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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实关怀中
拓展、创新理论
刘新敖

周国清撰著的 《出版传播与农村先进文化建
设》， 既突破了出版文化研究的传统视域， 开拓
了新的理论生长点， 又凸显了现实价值； 理论逻
辑严谨， 学科方法多样， 现实指向明确， 颇值一
读。

作者先以多元综合思维拓展了出版传播与农
村文化互动共构的融合视域， 别开生面地从“出
版传播” 这一节点切入， 将编辑行为融入整个社
会文化传播体系之中， 激活了出版文化的生成性
活力。 同时， 从整体上把握农村读者的特性及农
村出版的现状， 探究如何充分利用出版媒介进行
信息传播、 意义表达和价值影响， 从而推进农村
先进文化建设。 这既是对出版传播内在特质及其
生成性的拓展与张扬， 又从农村文化这一融合视
域， 凸显了出版活动在新农村建设特别是新型农
民塑造中的建设性意义。

作者还以鲜明厚实的现实关怀实现了研究的
价值旨归。 本书力图将理论生长根植于现实观照
之中， 立足农村生社会发展现实， 注入沉甸甸的
文化元素， 回应新时代农村建设的诉求。 作者围
绕农村出版传播主体与对象的共振互生关系。 从
文化担当、 文化定位、 文化走势等角度， 探究了
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普遍意义与特殊规律； 从农
村语境中出版传播的媒介环境、 受众变化、 营销
渠道等视角， 提出了出版传播的方式和手段上的
优化路径， 从而构建农村出版传播体系； 从农村
出版传播结果和效应的视角， 分析农村文化建设
的现实遭遇， 抓住农村出版内容提供和受众接受
等环节， 从农村先进文化建设的引导、 提升、 基
础构建和个案反思等方面， 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
策略， 表现了作者对农村的深情关注与战略视
野。

农业基础强大， 乡村环境美丽， 农民生活富
裕， 在决胜全面小康社会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大力培育
文明乡风， 不断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 建设农
村先进文化， 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
划和解决“三农” 问题的无形牵引和深层动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语境和社会发展要求下，《出版
传播与农村先进文化建设》 更是凸显出其现实借
鉴意义和参照价值。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
朱光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朱光潜旅欧
期间从海外寄到某杂志
社登载的信。 每封信以
青年们正在关心或应该
关心的事项为题， 如读
书 、 修身 、 社会运动 、
爱恋等， 劝青年眼光要
沉 ， 要 从 根 本 上 做 工
夫， 勿随世俗图近利。

《野云说钱
———中国古钱的鉴赏与收藏》
野云 著 岳麓书社

经过历朝历代不断
的发展和积累 ,历代古钱
币已成为我国历史长河
中留存最多 、 内容最丰
富的宝贵财富和文物资
料 。 本书透过一枚枚经
过历史风霜而锈迹斑驳
的古钱 ， 带领读者领略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灿烂
辉煌。

《李嘉诚传》
李阳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全套图书分为三
本 ， 讲述了李嘉诚从
白手起家到华人首富
的真实经历 ， 全景再
现了李氏商业帝国的
崛起之路 ， 不仅回顾
了李嘉诚七十余年商
业史 ， 也和读者分享
了一位华商领袖真实
的财富观与人生观。

雷达

脱贫攻坚， 充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 书写着人类反贫困历史上最为辉煌
的篇章。 这一场伟大的实践， 自然也需要文学书
写，值得作家们大书特书。

作家马平深入脱贫攻坚第一线， 用脚丈量乡
间道路，用手刨掘乡土故事，花了几个月时间，把
脱贫攻坚主题的中篇小说《高腔》捧献到了我们面
前。 我了解到，马平不是靠几次下乡采风就写出了
这部分量很重的小说。 他从乡下一路走来，并且
在前几年到四川北部山区挂职担任过两年副
县长，一直在蓄积着自己的生活库存。他以其创
作实践告诉我们，“以人民为中心 ”的文学，就是
要紧扣时代的脉搏 ，追逐时代的热潮 ，讲述人
民大众关切的生动故事，塑造人民大众喜爱的
典型形象。

