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蒋剑平

2018年新年伊始，父亲著述的《岁
月印记》就要印刷了，算是他不平凡一生
的一个记录和总结。文字只区区数万字，
但对一位有着88岁高龄、身体欠佳的老
人来说，无疑是一部“大作”。

其实父亲不是什么知识分子。 他只
读到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 是可恶的日
本侵略者入侵我家乡后剥夺了他上学的
权利。 他小小年纪就逃荒流浪、 四处谋
生，扛起了养家糊口的重担。和现在满大
街都是大学文凭的人相比， 父亲算是一
个粗人。

不能进学堂， 但不妨碍父亲自主学
习。 无论是在动荡苦难的战乱年代还是
建设新中国的和平时期， 父亲都尽可能
利用闲暇读书写字。 他牢记着我爷爷奶
奶对他的教导，“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
运。 ”

父亲小时候握过“刀把子”，用镰刀
割禾、用柴刀砍柴是家常便饭；参加工作
后拿过“枪杆子”，从解放初期搞土改到
1960年当人民公社党委书记时，一把驳
壳枪时常挎在身上；长期在区、乡（公社）
当领导干部，下乡进村时就脚蹬解放鞋，
拄着一根“竹竿子”爬山涉水。 但伴随他
最久、也是他最爱的，非“笔杆子”莫属。

父亲自小热爱学习，国文、算术成绩
都很好，珠算尤其厉害，手法准确，速度
极快，再复杂的乘法和除法也不在话下。
我读小学时，父亲手把手教过我打算盘，
那娴熟的技艺令我在一旁看得目瞪口
呆，羡慕不已。 正因为有这过硬的本领，
在土改急需算术人才时， 父亲这个普通
的青年农民脱颖而出，参加了革命工作，
成为国家干部。

父亲写文章，在当时也是一把好手。
1954年上半年，在中共零陵县四区任区
委宣传委员时，23岁的父亲写了一篇
《我怎样帮助新亭乡支部加强团结、获得
巩固提高的》的工作体会文章，投稿给省
委机关报《新湖南报》（《湖南日报》前
身）。该文抓住了乡级党组织建设这一重
要工作和热点问题， 现身说法， 内容具
体，做法实在可行，很有指导意义，受到
编辑部的青睐。 6月3日，文章在《新湖南
报》3版以较大篇幅刊登，1800多字，十
分引人注目。不久，湘南行署决定调我父
亲到行署机关报工作。 但时任县委书记

王守仁认为我父亲是难得的领导干部后
备人才，坚决不放。父亲只好服从县里的
安排。

令父亲欣慰的是， 他未做成的新闻
梦，在他的3个儿子身上得到实现。 大哥
蒋剑翔、我及大弟蒋文平都在媒体工作。
三兄弟靠“笔杆子”吃饭，当然都受了父
亲的教育和影响。

当不成记者的父亲，不到一年，被提
拔为零陵县第四区区委副书记， 走上了
领导岗位。父亲工作的岗位多，当一把手
的时间长，但无论工作有多忙，父亲坚持
挤时间读书看报。他有一个好习惯，不动
笔墨不看书（报）。 我参加工作前和父亲
在一起时，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里，常常
看见他一边读书看报， 一边在笔记本上
抄抄写写。 父亲的学习笔记写得十分工
整，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各地值得借鉴
的好的做法、自己的一些工作思考等，是
他记录的主要内容。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那种常见的白壳子简易笔记本， 父亲写
了一本又一本， 在桌子上整整齐齐地码
得老高。

当了领导的父亲，仍然爱动手写作。
他的汇报材料、讲话稿等各类公文，都是
他自己亲自草拟，且质量颇高，往往受到
好评。 父亲认为，自己上知方针政策，下
晓基层情况， 对工作和问题还有独到的
思考，自己写最合适，他人不好代替。 退
休后，父亲把“读书看报、坚持运动、同辈
聊天、含饴弄孙”看作“晚年四乐”，其中
读书看报放在首位。且依旧是边看边记，
内容涉及时事政治、养生保健、文学艺术
和家庭教育等，写得工工整整，看起来赏
心悦目。

2007年元月， 76岁的父亲得了一
场大病， 到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动了手
术， 命救回了， 但嗓子嘶哑了， 语言交
流已不方便。 见此状况， 同院子的老邻
居说： “蒋局长一大把年纪动了大手
术， 看来脑子不好使了。” 父亲闻言，
很不服气。 既然讲话不行， 他就决定用
写文章来证明自己的头脑灵活好用。 于
是， 待身体好些后， 七八十岁的老父
亲又执笔撰写文章 ， 写一些他对生
活观察和思考后的随笔 。 他挑一些
满意的向外投稿， 有好几篇还在报刊上
发表了。 父亲高兴地把发表后的文章拿
给老友们看， 大家无不钦佩他不服老的
精神。

