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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讲诗词经典》
康震 著 中华书局

本系列为康震教授长期浸淫古
典诗词的心得之作。 作者以唐宋时
期最负盛名的诗人 、 词人为对象 ，
所讲内容兼及历史人物背景与古典
诗词点评 ， 打通文史 ， 关怀内心 ，
照应古今， 在了解诗人、 词人的背
景后品味诗词， 在感悟诗词意境之
后认识历史。

同伊

花半个月时间读完王立华写的 《一师毛泽东： 要为
天下奇》， 掩卷之时， 收获满满。 王立华在占有丰富材料
的基础上， 运用他特别强烈的联系感， 为我们深刻剖析
了学子毛泽东的内心世界。 能把青年毛泽东的所思所
想、 所读所写、 所行所得如此完整地整理出来， 本来就
很不容易， 王立华还联系到毛泽东此后的革命生涯、 联
系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写， 这就更难
能可贵了。

这本书记录的是20到25岁的毛泽东，正是风华正茂，
思想最活跃的时期。 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而是一部关于
人成长的作品。 当我们更深入地走进青年毛泽东的内心
世界，以历史当事者的心态去跟随他放歌、纠结、追寻、辩
论、实践、成长时，对毛泽东如何最后能选定马克思主义，
如何成为了一个革命者， 成为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人，就有了更清晰的把握。 尤其对青年读者来说，读此
书正当时！

王立华说，年轻时，毛泽东也是追星族，但他追的是
仁人志士之星。 无论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英雄豪杰，还是
华盛顿、拿破仑的光辉事迹，抑或是孙中山、康有为的救
国救民， 青年毛泽东将自己的人生方向立定在为国为民
的康庄大道上。 我们到底以什么样的人为自己的“星”呢？
这应该是青年人着重思考的问题。 人生短短百年，沧海横
流，白驹过隙，我们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能为绵绵不
绝的人类社会留下什么呢？ 就如同毛泽东当年问萧子升
的那样：你是跟我们走，还是要当一辈子绅士？ 我们是
要一时之风光，还是要长久之大成呢？ 青年毛泽东说：“丈
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 ”
绝不虚度此生！

青年毛泽东近乎疯狂地追寻真理， 而又对立志如此
慎重。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修
学储能，固本培元。 事关民生国民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
所以然。 毛泽东与朋友间相约“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

男女之间的事，不谈家务琐事，就是为了集中精力，去文明
其精神，去追寻真理，去探求大本大源，去走理想主义的道
路。

真立志需要有深厚根基，这就是要得真理，要能领悟
宇宙的大本大源。“今人所谓立志，如有志为军事家，有志
为教育家，乃见前辈之行事及近人之施为，羡其成功，盲从
以为己志，乃出于一种模仿性。 ”今天我们无论是以明星
或成功人士作为榜样，皆非真志也，不都是“模仿性”吗？
毛泽东的追求为何那样不可动摇， 他的信仰为何那样始
终如一？ 我想，这种对真理的坚定，是因为毛泽东经过了
思辨与实践而得来的。 求宇宙之真理，促使学子毛泽东以
极大的热情投身思想的探索之中。

标立为真理之说者，何止百家？真理到底在哪里呢？只
能靠我们自己去上下求索。书中说：“立奇志、读奇书部分，
内容生涩艰辛， 但那却是学子毛泽东思想探索与升华的
过程，是他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基石与灵魂，其中有直接穿
透心扉的特别思悟乐趣， 还有哺育领袖成长的特殊思想
营养，内含关于宇宙、人生和事业的本原之学，需要静下心
来慢慢咀嚼品味、消化吸收。 ”这两部分，也是我花费时间
和精力最多的部分，也是收获最大的部分。

毛泽东在《致黎锦熙信》中写道：“盖举世昏昏，皆是斫
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
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但他毕竟有许多优
秀的老师，有一批奇友，其实我们周围也大有这样的人在，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这样一颗大心去发现。

青年毛泽东前期走的是古典的修齐治平的路径；后
来毛泽东经过思考与实践最后立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扬弃了自由主义思想、工读主义、自治运动、君主立宪制、
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和儒释道文化的影响。 这无疑铺就
了毛泽东通向真理之路的台阶。 那些被证明过的是错误
或正确的思想，更值得后来者认真思考，从而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

