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情守真心
本色通大道

达夫

捧读杨金鸢先生 《守住真心》， 仿佛听一
位长者智者纵论世情、 畅谈人生。 他深入浅
出， 娓娓道来， 饱含感情， 妙语迭出， 给人
清风拂面、 清茗醒神的感觉。

《守住真心》 不是一般的公文材料、 工作
笔记， 而是思想随笔、 哲理散论， 具有思想
和语言的原创性和纯粹性。 就文体而言， 该
书可归于“大散文” 范畴。 全书正文20篇，
另加1篇附录， 其中8篇谈修身做人， 12篇论
从政为官， 附录是回忆文章。 所论都是人生、
事业的重大问题， 所发都是朴素平实的表达，
充满本色的语感、 情感的温度、 思想的力量
和理性的光彩， 哲理性、 思辨性、 可读性较
强。

最引人处在一“真” 字。 作者要守住的
“真心”， 大抵是天然本色、 真纯赤诚之心，
表现在待人处世、 著书立论的态度上， 真率
为人， 真情为文。 书中抒发的是真性灵， 表
达的是真情感， 传达的是真感悟， 论述的是
真思想。 全书不立空论， 不谈玄言， 不讲大
话， 说的都是与立身处世、 平凡生活息息相
关的问题， 如心态、 爱情、 事业、 婚姻、 家
庭、 名利、 生死、 幸福、 担当、 为官、 廉政、
恤民等。 作者调动了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
做官处世为人的经验， 不回避社会、 人生的
矛盾， 不掩饰现实的丑恶和人生的无常， 不
蓄意装点伪饰自我， 设身处地， 推心置腹，
现身说法， 把自己的人生体验、 生活遭际、
思想感悟、 学习成果毫无保留地坦诚示人。
这是需要足够的勇气和真诚的， 这正是其中
不少篇什能引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之一。

最惠人处在一“思” 字。 思想的力量无
穷。 恩格斯说： “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
最高峰， 便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我
看来， 如果人人都学会了科学思考， 社会将
前进一大步； 一个社会， 如果个个有想法、
人人没思想， 是非常可怕的； 跟着感觉走的
人可爱而可怕， 跟着理性走的人可敬而可信。
德意志民族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这个民族
爱学习、 崇理性， 具有发达的理性思维和强
大的思考力， 诞生了一大批伟大的思想家、
哲学家。 《守住真心》 的核心价值应该是思
想价值， 其中很多有益的思想成果对于匡正
时弊、 校正人们的认知很有启迪和帮助作用。
作者是从哲学知识背景中走出来的， 具有较
强的辩证思维和逻辑思维能力， 并且善于把
理论和实践有机融合， 把当今主流思想与传
统哲学思想有机融合， 把哲学与心学有机融
合， 形成自己的人生智慧。 如书中关于福与
祸、 脚踏实地与仰望天空、 对立统一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等的论述，
促人思考， 启人心智。 又如讲否定之否定规
律， 总结出“五个结合”： 热与冷、 方与圆、
严与宽、 刚与柔、 内向与外向相结合， 充满
辩证思维。 “世事洞明皆学问， 人情练达即
文章。” 书中的哲思来自于作者丰富的实践历
练和渊博的思想积累， 来自于作者勤读“无
字之书” 的收获， 难能可贵。

最感人处在一“情” 字。 尽管全书以说
理为主， 但作者所陈之理都是有情之理， 情
理结合， 具有鲜明的情感指向和立场态度，
有温度， 接地气。 对生活的热爱， 对事业的
钟爱， 对亲人的挚爱， 对同志朋友的友爱，
充溢于字里行间； 对真善美的坚守， 对假恶
丑的排拒， 溢于言表。 特别是 《不尽的思念，
永恒的记忆》 一文， 讲到父亲克己爱人、 仁
慈豁达以及对子孙的疼爱， 讲到对父亲刻骨
铭心的思念， 直击读者心中柔软处， 感人至
深， 催人泪下。

该书很容易使人与传统文化联系起来观
照。 中国文化传统绵远深厚， 根深蒂固。 古
今士人讲求“八目”， 即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追求立
德、 立功、 立言“三不朽”。 从作者著书立言
的追求来看， 是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思想
文化传统传承的。 在我看来， 这是一种优秀
文化基因的传承， 对于一个国家民族振兴而
言是满满的正能量。

