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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会芬

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读完了张炜的新作
《艾约堡秘史》。 作为一个女性读者，我的感受是，
深深地难过———难过极了。为什么，对美好的爱情
的向往，到后来，会成为那个样子。

这是一个巨富的故事，讲述他的成长，他的内
心，他的迷失，他的渴望。

男主人公———狸金集团董事长淳于宝册的幼
年和青年成长经历极为艰难坎坷， 苦难磨练了他
坚强倔强的生命奋斗意识， 也给他的个性带来了
太多的孤独和黑暗。

在下属和外人看来， 拥有巨大财富集团的董
事长先生，高深莫测，无比强大，无所不能。只有他
自己知道，除了爱。 只可惜，他偏偏是个“情种”。

淳于宝册的幼年在孤独和黑暗中度过， 死亡
和仇恨是他童年时光的底色。只有一束光照亮过、
温暖过他的内心，那就是小学校长李音。

李音校长以独有的敏锐眼光， 发现了小宝册
身上的文字和音乐才华，他用一份份油印小报，用
一本本书，用一把美妙的小提琴，鼓励他发展这份
独有的才华。 对于孤独、被欺负的宝册来说，这是
人生第一次品尝真正的被懂得、被怜惜、被贴着心
灵温暖的感觉。

李音决定赴死前告诉他：“你长大了， 你是我
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我相信你走多么远都不会迷
路！ ”———这份认可、鼓励和期待，是小宝册当时生
命中唯一的光明和温暖，信任和支撑，这是他第一
次真正见识深层的人性美好。

在黑暗的年代里， 温和的李音选择了用决绝
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可是在宝册心中，李
音校长这份懂得和怜惜的温暖， 这份期待和鼓励
的支撑，已经深深埋下了必将发芽长大的种子，留
下了一朵无论如何都扑不灭的火焰———对于宝册
漫长的人生路途来说，这是遥遥的祝福，也是重重
的诅咒。

李音在宝册心中种下的， 是两颗种子———
“情”和“梦”。 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两颗怀着发自
肺腑的欣赏和珍爱种下的种子， 在宝册的生命中
发芽长大， 却在岁月中被完全改变了面貌———祝
福的初心，诅咒的后来。

这两粒本质为“懂得和怜惜”的情的种子，让
宝册对酷爱读书、 聪慧内秀的女人蛹儿产生了内
心的依赖———只有这样的女人懂得自己强大外表
之下的孤独与脆弱； 让他对知性女学者与其貌不
扬的渔村领导之间惺惺相惜心心相印的情感极其
好奇，无比妒羡———那是他渴望拥有的美好情感；
李音对他的写作期待， 在宝册的生命中发展成了
对著书立说这件事的偏执狂———在他的王国艾约
堡里，随时都有专业速记员跟着他，把他的话语记
录整理成书，制作成一排排精美的“著作”供自己

欣赏。
淳于宝册战胜了苦难，战胜了贫困，拥有了财

富，可他无法面对自己，无法面对当年的种子如今
长成的东西———这是一个迷失的、 膨胀的、 偏执
的，却又孤独脆弱的心灵。

当年李音种下的种子，在这样的心灵土地上，
变成了无法摆脱的诅咒。 淳于宝册变成了一个有
着偏执梦想狂的情种———他渴望爱情，收集爱情。

爱情是什么？爱情不是男女之间的厮守缠绵，
真正的爱情是生命的状态， 美好的爱情是丰富而
深刻的人性在生命中的自然流露和表现， 刻意不
来，抢夺不来。 能否拥有好的爱情，首先要看他自
己是什么样的人，有着何种质地的心怀。 无坚不摧
的狸金集团的董事长淳于宝册， 在缔造商业帝国
的过程中，在他的迷失和膨胀中，在他每年都要发
作一次的“秘密重病”中，显然，没有了拥有爱情的
资格。

