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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看生活的
摄影方式

李婷婷

敲下这行字之前， 我刚走过滨江文化园宽大的广场。
烈日蒸晒， 园内人迹稀少， 只有一两个清洁人员， 和四五
个江边放风筝的人。

忍不住掏出手机， 拍下眼前景象。 图片泛着这个季节
独有的白光， 这座城市， 正式进入夏天了。

那么， 我是通过身上微微出汗的感觉， 还是这张被定
格的图片上几乎要溢出来的夏日之光， 而意识到了季节的
降临？ 在迅速、 便捷的信息时代， 究竟是什么， 充当了我
们的认知工具， 同步甚至先于我们的感觉呢？

任何一个时代， 都会出现一种新的表达形式， 来适应
全新的体验。 迅捷， 扁平， 碎片……新时代的一切经验，
都可以使用手机镜头准确切取， 并通过朋友圈等社交媒体
快速传达。 手机拍照， 成为新经验与移动互联网语境无缝
对接的最佳手臂。

在马宏杰 《手机拍的书》 里， 恰好能看到这些新的经
验。 一个行走江湖多年的专业摄影师， 居然将自己的手机
照片集结成书， 设计风格也是与之匹配的朋友圈评论、 互
动形式。 就像一个在巨大机器后面藏了许多年的摄影家，
突然探出头来跟你Say“Hi”， 你冷不丁看到了他的朋友
圈， 看到他面貌生动又再普通不过的日常。

然后你会想： 这也是我生活里的场景啊。 为什么我没
有想到要把它们拍下来呢？

这本厚厚的图片日记， 有些细节被恰当地发掘， 有些
问题被赤裸裸地展现， 有些场景被主观意识所美化。 无论
何种表达， 它们一张张叠加， 形成了一幅较为完整的视觉
图谱， 并向读者呈现一个人的新经验下的世界图景。

新形态的爆发， 总有人会担心、 疑虑， 为旧的形式唱
挽歌。 全民摄影的浪潮， 也让专业摄影家们感到隐隐担忧。
马宏杰似乎一开始就略去了这些， 自如地投入风潮。 其实，
当一个新的事物席卷之时， 也正是“旧事物” 得以摆脱固
有模式、 探索全新维度之时。

比如20世纪电影的全面入侵， 让小说面临前所未有的
冲击。 为了从被电影叙事快速占领中挣脱出来， 作家们开
始自觉探索小说的更多面向和可能限度， 削弱可以完全被
电影取代的叙述性情节， 直接影响了现代小说的整体面貌：
荒诞、 意识流、 魔幻主义……

摄影也是如此。 “照相机的发明， 直接摧毁了画家们
焦点与透视、 写实与逼真的信条， 引出了后来的印象派、
抽象派、 象征主义、 达达主义……” 当手机拍照能快速、
便捷、 准确地记录时代和处理现实， 因而推动了全民摄影
的热潮， 也会让传统专业摄影， 像“三体质子” 一样， 展
开自己新的维度。

对于还不太有随手拍摄习惯的人， 这本书或许会带给
你一种观看生活的方式， 即苏珊·桑塔格说的“摄影式观
看” ———把现实当作一大堆潜在的照片来观看。 但这无关
紧要， 它贴合的， 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频率， 由无数碎片
拼接的现实。 而摄影本身就是， “倏忽的生命的存货清
单”。

在“摄影式观看” 的今天， 我想， 我对夏天降临的意
识， 不再只是背夹里滚下的汗珠。 或许， 先于汗珠， 我通
过拍摄、 读取一张随手拍的照片， 早已看到那质子一样轻
盈的夏日之光。

（《手机拍的书》 马宏杰 著 中国视觉艺术出版 社
出版）

董芳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封面上的照片拍
摄于习近平青年时期。 他左手抚包， 右手插袋，
温文尔雅、 稳重自信， 咧嘴微笑， 又显孩童般纯
真善良。 书中一群知青、 一群陕西村民、 一群熟
悉他的人娓娓道来， 带读者穿越时空， 回到那段
艰辛困苦却激励人心的岁月。 那是习近平总书记
与人民之间的青春故事， 为我们青年一代竖起了
学习标杆。