眼下写脱贫攻坚的小说不少， 热衷讲个热闹
故事的也不少，往往会落入事件化、动作化、表面
化的窠臼。《高腔》却以独特的视角和精妙的表达，
让人耳目一新。 这部小说讲述了一个叫花田沟的
小山村在两年内摘掉贫困帽子的故事。 它几乎没
有依赖什么大事件或是大冲突， 而是以冷静内敛
的笔调，细笔白描的功夫，把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
包裹在日常化的叙述之中。 尽管跑资金、 修路架

桥、改造危房、建文化广场、通自来水、通天然气甚
至通光纤等“硬件”一样不缺，主要着力点却放在
了探究贫困的深层原因， 放在了脱贫解困进程中
人的情感世界的跌宕起伏。 村容村貌的变化是摧
枯拉朽的，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则是剥茧抽丝的。
家庭内部的纠葛，乡邻之间的矛盾，历史记忆，现
实问题， 在这个特殊时段从一条山沟齐刷刷冒了
出来，作者却将笔锋指向了“情绪问题”，指向了
人的内心波澜。 故事主线上的那个老柴疙瘩，
先是生长成了一棵花树， 然后演变成了一片花
海，其现实层面的意义是鲜活而蓬勃的，其隐喻层
面的意义是深邃而辽阔的， 都让我们感到了欣喜
和振奋。

这部作品人物较多，却各见深度。 第一书记丁
从杰来自省级机关，他的宽广胸怀和凌厉作风，及
他所取得的骄人成绩， 可视为广大扶贫干部勇于
作为的一个缩影。 文化馆长滕娜处事干练持重，对
人体贴入微，她的火热情怀，她的“绣花功夫”，和
丁从杰形成了各具风采的呼应关系。 我认为，这部
小说最重要的文学价值， 是塑造了米香兰这个新
型农村女性形象。 这位白玉兰一样美丽的女主人
公，早年在“火把剧团”演过川剧，心底一直有着艺
术的梦想。 她的母亲英年早逝，父亲终身残疾，丈
夫又是“糊不上墙的稀泥”，她只好独自挑起家庭
的重担， 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田间地头都是一把好

手，无论是为女儿为妻子为母亲都无可挑剔。 她的
家庭一直为贫所困，但她吃苦耐劳，不卑不亢，默
默地与命运作不屈的抗争， 最终竟成为村里的一
个“孤岛”。 她在丁从杰、滕娜的真情帮助下，终于
打开了紧闭的心扉，走出了生活的阴影，并以在利
益面前深明大义的言行完成了华丽转身， 受到村
民拥戴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她从封闭的小家庭走
向开放的社会大家庭这个过程， 彰显了脱贫攻坚
推动乡村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 也为社会主
义新农村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典
型形象。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 就是充分调
动了川剧、川北薅草锣鼓等文化元素，来展示其浓
郁的地域特色， 尤其以川剧高腔这个具有象征意
义的形象，来提升其深远的主题。 川剧台词和薅草
锣鼓歌词的巧妙介入，既勾连了历史，也关照了现
实，在推动情节发展、表露人物心迹等方面发挥了
奇妙的作用。 它们适度地调控着小说的密度，丰富
了小说的内涵，也提升了小说的生活质感。

扶贫，根本的指归是人，唤起人的生存意志，
提升人的奋斗愿望。《高腔》以其饱含深情的声调，
唱出了激越的盛世高腔。 可以说，即使抽离了脱贫
攻坚这个主题来看，这也是一部有底蕴、有技术含
量的优秀之作，值得称道。