李鲁平

湖南作家文曙写了一部长篇， 这
令我欣喜、 好奇。 欣喜的是几年没有
消息的朋友又有联系了， 好奇的是我
不知道文曙会写出一部什么样的长篇，
因为当下的长篇小说的确太多， 多得
读不过来。 读完了文曙的长篇小说
《半世繁华半世劫·宜红旧事》， 我同样
欣喜， 且惊奇。 欣喜的是小说带给我
一种久违的审美感受， 它温润、 清
香、 典雅、 磅礴； 惊奇的是文曙驾
驭历史的能力以及独特个性的语言
风格。

《半世繁华半世劫·宜红旧事》 讲
述的是一个与茶叶有关的故事。 19世
纪末20世纪初广东青年卢次伦在孙中
山、 郑观应的影响下， 扎根湖南宜市，
苦心研制红茶， 并通过汉口销售到欧
洲市场， 试图开辟一条以茶叶贸易造
福一方民生的救国之路。 他将人生中
宝贵的25年浇灌在了宜市和红茶上，
但最终因为国家和社会的动荡以及国
际红茶市场的激烈竞争， 不得不关闭
茶厂， 回到广东老家。

这无疑是一部用艺术的方式叙述
的茶文化史。 在20万字的篇幅中， 卢
次伦固然是作品聚焦的中心， 但茶也
是作品的中心。 作品对南方茶叶， 尤
其是红茶的产地、 土壤、 气候、 地理、
种植、 采摘、 加工、 品质、 贸易， 乃
至不同茶的口感、 颜色、 香气等等，
都有准确而生动的描写。 对品茶的细
腻描写更凸显出作家精湛的表达能力，
作品从触、 视、 辨、 意、 兴、 会、 感、
知等多角度、 全方位展开饮茶者对宜
红的感觉。 这些围绕茶而展开的叙述，
因为建立在广博翔实的历史和知识之
上， 所以准确； 又因为作家充满了对
这一题材和故事的激情， 近代万里茶
道上各种人物的命运深深盘桓于心，
所以又充满了想象力和感染力。

小说也是一部近代民族资本家和
民族企业的成长历史。 鸦片战争之后，
无数有识之士深切忧虑国家和民族的
前途， 提出了各种道路、 选择、 设想。
卢次伦与表弟孙文正是两种不同道路
的实践者。 他们的人生都是从珠江码
头开始， 孙文坐上轮船去了香港， 继
而海外， 走上了一条社会革命的道路。
卢次伦则跟着郑观应上了轮船， 驶往
汉口。 他在汉口的洋行接触并学习了
现代经济、 贸易知识， 偶尔接触到了
宜市的茶叶， 萌发了从茶叶入手， 实
业举邦、 富国强国的念头。 这是一条
与社会革命同样艰难的道路。 近代通

商开埠之后， 货物的运输和流通主导
权不在国家手中， 初涉市场经济的中
国民族企业家面对掌握强大话语权和
市场网络的西方商人， 步履维艰。 同
许多致力于实业救国的企业家一样，
卢次伦的实业救国注定是一条异常艰
难的路。

但正是在这条艰难的道路上， 卢
次伦呈现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或企业家
的优秀品质。 他锲而不舍， 研究在湖
南北部大山里如何实现茶叶渥堆， 开
创性地把白茶改为红茶。 他以微薄的
力量， 炸礁石， 疏河道， 扶危济困，
倡导教育。 20多年中， 卢次伦一直在
践行着他在珠江码头与孙文分别时怀
抱的理想。 卢次伦身上体现出的对国
家和社会的担当， 对事业的忠诚和热
爱， 对外部世界的自信和客观等品质
和气质， 对当下现代化进程中的企业
家和实业家依然有深刻的启示。

种茶、 饮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
“茶道” 则是这条历史长河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小说把大部分笔墨放在汉口
这个万里茶道的起点， 生动勾画出20
世纪初汉口租界万商云集的繁荣和市
井生活， 从长江到码头到岸上， 从租
界的异国风情建筑里的谈判到汉正街
茶铺里的闲聊和拉家常， 从洋人到江
汉关的官僚、 到买办、 到船夫和茶农，
小说都历历再现， 细腻如生。 作品对
近代汉口商业繁荣的细致了解、 掌握
以及再度清晰描绘， 不仅让我们领略
了近代商业大都会汉口的景象， 更让
我们体会到茶叶贸易在这个东方芝加
哥的规模、 分量以及它与世界的紧密
联系， 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以卢次伦
为代表的民族企业家的开创性及其面
对的挑战。

