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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孝纪

我创作这部专写乡村日常旧器
物的系列散文《晴耕雨读 江南旧
物》，是出于一种巧合的机缘。

五年前，我来到远离故乡的异地谋生。 工作渐趋安定，没由来
地害起了怀乡病，怀念我儿时的村庄和土地。我便隔三差五地写一
篇关于旧日生活的小文，多年不曾摸过文学书籍的手，竟然从此爱
上了散文，网购古今散文著作，逐一阅读，月复一月，至今五载。

2015年初，我完成了第一本乡土散文集《八公分记忆》的写作。
那时，我有一个初步的设想，把故乡旧时日常生活的手工器物，拟
一个清单，写出一两本专门的散文来，还原远逝的旧时粗糙又简朴
的农耕生活。 但彼时也仅仅是一个想法而已，并未深思。

随后，我转向了另一部散文集《时光的味道》的写作，同样更多
的关于故乡的人事物。 写作过程中，经申报评审，这部集子竟然入
选2016年湖南省作家协会重点扶持作品选题。 当年六月，《时光的
味道》完稿，随即交付出版。

写作一旦上了瘾，就如鸡肋，弃之可惜，不写难受。当今是一个
全民写作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精神空虚的时代。 于我个人而言，
写与不写，多写一本还是少写一本，对这个人潮如海的社会，就如
一粒微雨，一粒尘埃，没有丝毫影响。 不过，环顾周边的文友，看着
他们毅然前行的姿态，自觉还是要再为故乡尽些许职责，尽管渺小
如一粒微雨、一粒尘埃，便毅然决然投身于故乡旧时器物的书写。

当我拟出一个清单，分出草叶、铁器、瓦器、石器、竹器、木器等
若干篇章，发现故乡八公分村那方巴掌大的山区一隅，旧时简朴的
农耕岁月日常生活的手工器物粗略统计就有上百种之多， 小有惊
讶。此时我也先后看到了几本描写乡村旧器物的散文集，那些作家
在两三年前、四五年前，甚至更早，就把目光投向了这一块旧时光
的生活场域。 显然，他们也同我一样，害了严重的怀乡病，比我还
早。

尽管已有慧人早从我的前面走过，我想，我还是要把罗列出来
的那些已逝的和即将消逝的故乡旧时器物写出来。不为别的，只为
保留一份微不足道的对故乡的记忆， 只为我那更微不足道的个人
的心安。何况我的旧日青砖黑瓦的偌大村庄，在早些年高速铁路修
建中已夷为平地，只剩下八九幢残破不堪的空荡旧屋，像几个失落
的孤魂，在遗址上默哀凭吊，随时都会坍塌消亡。 我不把它们写出
来，拍成照片，恐怕若干年后，连一丝踪影也没有了。

我们的时代，正处于高速飞奔的工业化发展中，城市生活所及
的种种器物，差不多都是批量生产的工业品。“任是深山更深处”的
偏远乡村也同样不可避免。那些散发着体温的粗糙的手工器物，正

一件一件消失在无可挽留的时光里。
那么，当有一天，在经意或不经意间，你看到了这本

书，不妨坐下来，翻开，读下去。 它会温和地向你讲述一个
个旧器物背后的旧时生活片段，纯朴而温暖。倘若也勾
起了你的一丝怅然，或怀想，甚至泪光，我会向你致敬。

因为我想，就像乡村失落已久的魂魄，那些粗糙的
手工器物值得铭记，值得招魂。

（《晴耕雨读 江南旧物》 黄孝纪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津辉

《她这样的一生： 爱琳娜·马克思传》 是首部关于
爱琳娜·马克思的中文传记作品， 详细记录了她传奇的
一生和最后悲伤的结局。 作者通过严谨的调查和细腻
的描写， 将长期以来默默无闻的马克思小女儿展现在
人们面前。 “这个故事将爱琳娜·马克思的一生叙述得
如此之好！ 一下子让读者成为马克思家里的客人。”
英国 《每日电讯报》 曾如此评论本书。