（《一师毛泽东 ：要为天下奇 》王立华 著 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

李瑄

新锐湖南籍女
作 家 张 夏 的 文 集
《绿灯记》 最近面
世， 所含八个中篇
小说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她以故乡
为原型创作的杀子
庙系列，包括中篇小
说《杀子庙》《红灯
记》《谣言四起》；第
二类是以深圳为背
景、 探讨当代都市
生存体验、 具有鲜
明时代特色的作品，
如 《绿灯记》 《绿
皮火车》 《牵着黄
狗上深圳》 《天上
云 ， 地上尘》 等 ；
第三类则是类似于
《高声赞美》 这种以
亲身经历写成、 探
讨残酷世相、 拷问
复杂人性的小说，
不过这类小说只是
偶尔为之。

总体而言， 第
一类作品最能代表
她的创作功力与创
作特色。 以中篇小
说 《杀子庙》 为例，
作品讲述的是一段
乡村“劣等” 家族
的心灵黑暗史， 具
有现实主义的典型
特征， 以纯粹的客
观陈述呈现那些残
缺、 倔强而又重复
的生命体验， 发掘
我们的语言很少触
及、 无力说出、 不
曾命名的疼痛、 忧伤与绝望。

主人公陈大学， 一个来自省城的知
识分子， 同时也是一个人生错位的滑稽
角色， 因历史原因下放到砂子庙村， 娶
了一个带着“歪瓜裂枣家族基因” 的矮
女子， 人生从此陷入泥沼无法自拔。 本
性善良的他由此成了一个另类的农民，
懒散、 迂腐、 虚荣， 还有着一种不合时
宜的浪漫情怀。 他的人生也就成了一个
彻底的悲剧， 更可悲的是， 他的儿女沿
袭了这个悲剧。 在讲述陈大学一家的悲
剧命运时， 张夏熟练地运用着轻与重、
悲与喜、 真与假、 虚与实参差对照的手
法， 但并没有把小说气氛渲染到无望。
明明是惨痛的细节， 竟被她写得幽默风
趣； 明明是惊世骇俗， 却还能云淡风轻。
各种包袱层出不穷， 张氏幽默随处可见，
让人看得忍不住发笑， 却又脊背生凉。

在赞美中怀疑， 在批判中宽恕， 轻
快幽默的笔调， 沉重尖锐的内核， 几乎
是张夏所有小说的共同特点。 这种独特
的表达， 体现出作者通透明朗的人生观，
扎实的文学功底， 以及发自内心的善良
和悲悯。

《杀子庙》 这篇作品， 对话里随处
可见湖南方言与地方民谣， 地方性与时
代感兼而有之， 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思
想内涵； 作品中常见闲笔， 很好地调节
了故事的节奏， 让读者阅读的呼吸急缓
相间， 从容畅快。

除了讲述砂子庙的冷暖人生， 张夏
还把笔触伸向中国当代社会的诸多方面：
《绿皮火车》 是对独生子女家庭精神危机
以及失独家庭中年人生的观照； 《绿灯
记》 书写在夹缝中生存的移民群体， 展
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感和不稳定
性； 《牵着黄狗上深圳》 则通过一条狗
的视角看人类， 揭示了凤凰男到城里打
拼的罪与罚……在这些作品中， 正如作
家秦锦屏所说， 张夏就像“一个快意恩
仇的侠客， 刀起肉落， 剁出一团团血肉
之花， 见鲜活， 见疼痛， 见伤口， 见扭
曲， 见冷硬！” 以超越性别的凌厉语言，
以简练的结构， 编织出丰满绵密的人生
故事， 制造着烈火烹油般的阅读快感。
读罢此书， 不禁疑惑作者身上是否潜藏
着一种狼性———创造的狼性， 征服的狼
性？

张夏笔下的砂子庙， 是她为自己重
建的心灵故乡。 砂子庙系列里的人物，
均由她很多童年记忆碎片拼凑而成。 文
学想象中的砂子庙， 承载了她对家乡的
怀念以及对人生命运的反思。 而对自己
的心灵故乡进行一种近乎狼性的拷问，
是需要自我怀疑的勇气和足够的叛逆精
神的。 就一个相夫教子多年的女作家来
说， 尤其难得。 思维的开阔、 敏锐的视
角、 凌厉的文风， 与她居家多年的宅女
形象反差巨大。 张夏的小说也因此具有
很强的辨识度。 期待张夏为我们奉上更
多文学创作上的奇花异果。