失去了资格， 可是， 他依然没有忘记那个向
往———于是，他陷入了被诅咒的困境。

这是一个让人绝望的困境。 宝册的内心时时
刻刻都被对爱情的渴望和妒羡狠狠噬咬， 可无论
是亲密女助理，还是知性民俗学者，都无法真正给
他最想要的东西。 宝册的那个阴暗孤独的心啊，只
好在母牛“花君”和对小姑娘“小狗丽”的记忆中寻
求温暖。 可是，曾经的温情的记忆能安慰他此刻的
心吗？ 显然不能。

是爱情变质了吗？ 不，变质的，是人，是那个用
带血的手抢夺金矿的淳于宝册， 是那个看上一片
海滩就决定买下收为己有的董事长， 是那个拿钱
做多少慈善都无法减轻心理压力的矛盾的人。 是
什么样的人，就拥有什么样的爱情。 所以，在“金玉
良缘”压力之下，我们依然能看到林黛玉那份温柔
美好的爱情；而在享有高官厚禄的人的城堡里，麦
克白夫人一边徒劳地洗着沾血的手， 一边告诉自
己：我也是出于对丈夫的爱。“情种”淳于宝册，注
定得不到他最想要的爱情。 可是，对于这一点，他
自己并不明白。

书中并没有太多关于男主人公的面貌直接描
写，合上书想象他的模样的时候，脑中只有一个晦
暗的、模糊的、让人难过的轮廓———因为，只有好
的爱情，才会让人拥有清澈光明的神情。

在书中， 淳于宝册对一段拉网号子里反复呼
唤的“二姑娘”特别有兴趣，似乎那段民俗劳动号
子歌曲中，有特别打动他内心的东西。 他甚至花了
心思去寻找这位“二姑娘”的原型———其实，这个
“女神”的原型就在不远处，就是他自己内心深处
那对于爱情的不肯放弃的、纠结的渴望。

好的爱情，对于后来的淳于宝册来说，是一个
“得不到”的诅咒。

（《艾约堡秘史》 张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
版）

他山之石
可以攻玉

李林

湖南大学聂资鲁教授是国内研究反腐败立法
的领军人物之一。 近年来，他组织研究团队翻译反
腐败立法的英文文献达数百万字， 研究范围遍及
100多个国际组织、国家与地区，撰写和发表了逾
百万字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以其正大的格局、高
远的视域、多元的方法和理性的文字，展示了他丰
富、多样的成就，表达出他对反腐败立法的理解和
阐发，更彰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和责任担
当。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近期出版了他的新作《域外
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理论与实践研究》， 让我们
有机会集中领略他关于域外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
突立法的哲理思考和法典表达，是国内第一本系统
梳理域外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立法的理论与实
践的探索之作。

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做法源于欧美。所谓
利益冲突是指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与其在履职时
所代表的公共利益发生冲突。防止利益冲突是指通
过有效的措施让私人利益不能影响到公共利益，而
立法是防止利益冲突最有效的措施。经过几十年的
实践，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
重要根源，加强立法以防止利益冲突是有效预防腐
败的治本之策。 据不完全统计，从上世纪四五十年
代以来，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先后通过立法来防
止利益冲突。不少国际组织也致力于在世界范围推
动防止利益冲突立法。 2003年第58届联合国大会
通过的《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各缔约国
均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努力采用、维持
和加强促进透明度和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 ”

对防止利益冲突立法这一国际社会通行的反
腐败源头性立法，我国学界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开
始介绍进来。聂资鲁教授及其研究团队在大量翻译
国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通过细致的比较研究，完
成了《域外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理论与实践研
究》一书。

作者首先从国际组织和各国的防止利益冲突
立法的历史过程、立法文本与执法效果进行全方位
的扫描与透视，从动态中把握立法的规律与经验教
训。 其次，通过对加拿大、美国、希腊三国防止利益
冲突立法的研究，对OECD、亚洲开发银行防止利
益冲突制度的研究，从比较中把握防止利益冲突制
度的内涵、基本功能和本质特征，分析域外防止利
益冲突的立法模式，了解与评估各种立法模式的优
劣，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立法模式的确定提供科学
的借鉴。