爱琳娜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 作为马克思的
女儿， 她的身份往往会让人忽略她为社会进步所作出
的贡献。 她是首位领导英国码头工人及煤气工人工会
的女性， 八小时工作制国际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同时也是女性主义的先驱。 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深厚
的友谊对她的人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恩格斯更是将
她当作自己的女儿一样对待。 作为秘书和研究员， 她
不知疲倦地为她的父亲马克思工作了许多年， 编辑了
不少马克思的重要作品， 这些著作奠定了马克思理论
的基础。

爱琳娜自身具有很强的人格魅力。 她善于演讲，
熟练掌握多国语言， 是 《包法利夫人》 的首位英译者，
在戏剧方面也造诣颇深， 翻译并出演了多部易卜生戏
剧作品。 无论是她“永远向前” 的座右铭， 还是她对知
识的渴求、 对文学戏剧的热爱、 对人性的敏锐感知、 对
贫苦百姓的同情， 都有着巨大的魅力。

这是一位来自杰出家庭的杰出女性， 她的故事比
一般人的包含了更多的爱、 幽默、 悲伤、 失望、 成就。
本书通过对爱琳娜·马克思不平凡的一生的生动描写，
也刻画出了一幅迷人而又丰富的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
国、 美国及欧洲大陆的生活图景。

（《她这样的一生： 爱琳娜·马克思传》 [英] 瑞秋·
霍姆斯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有趣的“魔术老虎”
梁小平

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新出版的 《魔术老虎智慧童话系列》 是
一套引人入胜的书。 它传达出一种独特的儿童游戏精神和奇特的
想象力， 行文活泼欢快， 每篇之间或有联系， 或无关联， 但都贯
穿着一条主线， 那就是用幽默、 轻松的笔调讲述小男孩笑巴巴和
魔术老虎的趣事、 乐事。

这套书一共6本：《午夜神秘来客》《森林里的猎人》《古灵精怪
学校》《疯狂魔术师》《长故事的大海》《狮王酷星球》。单是有趣的书
名，就很使人神往了。同时， 这套书有一个充满魔法的童话形象，
叫“魔术老虎”。 魔术老虎像极了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 有与生
俱来的善良与同情心， 乐于帮助别人， 能解人燃眉之急。 魔术老
虎毫不掩饰的快乐， 层出不穷的变化， 向我们传达了属于童年的
美好、 力量、 信心和希望。 孩子们在这些有趣的故事中， 能尽情
放飞想象的翅膀， 沉浸在童年时光的满足感中。 每个孩子看了大
概都会渴望童年里有只魔术老虎伴随左右吧。

谢乐军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我钦佩他有一颗蓬勃的童心， 欣
赏他故事中压抑不住的儿童情趣。 他的童话王国， 热闹非凡， 妙
趣横生， 有鲜明的时代感、 动画感、 立体感， 相信他笔下魔术老
虎的形象会走进千千万万小读者的心中， 相信每个“认识” 了魔
术老虎的人， 都会心有所
感， 心有所悟， 露出灿烂
的笑容。

（ 《魔术老虎智慧童
话系列》 谢乐军 著 湖南
少儿出版社出版）

《新供给主义经济学》
滕泰 著 东方出版社

新供给主义经
济学提出新供给创
造新需求的基本原
则 ， 一旦资本 、 资
源 、 劳动开始向新
供给集中 ， 老产业
的产能过剩将自然
消除 ， 整个经济不
但恢复均衡 ， 而且
将 开 始 新 的 增 长 。
作者滕泰是著名经
济学家 、 新供给主

义经济学与软价值理论的创立者和代表人， 现任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
学、 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

《书虫日记五集》
彭国梁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书虫彭国梁在国
内读书界已具有相当
的知名度， 此前已在
湖南教育出版社、 上
海辞书出版社分别出
版了一至四集。 此书
涵盖大量的买书、 读
书信息， 赢得了读者
尤其是书虫的青睐 ，
是一本独特的读书随
笔集。

张富泉

唐之享曾任过市委书记、 副
省长， 然则在其桑榆之年， 签送
我 《岁月如诗》 一本诗集， 说是
退休后搬家， 难得时间清理， 读
着自学校至工作余暇之作， 怦然
耳热而心动， 故选出二百余首求
教于大方。