《梁漱溟往来书信集》
上海人民出版社

“精神有所归， 生活有重心， 一根脊梁
竖立起来， 两脚踏在地上。” 1948年， 中国
著名思想家、 教育家梁漱溟在给儿子的一
封家书中如此写道。 近日整理完成的 《梁
漱溟往来书信集》 辑录了梁漱溟往来书信
七百余封， 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一次梁漱
溟书信整理， 其中许多书信是第一次公开
发表。

《现实不似你所见》
[意] 卡洛·罗韦利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充满科学与探索的激情， 以通俗
易懂的方式带我们踏上 “现实” 之旅， 从
德谟克利特到爱因斯坦， 从法拉第到引力
波 ， 从经典物理到量子引力…… “现实 ”
的概念随时间而变迁， 今天的物理学家在
理解宇宙结构上也有了更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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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跃文

今年清明， 我照例回乡挂青。 那些埋在
黄土里的先人， 我只见过奶奶。 我自小是奶
奶带的， 直到她老人家去世。 那年， 我13
岁。 一个夏天的傍晚， 我正从学校回家， 听
村里的人说： 你奶奶死了。 我吓得喉咙立马
干了， 在田埂上飞跑。 田野虫蛾狂舞， 打在
脸上生痛。 回到家里， 空中弥漫着鞭炮和纸
钱的烟尘， 奶奶已躺在棺木里， 棺材盖还没
有合上。 我伸手摸摸奶奶的额头， 凉凉的。

乡下的丧礼要图热闹， 当时唱老戏是禁
止的， 村里安排了文艺演出。 一个小节目，
故事是一个叫地老鼠的地主， 偷生产队的粮
食， 被女红小兵抓住了。 红小兵端着木头削
的梭镖不停地刺向地主， 反复唱着一句唱
词： 地老鼠， 大坏蛋！ 我听着很生气， 因为
我爷爷的诨名就叫老鼠。 乡下人都有诨名，
平辈间通常不喊大名， 多以诨名相称。 乡下
人不能容忍别人喊自己长辈的名讳， 而让人
喊自己长辈的诨名简直就是侮辱了。 母亲和
亲戚们都在哭丧， 帮忙的乡亲们只是看热
闹， 没谁在意正在地场坪演出的小节目。

40多年过去了， 那个荒诞的葬礼我时常
都会想起。 我爷爷和爷爷的兄弟们， 我都没
见过。 爷爷五兄弟都穷得精光， 只有我亲爷
爷娶妻成家， 养了一个独子， 我的父亲。 爷
爷的兄弟们都是我父亲养老送终， 他们的坟
也都埋在村庄对面的太平堖上。 清明上坟那
天， 我站在田垄上环顾四野， 满眼皆是挂了
白的黄土堆。 我想起朱自清的“千山一霎头
都白”， 不知道先生当年清明还乡是何心境？
他在外教书， 也写写文章。 他想过自己手头
做的事， 同那些故去的先人， 同那些活着的
父老乡亲， 到底有多少关系？

那几天， 我谢却所有酬应整理书稿。 四
月的乡村略有清寒， 麻雀在窗外叫得纷乱。
我偶尔出门同邻舍说说话， 听他们讲讲家长
里短。 我家对面屋里的男人叫胖子， 长我几
岁。 我从未见他胖过， 似乎还越来越干瘦
了。 我听妈妈说， 当年过苦日子， 他一岁
多， 外婆接去住了半年， 回来就被人喊作胖
子。 他外婆家在大山里， 五谷杂粮多。 他回
家时脸上稍有些血色， 村里人就都讲他胖
了。