通过对域外防止利益冲突立法理论与实践的
全景考察，作者得出一些启示：一是立法须源于实
践，有较强的针对性；二是立法体系须完善，有较强
的系统性；三是制度设计须科学缜密，有较强的操
作性。推进反腐败立法必须把防止利益冲突放在突
出位置，紧紧抓住法治反腐这个根本，不断完善利
益回避、财产申报、离职后行为限制等防止利益冲
突制度，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预防腐败体制机
制。该书在缜密考察域外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立
法的理论与实践后，提出了构建中国防止国家工作
人员利益冲突制度的整体思考与建议。

（《域外防止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理论与实践研
究》 聂资鲁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

《诗书画品道德经》
野云 著 岳麓书社

本书以现代诗歌形式意译 《道德经》， 并按照 《道
德经》 81章创作了81幅意象画， 图解 《道德经》 内涵，
带给读者与以往不同的阅读体验。

《百年风雅》
刘宜庆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选取陈寅恪、 黄炎培、 张君劢、 费孝通、 钱
玄同 、 邓稼先 、 朱希祖 、 胡适等八个江南名门望族 ，
讲述百年中国的家国变迁。 他们的家世和人生是近代
中国转型的一个缩影， 映照出民族崛起的光荣与梦想。

《天黑得很慢》
周大新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关注老龄社会的长篇小说， 作者写到了
中国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 养老、 就医、 再婚、 儿女
等等， 也写到人到老年之后身体逐渐衰老， 慢慢接近
死亡的过程， 以及老年人精神上刻骨的孤独。

何昕

“大批诗人们追捧着贾岛，整
天躲在墙 角 里 、 禅床上辗转苦
吟……研究着‘你吃了么’和‘你吃
了没’到底哪一个更好，以塞满自
己的那首五律。这批诗人的面前好
像总是有一堵墙，阻住了他们的想
象力，让他们的眼光超不过前方十

米。 ”看到这样一段话，我忍不住笑了。 相比
早已习惯的论述，“专以雕琢为工，铸字炼句
取胜，形成一种奇僻凄寂的风格”，这种语言
风格寓庄于谐，显然更轻松有趣，也更易于
理解。

这就是《六神磊磊读唐诗》一书独特的
解读方式。“猛人杜甫，一个小号的逆袭”，
“盛唐， 那个伟大的诗人朋友圈”，“大唐的
学渣和考霸”，类似种种，用当代年轻人熟
悉的语言风格去解读古老的唐诗， 呈现出
一种奇特的效果。 你也许不习惯这种方式，
但它无疑更能吸引当下的人们关注唐诗，
从而关注传统文化。

对于唐诗我们仿佛很熟悉， 其实是浅
尝辄止。 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从未中断过与
唐诗的联系，但许多人一直停留在“欲穷千
里目，更上一层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
乡”，却不知道“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
“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 读唐

诗被视为学院文化， 无限风景在门内少有
人领略。

这本书最大的作用， 莫过于拉近了唐
诗和现代人的心理距离。 六神磊磊以他对
诗人的同理心去体察他们的情感和胸怀，
消除了曾经笼罩在他们头顶的光环， 让个
人缺点过失和文学上的成就共存， 还原成
立体的人生。 生动的语言具有强烈的画面
感，符合生活、人性常识，让读者感觉非常亲
切。

当我们沉下心来品味， 会发现这些诗
篇咏怀才不遇，发迁谪之怨，叹民间疾苦，少
年之飞扬，中年之沉郁，老年之淡泊，原本就
是大众再熟悉不过的丰富人生。 杜甫诗平
淡中隐含的夫妻真情，李商隐的迷离隽永，
李贺的凄美绝艳， 给我们带来的精神愉悦
都是其无穷魅力所在。 我们对诗人不再仰
望，而是相逢。 虽远隔千年，在共鸣的那一
刻却心意相通。 二十岁，三十岁，六十岁，不
同的年龄读它，都会找到彼时的精神需求。