要学习青年习近平， 从情感深度上坚定理想
信念。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来自哪？习近平与
人民群众之间的鱼水情深， 便是一名共产党人的
初心之源。 “陕北高原是我的根”， 他忘不了， 在
他最困难的时候， 是陕北老乡收留了他， 帮助他
在农村生存下来。 人民的支持赋予了青年习近平
成长的不竭动力。 他逐渐克服了生活上的各种不
适， 成为种庄稼的“好把式”， 他也逐渐褪去了思
想上的迷茫彷徨， 走进并读懂了“中国农村” 这
部大书。 青年习近平从人民群众中汲取的力量培
养出了他此生不变的理想信念， 那就是： 要为人
民做实事。

要学习青年习近平，从知识厚度上培育文化自
觉。文化自觉来源于学习。青年习近平酷爱学习，在
梁家河、延川县，乃至陕北知青界都是出了名的。 没
有时间，就挤；没有书，就借；没有灯，就用旧墨水瓶
点煤油灯。 不光是看，习近平还爱写，在炕桌上、炕
沿上、石头板上，随处都能落笔。 读书这种“天然需
要”带他走向梁家河外面的世界，而现实又将他的
根深深扎在脚下的土地中。 精神世界的丰富和异常
艰苦的现实交融， 让他内心不断产生深刻反思，培
育了他高度的文化自觉， 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自
信。 这不光成为习近平一生的财富，也影响了若干
年后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理论体系。 总书记强调，我
们要在坚持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的同时
建设一种“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 这
是为中国人民贡献了一个更加宏观、明确、开阔的
文化建构。

要学习青年习近平， 从实践广度上历练能力
担当。“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做什么”。为改善穷乡
僻壤生活不便的处境， 习近平在担任梁家河大队
党支部书记后， 积极处理各种矛盾， 终于在村里
建起了铁业社、 裁缝社、 供销社等， 也建起了
“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村民思想封闭， 缺少主心

骨， 习近平便琢磨着发现能人、 培养带头人。 他
曾三顾茅庐， 将脾气犟、 对生产特别在行的武成
刚重新请出来当赵家河大队长。 青年习近平在为
黄土地贡献自己全部智慧力量的同时， 也实现了
自我成长。

要学习青年习近平， 从思想高度上彰显人生
境界。 青年习近平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 立志
“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 他仰慕前
人困境中涅槃， 向往“高山仰止， 景行行止”； 他
遇事有定力， 既欣赏曾国藩“心明力定” 的魄力，
也秉持“云卷云舒” 的从容……拥有这样的思想
认识， 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再糙的饭也吃得
香， 再穷的人也看得起， 并成为下乡时间最长的
知青之一； 不难理解， 为什么他在被拒入团入党
近20次的情况下， 还坚持要入党， 在党内去“发
挥驱浊除弊、 改造时势的积极作用”； 不难理解，
为什么受过政治斗争伤害的他还是立志要从政，
做一些能影响老百姓命运的大事情……青年习近平
将自己看作是黄土地的儿子， 并学会了从这个角
度去思考如何为人民服务。 继而到今天， 他将自
己看作是中国人民的儿子， 不断将“为人民谋幸
福” 推向新的高度。

郭佳

反复品读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我感
动， 故事里的青年习近平扎根黄土高原， 与人民
群众同甘共苦、 摸爬滚打， 用心触摸到一个最真
实、 立体、 全面的中国； 我也感动， 故事外的新
闻工作者深入一线， 与曾和总书记同吃同住同劳
动的父老乡亲、 知青们面对面交流， 用心呈现出
一段最真实、 立体、 全面的领袖故事。