我脑子里关于乡村的故事， 有自己亲眼
目睹的， 但大多都是这么听来的。 我知道的
村里有名望的老辈人， 只有一位伯父辈的，
两位爷爷辈的。 那位伯父辈的叫王楚伟， 两
位爷爷辈的， 一位大名王禹夫， 一位大名王
悠然。 我自小听奶奶说， 解放前村里人并不
知道王楚伟在外干什么事， 他在乡亲们眼里
只是一位在长沙读书的富家子弟， 回村见了
乡亲们很讲究尊卑上下。 1949年以后， 村里
人才听说他是溆浦县第二任共产党地下县委
书记。 1927年5月， 溆浦发生“敬日事变”，
县委书记及其同志全部被害。 白色恐怖的血
腥还在空中弥漫， 在长沙求学的年轻共产党
员王楚伟回到家乡， 重新建立了党的地下组
织。 22年之后， 王楚伟组建了革命武装迎接
解放军进入溆浦。 王楚伟应是很能鼓动的，
他的堂叔王悠然是县自卫队队长， 居然拉着
队伍听从他的号令。 王禹夫是村里田地最多
的大户人家， 毕业于黄埔军校， 回乡后投身
教育。 村里小学就是王禹夫捐地倡建的， 他
亲自撰写碑文以抗日图强阐明教育之宗旨。
王楚伟组建革命武装的发起会议， 就是在王
禹夫的大窨子屋里召开的。 新中国成立后，
这三位前辈都成了十恶不赦的地主。 王楚伟
和王悠然贫病终老， 王禹夫经受无数次揪斗

后上吊自杀。
我的中篇小说 《漫水》， 所取素材都是

村里的事， 就连地名都是真实的。 我写这部
小说的时候， 脑子里全装着村里过去的人和
事。 我自小听说， 土改时马上就要分田分地
了， 我家还欠着王禹夫家三升米。 很多人家
欠财主的账都不想再还， 我奶奶却在夜里偷
偷跑去把米还了。 奶奶说， 欠的就是欠的，
借账是要还的。 多年后， 这件事常被人说
起， 有人笑话我奶奶胆小怕事。 那些乡亲，
有对王禹夫他们拳脚相加的， 也有对他们暗
自同情的， 更多却是围着看热闹的。 如今，
喧嚣的历史尘埃已经落定， 乡亲们谈起王禹
夫、 王楚伟、 王悠然， 都说他们是大善人。

村里看过我小说的， 只有我的父母兄
弟， 和几位在外教书的老师。 别的乡亲们只
说我做事轻松， 动动笔头子就赚钱养家了，
命好。 我的文学， 于他们也许确实是没有意
义的。

（ 《王跃文文学回忆录 》 王跃文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胡诗词

汉寿县境内蠡山逶迤，为春秋
越国名相范蠡隐居之地； 沧山、浪
水绮丽，沧浪二水分出其下，蜿蜒
汇流于沧港，是战国楚三闾大夫屈
原行吟遇渔父之处。 屈子曾经“濯
足”“濯缨”的沧浪水孕育了一代又
一代的文学大师，使这块古老而神
奇的土地，享有“文学为盛”的美
誉。

生长于水乡泽国汉寿县的聂
晓甫先生， 吸洞庭湖水的灵气，练
就一副水骨柔肠。 他年轻时曾经在
武汉钢铁厂做过一名普通的工人，
后又参军到北京为铁道兵宣传部
新闻干事、《铁道兵报》记者，终因
忘不了浩瀚的洞庭湖水和水乡人
民淳朴的民风，于1975年回到故土
汉寿县， 转业到县政府机关任职。
对生活不倦的热情，继续燃烧起聂
晓甫先生创作的火焰， 以发表在
《湖南日报》副刊上的散文《湘妹几
多情》为代表，500多篇饱含激情的
作品从他笔下飞到各级报刊变成
铅字。 根植于生活的土壤，讴歌伟
大的充满机遇与挑战的时代和勤
劳智慧的水乡人民，自始至终都是
聂晓甫先生创作的主题。

如今的聂晓甫先生已经年满
74岁了，还不肯放下手中这支不倦
的笔。 晓甫先生的文章总是能给人
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乌蒙磅礴走
泥丸》和《金沙江涛逐心潮》中，“在
路上”的“我”带领读者一起进入草
原、柯柯沼泽的西部生活中，经历
了一个匪夷所思的传奇故事和精
神漂泊。 在《燕山深处卷绿浪》中，
被城市驱逐的“我”刚进入到这个
灵异、 神秘的童话森林时如痴如
醉。《月明潭水戏童年》让我记忆深

刻，“我家前屋厅堂面街，后屋房间
是吊脚楼临水， 推开房间木格窗
棂，可望见远处的月明潭山林。 最
让人动心的是吊脚楼下溪河水声，
似歌似语，似呼似唤，听来是那样
亲切，看来是那样熟悉，从大人们
那里得知，这溪河水从月明潭里涌
去，流淌数里，在我住的吊脚楼下
似乎是不舍流走，回转头来，形成
漩涡，也就涌起浪花水声。 溪河水
仿佛是为我而来，为我在吟唱。 ”那
些质朴的文字让人久久回味。