读完全书， 你会知道它还是一部鲜活
的唐诗小史。 从初唐到晚唐，发展脉络梳理
得非常清晰。 各时期的风格、 代表诗人、代
表作品，即便是不熟悉文学史的人，不懂诗
词格律的人，看完之后也了然于胸。

“帮你翻过唐诗那道墙，去折出几支带
露的花来，拿给你看。 喜欢的话，你就可以
自己去找正门参观。 ” 给自己安排时间，走
进唐诗的大门，走进传统文化的大门，去领
略里边的无限风景， 可以让心从浮躁走向
沉静。 从这一点上来说，此书善莫大焉。

（《六神磊磊读唐诗》 六神磊磊 著 北
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严鹏

“工业文化”是一个这两年流
行起来的新兴词语，也是中国政府
目前在推动中国制造转型升级过
程中着力推行的一项工作。工业文
化作为一种客观事物，自工业革命
开始便已存在。而在中国传播工业
文化， 亦早有有识之士奔走推动，
其中，中国中车集团的徐厚广君功
不可没。 徐厚广君在网络上以“高
铁见闻”闻名，不仅开创了让社会
群众走进中车企业的活动，还亲力
亲为撰写了大量有关高铁的科普
论著。 此前，徐君之《高铁风云录》
就广受好评，现在，徐君又推出《大
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读罢
令人兴奋不已，赞叹这又是一部传
播工业文化的杰作。

工业文化是工业革命发生后，
人类社会产生的一套文化系统。 在当下中国，高
铁就是工业文化的极为重要的载体。 与那些劳动
密集型产品不同的是， 高铁是现代技术的集成，
是真正需要格外努力才能掌握技术诀窍的产品。
因此，高铁成为中国制造的新名片，从工业文化
的角度说， 是具有真正方向性与指向性的典型。
《大国速度》的贡献就在于，它为广大读者展示了
这张名片的打造过程，而这个过程，真正体现了
中国工业文化的成长与崛起。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不会一帆风顺，工业
文化也不例外。《大国速度》以高铁建设为例，真
实地反映了中国工业文化发展的不易。 如今，网
络上常有外国友人乘坐京沪高铁后由衷敬佩的
视频，可以说，京沪高铁是名片中的名片，然而，
第二章《京沪纷争》描写了京沪高铁如何迟迟不
能上马；如今，人们已经习惯中国高铁的跨越式
发展，这也是中国高铁为中国工业开辟的一种有
价值的发展模式，然而，第六章《二桃杀三士》叙
述了曾因“中华之星”而为高铁事业积累技术力
量的功勋们当初对于“跨越” 的不解与反对；如
今，高铁出行已经大大平民化，不少社会名流也
赞叹中国高铁的高效与便捷，然而，第九章《风雨
飘摇》记载了这些名人在“7·23”事故之后对中国
高铁掀起的舆论围剿……

不过，展示艰辛与曲折本身不是目的，通过
这种展示，反映中国工业人、中国高铁人的不懈
奋斗，从而在普及知识的同时，给国民带来精神
上的鼓舞，才是《大国速度》在工业文化传播上的
重大价值。 环顾全球，力图发展工业的国家与民
族不知凡几，真正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与民族却
寥寥无几。 这说明工业发展不易，说明要发展工
业必须有不服输的意志。 只有具备了坚韧的意
志，一个国家或民族在工业化进程中才能克服种
种艰辛与曲折，锲而不舍地向着目标前进。 这种
意志，也就是工业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 那么，意
志要如何生成呢？ 意志的培养主要来自实践中的
锻炼；而用优秀的作品去鼓舞人、去启发人，也是
重要的途径。《大国速度》正是这样一种优秀的作
品！

（《大国速度：中国高铁崛起之路》 高铁见闻
著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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