从好故事中读出大道理， 从真情怀中感受大
担当。 不论是当年留下好故事的人， 还是今天记
录好故事的人， 都有着跨越时空的信念坚守， 亦
有着永不过时的奋斗姿态， 那就是扑下身子， 打
好底子， 干出样子。

扑下身子， “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梁家河七年里， 青年习近平“与群众坐在一条凳
子上” “与群众一块过、 一块苦、 一块干”， 经受
了最真实的农村考验， 开展了最实在的基层工作，
摸清了最原本的群众想法， 懂得了“什么叫实事
求是， 什么叫群众”。 由此， 不难理解， 这些年总
书记的足迹为何总向着基层群众， 这是把对梁家
河人民的赤子初心升华成对天下苍生的浓浓牵挂。

感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我深深懂得：
只有扑下身子， 才能掌握实情， 才能收获真情。
去年， 我有幸参与了“扶贫楷模” 王新法的宣传

推介， 湖南日报常德分社社长周勇军从2014年起
就蹲村采访， 见证了王新法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
酸甜苦辣， 两人曾在四面透风的老木板屋彻夜长
谈。 周勇军说， 报道王新法就是攀越一座大山，
我们需要扑下身子， 以一个登山者匍匐的姿态去
聆听去感受， 才能讲好这方水土上令人感动的人
和事。 如何讲好中国故事， 答案就在田野间， 智
慧都在群众中。

打好底子， “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在“上山下乡” 年代， 青年习近平“痴迷” 读书，
“一物不知， 深以为耻， 便求知若渴” “碰到喜欢
看的书， 就要把书看完； 遇到不懂的事情， 就要
仔细研究透彻”， 即便上山放羊， 也带着书……黄
土高原闭塞而荒凉， 青年习近平却读出了“诗和
远方”。 他后来回忆： “我并不觉得农村7年时光
被荒废了， 很多知识的基础是那时候打下来的。”
由此不难理解， 这些年总书记担当党和国家的
“第一发言人”， 为何讲话总是那么有底气， 既有
历史纵深， 又有国际视野， 既有哲理思辨， 又有
现实观照， 这都是年轻时打下的好底子。

感悟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我深深懂得：
没有人“生而伟大”， 有的只是不断的学习， 持续
的努力。 我们不妨问一下自己有多久没有完整地
读过一本书了？ 国务院新闻办原主任赵启正曾换
过很多行当， 研究过核物理、 电子光学， 管过企

业、 当过组织部长， 后又管新闻、 当发言人。 每
次转型， 跨度很大， 从头学起。 他每天坚持阅读
各类书籍4小时， 每年召开两会新闻发布会， 他像
准备高考一样提前2个月做功课。 他认为， 今天的
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心， 新闻宣传
人承担着沟通世界的职责， 要像总书记一样多读
书、 多思考、 多用功， 时刻准备好， 才能向世界
发好言。

干出样子， “群众需要什么， 他就干什么”。
基层很苦， 一线很穷， 这是在农村土生土长的我
儿时最深刻的记忆。 正是亲历过“面朝黄土背朝
天” 的辛苦岁月， 我能体会当年梁家河群众改变
命运的强烈渴望， 也更加敬佩青年习近平为民谋福
的责任担当。 那几年， 他带领村民撸起袖子加油干，
打坝挑粪、 办沼气、 打井、 搞河桥治理……一件
件、 一桩桩， 都是村子里从未有过的大实事。 村
民们日子越过越好， 一致推举年轻的他为梁家
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由此不难理解， 这些年总
书记为何反复强调要“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反复要求“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
人民”， 这就是他当年在梁家河带领群众奋斗的
样子。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责任。 我想， 再过10年、 20年， 新时代篇章
里， 也一定会有传颂我们这代人的好故事。

特别推荐

好故事都是奋斗出来的

学“习”在路上

艺术新锐

走马观书

《红色第一家》
杨华方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湘潭作家杨华方
继 《毛泽东在 1925》
之后推出的又一部长
篇力作。 该作从人性
化的视角， 选取了一
些鲜为人知的传说 、
逸事、 小事， 揭秘了
毛泽东的夫妻情、 兄
弟情、 兄妹情、 父子
情、 伯侄情。 毛泽东
和六个亲人的生离死
别， 悲怆而壮烈。