西部五族杂陈的文化血脉、天
高地迥的人情风物，也似乎注定要
让晓甫先生成为雪域高原的思想
放牧者， 一个永远在路上的作家。
丹巴森林、江河源头、柯柯沼泽、雪
湖……独行其间的晓甫先生是孤
单的，也是骄傲的；是暴烈的，也是
忧郁的。他喜欢在路上的感觉。“因
为，如果你在路上行走，你所获得
的全是未曾有过的感觉……在路
上，你没有压抑感，一切都与经验
无关，无论走到哪里，都如梦如幻。
也许你会突然感悟到分秒之差，人
生就会全部改变……”

我与晓甫先生相识相交于上
世纪90年代，那时我是一名没有地
位的文学青年， 又因双腿瘫痪，自
觉形惭，即看不见来路，也辨不清
出路。 先生很是惜才，多次在文学
之路上言传身教， 让我获益匪浅。
我与晓甫先生忘年之交30余年，他
是我认识的湖南作家中最乐观、最
睿达、最有悲悯情怀的一个。 晓甫
先生为人为文的真性情感染着我，
他那颗时时保持年轻的心，对于我
们这等毛毛躁躁的中年人说来，更
是参照，是启发。

（《西望梅花山》聂晓甫 著 花
城出版社出版）

李清

青年历史学者施展的图书《枢
纽———3000年的中国》，从酝酿到
落生，花去了八年时间。 他力图用
更系统的方式，对“什么是中国”以
及“中国未来走向哪里”给出历史
哲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正如中国社
科院原副院长刘吉先生在序言中
所说，在《枢纽》中，“施展试图在一
种新的全球史视野下，重新理解传
统中国以及以中国为文明核心的
东亚世界的历史，并把这个东方世
界与西方世界的相遇作为中国近
代革命的历史背景，考察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作者有意避开了传
统或经典的通史叙述方式，而以政
治统治和社会治理的秩序演变为
线索，以秩序构成诸要素的分析作
为全书的主要内容，形成了气象壮
阔的论述格局……这是这一代青
年人在大时代进行大构想的一个
可贵的尝试”。

作为罗振宇“时间的朋友”跨
年演讲的核心思想来源，罗振宇认
为，《枢纽》 给他开了一个脑洞，是
他2017年脑洞拼图中最重要的一
块，帮助他实现了最重要的认知升
级。 他将其称之为“枢纽脑洞”，其
含义是，在当代，海洋世界是秩序
的生成线， 然后以中国为枢纽，向
大陆的深处投放秩序，大陆是秩序
的传播线。 但是，不管方向如何，中
国都是联系海洋与大陆的中介性、
枢纽性存在。这是中国的地缘位置
和超大规模性共同决定的，也是全

球希望中国去承担的角色和责任。
只有认清楚这个角色和责任，我们
才有能力去营造一个良性的生存
环境，才不会和现有的大国发生零
和博弈。

《枢纽》正是在中国与世界的
互动关系这一背景下， 通过对
3000年中国历史的回望， 不断还
原“中国究竟是谁”。 它以时间和空
间两个维度，用一套完整的思想体
系，融汇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
学、地理、博弈论等诸多学科，重新
梳理了中国历史 ， 定义了中国
3000年 来 一 直 承 担 的 世 界 角
色———“枢纽”：中国，从对内的角
度而言，是一个多元复合结构的体
系；从对外的角度而言，中国是世
界海陆秩序之间的枢纽。

一个迅猛崛起的大国，只有说
清自己是谁，自己想要什么，自己
与世界的关系是什么，才能摆脱身
份焦虑， 看懂中国历史演进的逻
辑， 理解到自我与世界的一致性，
将其庞大的力量转化为建设性力
量，成就自己的历史地位。 刘苏里
就此如此评介：“作者力图对我们
这个人群遭遇的苦难，给出历史哲
学和社会学的解释。施展迈出的这
一步，是零到一的创造。 它将结束
这个巨大人群如此长时段、对自我
认知和定位的焦虑和迷茫，也将引
起激荡，诱发更广泛、深刻地对这
个人群未来命运和担其所当的思
考。 ”

（《枢纽———3000年的中国》施
展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我写我书

我的文学与我的乡亲

书香晚情

父亲的“笔杆子”

走
马
观
书

读有所得

文如沧浪水
无日不奔流

好书导读

从过去看见未来
从世界发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