小说叙述文字典雅， 但并非华丽；
叙述节奏从容， 张弛有致。 卢次伦写
就的宜红历史， 是清香的； 卢次伦在
宜市的20多年茶叶人
生， 是光彩照人的。 如
同宜红的茶香， 小说在
对茶的历史叙述与对
人的命运刻画中， 向
我们升腾起一阵阵浓
郁而明亮的醇香， 这是
历史的气味， 是近代中
国走向世界的脚步带起
的风， 是近代有识之
士代表发自肺腑的呼
唤。

（《半世繁华半世
劫·宜红旧事》 文曙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邓跃东

巴陵之胜尽于洞庭， 洞庭之
胜尽于岳楼。

身为湖南人，还常写散文，40
多岁了， 却未去岳阳楼拜师祖一
回，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前几
天， 忽然遇到一个去岳阳出差的
机会，心中大喜，这回可以了却愿
望了。

为了增强感受， 我提前做了
一些功课，将《岳阳楼记》翻出认
真读了两遍， 觉得这篇古文写得
新颖，以前竟没读出来。 比如“春
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
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
芷汀兰，郁郁青青。 ”语言清新明
丽，节奏明快，诚是古代散文从说
理明道转向写景抒情的开山之
作，现在读来都觉亲近，好似晚清
的文白体。 文白意近，感受更加真
切，我想，到了岳阳楼的那一刻，
又是什么样的情景呢？

殷切之中， 却突然被告知行
程取消。 这如凉水浇火， 刺啦一
片，40年的梦，到底是不能实现一
回了！

感情牵动了，思绪停不下，这
些天老想着这座楼阁， 时不时地
捧书读一遍， 释放一下欲望。 读
罢，禁不住叹服，怎写得这么好，

文思辞藻，从何而来？ 范老夫子也
没去过岳阳楼啊， 这是他的海市
蜃楼！ 可他却写得如临其境，气象
满天。

过去语文老师说， 范仲淹先
生在岳阳楼上临风畅饮， 忘掉了
荣辱，掂笔挥就千古绝唱《岳阳楼
记》。 这让我们心心念念， 似乎登
楼醉吟，就能写出一篇好文章。 后
来翻书得知，事情却不是这样。

北宋庆历四年 （公元 1044
年），外放岳州的尚书祠部员外郎
滕子京重修岳阳楼， 觅人撰文记
之。滕子京想到了好友范仲淹。 他
修书说：“窃以为天下郡国， 非有
山水环异者不为胜， 山水非有楼
观登览者不为显， 楼观非有文字
称记者不为久， 文字非出于雄才
巨卿者不能著。 ”派人携书与《洞
庭秋晚图》，送与在河南邓州任职
的范仲淹。

滕子京的高调是不加掩饰
的，可范仲淹胆子更大，他从未去
过岳阳，竟一口答应了。 何以有这
种自信？ 范仲淹祖籍陕西彬县，父
母去世后与继母在苏州生活，他
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主张
政治改革， 因反对权相夷简守旧
而遭贬，后在邓州、青州、杭州等
地出任太守。 滕子京是他的深交，
也屡遭人嫉，一再被贬，却豪迈自

负，罕受人言，逢修楼撰记，何不
借此向他寄一言。 范仲淹何能写
得情景至真呢？ 他未见过岳阳楼，
但从小随做官的继父朱轭居住湖
南安乡， 洞庭湖的壮丽景观给他
留下了深刻印象， 笔下就不乏色
彩了。 由此，因楼生情，借题发挥，
表达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
见解，敞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

想不到，由记而寄，别具一格；
寄意超俗越格，使得楼因斯文而声
名益著，文偕斯楼而千古留存！

千百年来， 来到这里的文人
骚客不计其数，还有哪一句诗文，
让我们记在心里。 诗文千万，贵在
千古；言而无物，行而不远；托物
寄愿，远而又远。 想到这些，我心
里慢慢淡然了，去是好事，没去读
文章也不错。 心有所寄， 思能抵
达；心无所念，看到的也只是一湖
水、一座楼。

然而， 我能寄什么？ 人到中
年，脚步放缓，相忘江湖。 我寄闲
心与明月吧，明月照我也照楼。 人
月楼影，有时入梦，禁不住思量，
我能写一篇什么样的文章。 大地
山河，名胜遍布，均是笔墨素材，
何得海市蜃楼之境。 诚然，胸无气
宇，身无寄情，再锦绣莲花，也是
枉费心机。