（《绿灯记》 张夏 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夏丽柠

在《国家宝藏》第一
期节目里，故宫博物院带
来一件藏品：“清乾隆各
种釉彩大瓶”。得此名号，
是因为器身自上而下装
饰的釉、 彩多达17层，堪
称中华制瓷史上登峰造
极之物，说明清乾隆年间
的制瓷工艺达到了相当
高的水平。正如清代文人

毛奇龄诗中所云：“君家陈宝世无算，为汝一歌宣
德窑。 ”现下哪怕是淘到一枚宣德窑的残片，也值
得拥有者欢呼雀跃了。

陶瓷文化研究者、作家涂睿明说：“我每天下
午在路上散步， 常常因为田间的瓷片停下脚步。
有时某块菜地刚刚翻过，还会有许多‘新’瓷片暴
露出来，虽然大都不值钱，却都是第一手资料，满
是历史的印记。 ”于是，便有了这本《捡来的瓷器
史》。

在涂睿明的引领下，我们由一枚枚古代瓷器
残片中，便可窥看造瓷技术从起步、发展、鼎盛到
衰败的重要瞬间。他将瓷器发展历史上重要的节
点分为十章，恰好可以勾勒出整个瓷器史发展的
历程。 我们也得以见识自宋以来，陶瓷业发展带
给宋元明清等朝代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的深
远影响。

谈窑口，必说景德镇。 瓷都景德镇古称昌南
镇，因在昌江之南，故得名。景德镇是宋真宗以年
号所赐。 之所以被选为官窑之地，是因为那里的
温度气候、水土工匠以及临江运输都非常适合瓷
器发展。宋代有汝、官、哥、定、钧五大名窑，以“青
白瓷”为主要产品。“御窑钦定”推动了制瓷业的
发展，制陶彻底让位于制瓷，标志一个瓷的时代
来临了。

书中有一个例子：“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文会图》，是宋徽宗赵佶的亲笔。 画中描绘的是
一次茶会的场景。 大桌上的小碟、托盏以及温酒
壶，分明都是景德镇窑青白瓷。 ”你看，从宋真宗
至宋徽宗已过百余年， 景德镇仍然深受皇家青
睐。 有皇帝给打广告，宋代的制瓷业蓬勃发展起
来，增加了不少窑口。

不过，宋代的青白瓷也有它的问题，巨大的
需求致使原料匮乏。谁知这个问题竟然在百年之
后的元代解决了。元代在青白瓷的基础上研制出
了元青花，青花料来自波斯。 本以为这下大功告
成了，可优质瓷石材料又枯竭了。 可是工匠们又
在景德镇附近发现了高岭土，通过它与瓷石的混
合，成为制瓷的黏土材料，解决了原料匮乏问题。
这不仅是陶瓷史的飞跃，也是科学上的大进步！

元青花的存在，在19世纪50年代才得到进一
步确认。 其实，元青花最值得称道的是“蓝色纹
饰”设计。 大量留白的特征，与蒙古族“崇白尚蓝”
的习俗相吻合。蒙古包形状的瓷器和设计里大量
的戏剧人物，足以说明元曲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
作用与瓷器的发展息息相关。曾有人质疑元青花
瓷的根是否在中国，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
梅瓶便说明了一切。至于为什么元青花会出现在
伊朗、土耳其的博物馆里，那只能说即便在古代，
瓷器也为我国赚取了不少外汇， 是推动经济发
展、建立外交的重要手段。

我们说，宣德帝的青花瓷蟋蟀罐也好，成化
帝的斗彩酒杯也罢，还有康熙的郎窑红釉、雍正
的粉彩瓷，以及乾隆的仿竹雕瓷器，都少不了帝
王推动瓷器发展的影子。西方工业革命的技术进
步， 对中国帝王垄断的陶瓷业发展形成了冲击，
曾经如日中天的窑业终于暗淡下来，景德镇也一
蹶不振。

“路在何方”是本书的结束章标题，也是涂睿
明留给大家的问题。 阎崇年在《御窑千年》里说：
“以一种优美器物即瓷器作为中国的英文国名，
既是瓷器的骄傲，也是中国的自豪。 ”如此说来，
瓷器，作为中华民族千年以来的代表符号，就该
重归辉煌。

