合上书页。 只道是同
心可相赠，藏月入怀中。

（《折扇》 唐朝晖 著 北京十月
文艺出版社出版）

特别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