滴泉润文心
肖克寒

故乡的后龙山腰， 密密竹林深处， 藏着
一缕清泉。 清泉出自高崖竹根之下， 点点滴
滴， 连滴成线， 细且绵长。

大山如此博大、 慷慨， 为什么只肯捧出
那么清亮的一线呢?也许， 这是她厚积薄发的
一点一滴， 是她精挑细选的一点一滴， 是她
千锤百炼的一点一滴， 是大山虽然细弱却可
达天听的默默倾吐吧?就好像我这本蓄积30年，
收录近百篇文章的自选集子。

我的第一位文学老师， 应该是我的父亲。
从小失去生母的父亲， 由于家境困难， 只读
过一两年书， 但他居然会写比较押韵的打油
诗。 在新开的梯田边， 在渠道工地上， 往往
留有父亲小憩时以尖石做笔创作的诗句。 小
时候， 父亲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平， 专门订
过一个记工簿一样的小本子， 搜集了诸如

“山清水秀”、 “翻天覆地” 之类的成语让我
记诵。 他没有几本书， 却拥有一本少见的线
装绣像 《三国演义》。 于是， 大量的三国故事
通过父亲的口头改编， 像不尽的滴泉滋润了
我的心田。

记得初学写作时， 多篇散文与故乡那滴
泉有关。 处女作 《山乡夏夜》 里， 潺潺泉水
流向了星月下的田野， 朦胧而亲切。 20岁参
加工作， 头一站是在一所十分偏僻的乡村中
学。 当地淳朴的民风， 恬静的田园风光， 不
仅慰藉了有些落寞的青春时光， 更激发了我
创作的欲望， 我开始以“铁瑛” 为笔名发表
散文作品。 发在 《湖南日报》 上的 《黄昏，
那眼山塘》 《山里人的歌》 等都是那个时候
的“干货”。 不久后我调到一个条件稍好的
山镇教了八年书。 最难忘的是镇上的一口好
井， 叫清源井。 那水是从崖根下往上泵出来
的， 四季不落， 格外清幽。 一到那井边， 我
总要久久驻足， 联想起故乡山崖上哒哒哒的
滴泉来……

在山镇上执教的八年， 是我业余创作收
获较大的时期。 承蒙 《湖南日报》 “湘江”
副刊和省文联 《理论与创作》 编辑老师们的
扶携， 这一个时期的系列文章 《竹民》 《竹
泉风景》 等得以发表。 一些喜欢乡土散文的
读者甚至把这些作品剪辑下来， 并因此记住
了我的笔名“铁瑛”。

写着写着， 我倍感乡土的厚重， 不停地
反刍着乡土。 无穷的滋味伴着哒哒滴泉之声，
就像一绺箫音令我魂牵梦萦。 我俯首灯下精
心遴选， 近百篇散文恰像山泉百回。 我把她
们捧给那些不忘乡情的善良人们， 也让他们
在尘嚣之中走进乡土世界， 饮一掬清亮的山
泉水， 消除些许无奈的疲惫或辛酸。 正如
《文心雕龙·知音》 云： “缀文者情动而辞发，
观文者披文以入情。” 若果能如此， 我将感到
多么的欣喜与鼓舞， 而且从此成为一个慷慨
的人， 一个有点雅趣的人， 一个真正快乐着
并为他人祝福的人。

（《山泉在上》 肖克寒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逝者如斯：
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
赵珩 著 中华书局

60年来 ， 由于家
世的原因与工作的关
系 ， 作者与陈梦家 、
启功、 王世襄、 朱家
溍等许多具有深厚传
统文化修养的老辈文
化 人 、 学 者 先 后 结
识。 本书叙述了作者
与这些前辈交往的点
滴， 描摹了他们的音
容笑貌， 并着力钩沉
他们在学术文化上的
贡献。

《金窝窝， 银窝窝》
陈茂智 著 九州出版社

这 是 一 部 以
湘南大瑶山天河水
库扩建移民搬迁为
背景， 表现瑶族千
年迁徙历史的长篇
小说。 小说描绘改
革大潮中瑶山大地
波澜壮阔的社会生
活画卷， 塑造了一
组为民、 务实、 清
廉 的 县 乡 干 部 群
像。

好书导读

描
画
那
段
光
芒
而
清
香
的
历
史

读有所得

我写我书

走马观书

我读经典 岳阳楼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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