我接过来翻翻， 时见闪光之
句， 细看竟不能停辍， 读毕掩卷
而叹。 由于该诗集多为写实之
作， 加之本人刀笔小吏， 自幼饥
饿记忆太深， 富民强省心切， 读
“唐诗” 不免联想到一大堆实事
与好事， 也就多有了诗情画意之
厚重感……

比方， 《岁月如诗》 辑入的
《岳麓书院》 写道： “学府千年
盛， 芳名九域扬。 高贤传道地，
雅客赋诗场。 正脉濂溪秀， 高堂
御魔香。 开来宜继往， 大道壮湖
湘。” 这是1999年5月， 诗人陪
同教育部负责人到湖大调研， 来
到岳麓书院的即兴之作。 诗前的
小序中他还写道： 一次次走进岳
麓书院， 感到加快湖南教育发展
重任在肩。 可见， 诗人为官如履
薄冰， 心里想着加快发展， 总感
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

这 《岁月如诗》 中有不少佳
作， 如写桃源县创办桃花节的
《桃花咏》、 开发“放大的盆景，
缩小的仙境” 所作的 《沁园春·
张家界》、 指导凤凰县旅游新发
展， 夜宿凤凰写的 《水调歌头·
凤凰之夜》、 率队香港举办湖南
投资贸易洽谈会写的 《鹧鸪天·
香港回归》，还有《谒花明楼》《彭
德怀纪念馆开馆有感》《瞻仰贺
龙故居》《瞻仰胡耀邦故居》《谒
舜陵》《板仓杨》 等“六谒诗”，
和写汨罗龙舟赛的 《忆秦娥·
端阳节》 等等， 写的都是旅游
外贸工作感受， 记载着诗人走
过来的脚印。

诗人14岁就读初中时诗作
《黑板》 所言： “容颜如墨千回
抹， 胸次尤深万卷藏” “但存方
正留高节， 犹衬师魂映艳阳”，

教室里的黑板， 容颜如墨、 质朴
无华， 但作为老师传授知识的工
具， 亦可方正高节映衬师魂。 诗
人分管教育而非行家里手， 那就
做倾听教师心声、 服务人民教育
的一块“黑板” 吧！

可以说， 正是诗人这种甘当
“黑板 ” 的工具精神， 促使他
“一次次走进岳麓书院”， 来到
“学府千年盛， 芳名九域扬” 的
“高贤传道地”， 从先贤那里领悟
办学力量与方略。

教育强省的“湖南梦” 沉甸
甸地压在心头， 诗人在想如何破
蛹化蝶？ 他一路捕捉、 一路寻
找、 一路讴歌， 自 《夜读》 “大
院潇潇夜雨淋， 挑灯夜读喜艰
辛 ” ， 到 走 访 中 南 工 大 、 湖
大、 师大等高校， “尊师重教
古 今 然 ， 立 雪 程 门 拜 两 贤 ”
（《感谢师恩》）， 在长沙、 常德中
小学课堂里， 诗人收获“普九”
的喜悦， 写下 《粉笔》 和 《讲
台》 等诗作， 热情讴歌教师默默
无闻的奉献， “洁白无瑕两袖
清， 芸窗甘愿献丹诚” “甘育芝
兰铺锦绣， 勤浇梁栋布康庄”。
从城市到农村， 从省内到省外再
到国外……在怀化山区炉亭坳，
诗人感受到了“社会成千上万
行， 成才才是大方略” （《赞炉
亭坳中学》）； 而在英国牛津、 剑
桥大学， 诗人以中国教育国际交
流协会副会长的另一重身份到
访， 受到校方热情接待 ， 诗人
深入地体验剑桥这座“诺奖 ”
得主最多的摇篮拥有35所独立
学院且全都自负盈亏的奥妙 ，
在 《参观剑桥大学》 一诗中，
深为之赞叹： “剑河破浪泛扁
舟， 学府真经第一流。 自负盈亏
卅五院， 鲜明特色各千秋。 启蒙
之所智之源， 诺奖高擎势薄天。
风格不拘育梁栋， 振兴教育逐丝
鞭” ……