（《高腔》马平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乡土故事 盛世高腔

邢斌

前年我发起创办 《中医思想者》 文丛， 邀请
娄绍昆医师撰稿。 娄医师寄来了他从医经历的片
段， 编委们读后大呼过瘾！ 此后， 娄医师完成了
他的自传， 题目是“中医人生———一个老中医的
经方奇缘”， 近日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推出。 这
些天， 我怀着欣喜认认真真地拜读了全书。 这次
的阅读体验， 与读范先生文章的感受是近似的。

《中医人生》一书，娄医师从1962年写到1979
年。 这17年，中国社会从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到
另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 时代影响，甚至改变了一
个人的命运。 娄医师也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待业青
年，四处打工者，乡村教师，最终成为通过浙江省
中医药人员考核选拔的执业中医师。

娄医师是幸运的， 他的身边不乏良师益友，
在这个最容易使人沉沦的年代里， 互相帮助， 互
相扶持， 光阴没有虚度， “文革” 后大多成为各
个领域中的拔尖人才。 在书中， 我们也很少看到
人性恶的描写， 相反洋溢着人性的光辉， 温暖

着、 鼓励着读者。 当然， 对于一个中医师来说，
阅读本书的另一重大收获， 那就是对中医、 对
《伤寒论》 和经方的更深切认识和临床经验的获
得。

譬如何黄淼先生， 曾与作者父亲在同一所中
学教书， 受其老中医岳父影响而学习中医针灸，
临床疗效显著。 何先生善于把握复杂事物的规
律， 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 使青年娄绍昆历40多
年而难以忘怀那如沐春风的一个夜晚， 深深体味
到什么叫做“大道至简”， 什么叫做“真理朴
素”。

蒋老先生是娄医师在福建光泽打工时遇见的
一位老中医。 他是上海川沙县人，家学渊源，青年
时代受过系统的中西医教育， 曾求教过陆渊雷先
生，也听过恽铁樵、徐衡之、章次公诸先生的课，后
一改而成为经方派医家。 蒋老当时在街上摆摊看
病。 他说：“在动乱的年代我喜欢在大街上摆摊看
病， 一是为了方便流离失所无处就医病人能及时
得到诊治；二是为了了解动荡变化的时局，可以及
时地想方设法使自己趋利避害。 这几年是这样，抗
战时在重庆、昆明我也是这样。 仲景说过：‘留神医

药，精究方术’的人，一定要‘上以
疗君亲之疾， 下以救贫贱之厄，中
以保身长全’。 此之谓也。 ”足见蒋
老是一个有爱心、有思想的人。

娄医师良师益友中， 最使其
受教也最让读者受教的是张丰先
生。 张先生原是中学校长， 1958
年因右派身份被下放当工人， 因
而自学中医。 他的学习路径与一
般人迥然不同： 凭借扎实的日语
功底， 从汉方入门， 再读 《伤寒论》 原著， 他智
慧超群， 故能直入堂奥， 临床疗效卓著， 见解新
颖深刻。 有5年的时间， 在那青藤小屋， 娄医师
时常向张丰先生请益， 聆听高论， 无论是理论还
是临床， 都有长足进步。

其实不仅仅是这几位民间智者，《中医人生》
还介绍了不下十位作者的良师益友， 他们的人生
智慧、 医学智慧不单单使青年娄绍昆受益， 也吸
引着我， 启发了我。

（《中医人生》 娄绍昆 著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出版）

中医人生与民间智者

微书评

走马观书

聂茂 钟瑞莎

湖南作家张觅， 年少时期在湖南湘阴的小镇
度过， 对她而言， 家乡的小镇， 就是她心中的
“瓦尔登湖”。 每当夜深人静或一人独处的时候，
她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昔日的过往， 宁静的
小街和街上油画般“飘” 过的人和事， 她在时光
中打捞， 执意而自觉。 散文集 《光阴小镇》 就是
张觅精神书写“向后转” 的重要见证。 经历了喧
哗都市的淘洗， 作者向往“心远地自偏” 的家乡
小镇生活， 一如梭罗对瓦尔登湖的念想和追忆，
小镇上的草木、 物件和平凡的人都洋溢着旺盛的
生命力， 嵌着绿色的光芒和原始的味道。