（《捡来的瓷器史》涂睿明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刘群力

人入中年后， 在我的世界里， 爱情只是年轻人的专
利， 我的爱情已变成了左手和右手。 有幸读到洞口诗人
林目清先生的爱情诗集 《心尖上的花蕊》， 诗人的爱情
心语， 击中了我灵魂深处的痛点， 唤醒了我沉睡的意
识， 我的心有了丝丝悸动。 我跟着诗人从一朵桃花开
始， 赴了一场爱情的盛宴。

这本诗集收集了林目清先生100首爱情诗， 囊括了
他的爱情世界。 诗人以纯真、 鲜美的文字表达了对爱情
的膜拜与向往、 无奈与渴望、 崇敬与不舍。 他的诗歌，
他的爱情， 都充满个性色彩， 也体现了诗歌及文学艺术
的真正价值所在。 在他的诗中， 我们能够看到他的身
影， 听到他为爱而歌的声音， 读到他的喃喃心语。

一千个人有一千种不同的爱情， 诗人的爱情是从一
朵桃花开始的。 “一朵桃花， 从微寒的春天/孵出， 在阵
痛里舒展/总让人爱怜和心痛/我是一片云彩/肩负着看护
的责任， 时不时/落下爱意， 打在桃花的心底/这种不经
意的爱/似一朵甘露/沿着桃花的脉络浸润/一天一夜/化
为一种青色的果……” 人面艳若桃花， 人比花美， 我是
呵护你的云彩， 爱意自然流淌， 轻叩爱人的心， 结出青
涩的爱情之果。 诗中一方面是对自然景观的客观描写，
一方面是诗人的主观感受， 诗人巧妙地将两者融为一
体， 人花难辨、 花美人美情更美。 全诗语言朴实却又饱
含深情。

诗人的爱情是幸福的， 也是纠结的。 在 《我是一只
蜷缩的虫子》 里： “我总是想敲开你的门/但总担心进去
了， 却无法退出/于是我想站在门口等你/但又担心熬不
住半夜的寒冷/害怕那咳嗽声惊扰了你/于是我设计等你

在某一个拐弯处/等来时正
好遇上你 /可我一旦遇上你
时我什么也说不出 /于是我
计划站在风景最美的山顶/
等你开心或孤独时也来这个
山顶看风景 /但我不知在这
个山顶能坚持多久 /于是我
只能坐在家里呆呆地想你/想我们在一起时能发生的事
情/想着想着自己立即在羞涩里惊恐/于是我只能闭上眼
睛驱除你的影子/影子越驱除越稠密把我紧紧缠绕/我发
现自己就像一只虫子蜷缩在一个茧壳里。” 这首小巧玲
珑的诗歌， 彰显出空灵而深远的爱怜。 从敲门到门口、
到拐弯处、 到山顶的等待， 到呆在家里想你， 每一句诗
行无不充满着真挚浓密的感情， 情感细腻而热烈。 如果
说爱是一种生命的存在， 那么诗人的心灵便是滋生爱情
的沃土。 诗人的灵魂空间里布满了最敏感的爱情神经，
血液里流淌的是奔腾不息的爱情！ “在羞涩里惊恐”，
“像一只虫子蜷缩在一个茧壳里”， 将诗人在感性和理性
之间的徘徊表现得淋漓尽致， 惟妙惟肖， 富于诗情画意
又颇有生活情趣。

爱情诗是诗人安放心灵的岛屿， 要经营好这块岛
屿， 需要比蓝天更广的胸怀， 比泉水更清澈的心灵。 该
诗集以心蘸墨， 用“情” 作为主旋律， 凭主人公的情去
感动读者， 用诗歌的艺术张力表达了人类追求美好爱情
的心理本能和情感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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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中国》
顾海良 主编 湖南人民出版社

本书以18个专题的形式， 以时间
为主线串联起马克思的生平 、 著作 、
思想及其对近现代中国发展进程全方
位的影响， 介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的历史脉络和最新成果等， 多角度
地展示过去、 现在和未来马克思这位
伟大思想家对中国政治、 经济、 社会
发展进程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道路的成功密码》
董振华等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本书从“思想的威力”“正义的事业”
“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基因”“制度的优
势”“务实的态度”“实干的精神” 等方面
深度剖析“中国奇迹”，详细解读“中国奇
迹”背后的必然逻辑，深入探讨中国道路
的成功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