之享耄耋之年的彩霞满天，
掐头去尾六十年的波澜壮阔， 记
于诗海， 选编成册， 真所谓“大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 立功名兮慰
平生”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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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的行走
刘代兴

杨云笔下悠长的雨巷， 让人联想到戴望舒的那首名
诗《雨巷》来。 那是一个令人心旌摇曳充满浪漫情调与古
典风韵的地方，是江南特具富有诗情画意的场景。 杨云用
她生动的文字，构筑了一个纸上梦幻般的雨巷，艺术地呈
现了一个风云无边精美绝伦的古城堡。

杨云是一名虔诚的歌者。 中国古代的乐府诗，诗的最
后总会加上一句“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文学即灵魂的歌
声。 杨云为家乡歌唱，她将唱给家乡的声音，化作文字编
成了这本集子《在悠长悠长的雨巷等你》。 作为古城的女
儿，她有太多的爱，太痴的情，太丰富的理解，太深沉的感
激。 她按捺不住，用文字记载下古城的悲欢离合，那是她
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劳作、奋进与追求的生命历程。 她
也真实地记录下自己生命中的那份疼痛、伤灼与迷茫，获
得自我净化与蝶变。 杨云写过诗歌，这本集子里，许多很
美的诗句，犹如焰火一般闪耀，照亮了我的眼睛。

杨云又是一名不倦的行者。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道：
“此刻有谁在世上的某处走，无缘无故地在世上走，走向
我。 ”杨云专心致志地读好古巷这一本巨著，一心一意地
行走在古城这一座巨堡中，古城犹如一座巨大的宝库，让
她受用一辈子， 让她以此走向我们。 这“中国第一古商
城”，地处沅水、巫水汇合处，起源于春秋，成型于盛唐，鼎
盛于明清，民国时期繁华一时，绵延已逾千载，是国内保
存最完好的古建筑群之一。 历朝历代积聚丰厚财富的同
时，也孕育了悠久的历史，积累了灿烂的文化。 在这本集
子里，会看到作者常常“走进深邃的时光片段”，“行走在
雨巷深处”，“行走在古城青石板上”， 正是有了这样的行
走，目光与古城对视，身子在雨巷的风中颤栗，灵魂在封
火墙上诘问，才有了如云霞般的思绪，落在了笔尖，凝成
了这部文集。

杨云还是一名聪慧的智者。 孔子云“智者乐水”，其
实，智者也“乐景”“乐物”。 杨云的书写智慧在于，她不仅
将古城的概貌胜迹、建筑布局与历史掌故一一道来，更充
分挖掘出古城的资本积累、 历史变革与社会发展内在的
规律与线索，以一桩桩考古的发现与探究，以无可争辩的
事实，揭示古城的起源、发展、兴盛与衰败的密码。 古商城
的财富曾盛极江南，一个油号便可网及全国，货达三江，
这对于一个闭塞荒蛮的湘西来说，是一个奇迹。 这奇迹的
诞生，还是在于商道文化的繁衍、传承，“吃亏是福”“鱼龙
变化”“方圆相济”“承德发祥”，莫不是缔造这座古城商业
神话的圭臬要义。

杨云以她的行走，以文字复原了一座古城，让我在这
座城堡里，乐不知返，不知今夕何夕。

（《在悠长悠长的雨巷等你 》杨云 著 团结出版社出
版）

走马观书

新书导读

她这样的一生

《文学或者音乐》
余华 著 译林出版社

书中所收录的 28
篇文章 ， 记录了余华
30年 的 个 人 阅 听 史 ，
他对经典巨作的一次
次沉潜 、 一遍遍重读
与回响 ， 都被浓缩在
300页的字里行间 。 在
这里 ， 他以 “写小说
者” 的敏锐和同感力，
反复叩问 ， 引领我们
走近博尔赫斯 、 福克

纳、 卡夫卡、 契诃夫、 马尔克斯、 肖斯塔科维
奇、 柴可夫斯基等巨匠大师， 条分缕析他们的
叙事技巧， 抵达他们创作中的秘密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