作为都市忙碌生活中的一次暂停和情感回
望， 张觅在书中进行了一场温暖动人的生态回归
之旅。《光阴小镇》 串联着一系列美好的意象， 作
者在追忆小镇生活的同时凸显了有关湖南小镇的
独特的审美经验， 通过有温度的文字呈现着中国
小镇独有的安静优雅和湖南小镇特有的质朴和日
常的“庸俗”。 例如 《小巷》 描摹了晒太阳的老太
太“闲话家常， 神态安详” 的模样， 感觉“她们
像是浸在一帧老照片中， 泛黄的。” 人与自然的和
谐之美在记忆深处开始涌动， 旧时光回来了， 小
镇上的人在慢节奏下与大自然、 风、 阳光吹拂的
“天人合一” 的生态境界完全融合， 令人难忘。 在
《外婆的绿色庄园》 中， 一棵棵蔬菜在“我” 外婆
眼中都是通人性的， 它们就像需要保护的孩子们
的灵魂。 小镇年轻人再熟悉不过的一景一人、 一
草一木都在作者细腻而轻柔的描绘中栩栩如生。
家乡小镇里的坛子菜、 芝麻豆子茶、 腊肉、 路边
的凉粉、 棉花糖、 蛋糕铺、 甜酒、 薄荷绿豆冰棒
等“儿时的味道” 跃然纸上， 岁月的积淀使得这
些早已淡出人们视线的淳朴食物散发出历久弥新

的醇香。 对这些自然原态、 不加雕琢的美食的偏
爱与留恋表现着作者回归自然的内心渴望， 她不
愿做都市匆匆的“文明的过客”， 而要做生活的参
与者、 见证者和表达者。 只有贴近自然的生活，
人的心灵才是自由、 宁静而祥和的。 张觅的“向

后转”， 击中都市的神经， 唤醒人们最原始的良
知， 去关爱和善待生命中的一切， 就像小镇中的
人与自然一样， 他们贴近阳光风雨、 树木草花，
善待一棵蔬菜， 回归原始淳朴。 张觅追忆这些极
朴素的自然的食物、 人、 景色， 包括夏天的风、
春天的花香等等， 贫寒岁月里所有值得怀念的芬
芳、 苦涩与亮光都一一浮现在读者面前， 真实而
温馨。

应该看到，当今社会，人们普遍追求着高雅和
体面，注重精致的妆容、青睐奢华的甜点；人与人之
间关系冷淡，处处设防；即便是传统节日，也失去了
旧时的欢喜和质朴， 一切都飞速地变化了。 可
贵的是，张觅面对高雅、精致和复杂的社会，没
有急匆匆地向前追赶，相反，却依旧坚守自己的初
衷和温婉秉性，心甘情愿地“向后转”去，愿意等一
等小镇的时光。 实际上，张觅留下的是我们共同的
记忆，是简单纯粹的美好时光。

这就是 《光阴小镇》 里的生活原态， 它更接
近生命和自然， 贴近阳光和泥土， 有着青草的芬
芳。 作者对小镇的回忆是生命过程中的返璞归真，
是真挚、 自然的。 例如书中对男孩“小小” 的呵
护， 对前桌“樱木花道” 的欣赏， 对双儿甜美的
友谊， 对与未来伴侣水到渠成的恋爱向往， 等等。
这些描写， 是作者情感的自然涌动， 恰与西方的
自然主义写作产生意义的共振， 是梭罗“瓦尔登
湖” 在中国小镇的另类呈现， 昭示着作者不愿成
为“文明的过客”。 这些精神上“向后转” 的真诚
书写， 足以证明： 在森林般扩展的城市里， 人们
在精神和物质上有着对真诚、 纯粹、 简单自然的
强烈渴求和向往， 以及对于宁静生活和诗意栖居
无法抑制的浓烈的爱。

（《光阴小镇》 张觅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出版）

潇湘风情

精神书写的“向后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