《我们为什么要呼救》
李西闽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8年汶川大地
震期间， 作家李西闽
被 埋 废 墟 七 十 六 小
时， 获救后写作的长
篇 纪 实 散 文 《幸 存
者》 获华语文学传媒
大奖。 本书是他的长
篇新作， 讲述三个人
震后挣扎求生、 战胜
心理与身体伤痛的故
事。

岁
月
刻
诗
痕

《看世界》
傅莹 著 中信出版社

傅莹的第二部
文集， 汇集她对中
国外交政策和一些
国际问题的理解与
思考， 涉及世界秩
序、 中美关系、 中
俄 关 系 、 南 海 问
题、 中日关系、 亚
洲和平、 朝鲜半岛
核问题等诸多热点
话题， 一些作品系
首次公开发表。

《汴京残梦》
黄仁宇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这是华语世界著
名历史学家黄仁宇
撰写的历史小说 。
北宋汴京的繁华风
情盈街遍巷 ， 徽宗
时代的人物蔡京 、
童贯 ，运送花石纲 、
党争遗风 、 靖康之
难……动荡中的国
事 、家事 、人生 、爱
情 ，虚虚实实之间 ，
描绘出一幅跌宕起
伏的全景式历史长
卷。

潇
湘
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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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崇谷

前不久， 湖南省原副省长唐之享送给我一本他创
作的诗词集 《岁月诗痕》。 这是之享先生几十年来创
作的诗词精品的汇编， 也是他在进行文学艺术上的一
次自我总结。

之享先生是有着天下情怀的诗人， 是湖湘文化熏
陶出来的诗人。 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从14岁开
始就写格律诗，此后笔耕不断，诗作泉涌。《岁月诗痕》
全书收入了他从14岁至70岁这56年间创作的264首诗
词，其中律诗140首，绝句69首，词55首。 近60年的茫茫
岁月，他顺着诗径一路走来，体现出热爱诗词的胸怀与

情操。 诗如其人，无论是年青时的立志诗、中年时的奋
进诗还是退休后的赋闲诗,�这264首诗词朴实无华，意
境高洁，处处都能体现出之享先生格调高雅、志向远大
的情怀，也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才华。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是唐代大
诗人白居易提出的作诗著文的基本准则。 这何止仅是
古训， 更是历代文人的历史使命， 也是创作文学作品
的一种价值取向。 之享先生的诗词创作正是遵循着这
一原则， 将作品深深植根于时代的血肉之中， 随时代
的脉搏跳跃而奔腾发光。 真正的好诗来源于生活， 诗
人只有体悟生活本质， 吃透生活底蕴， 才能创作出好
作品。 之享先生深知此理。 他的作品崇尚自然， 紧贴
生活， 没有古今很多文人难以避免的矫揉造作、 无病
呻吟。 他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所思所想化于诗中，
无时、 无处、 无事不可入诗， 笔下总是一派春华秋
实， 生机盎然。

之享先生与夫人胡江青女士伉俪情笃， 在同事、
朋友和诗友圈中早已传为佳话。 他写的 《红豆》：
“睹物思人情更痴， 古传红豆寄相思。 夜来辗转难安
枕， 想见当年热恋时。” 借妻子寄来七颗红豆作为兴
发， 抒发出对爱情的坚贞和对往日甜蜜的回忆， 感情
真挚自然， 读后余味无穷。

诗是诗人价值观、 人生观的外化。 之享先生身为
领导干部， 时刻心系黎民， 忧民之所忧， 乐民之所
乐。 他分管教育工作， 与学校、 教师打交道， 有不少
写教师、 写学校的作品， 对教育工作和教师也分外关
心。 他关注农事， 体贴农民， 在一
首 《十六字令·牛》 中写道： “牛，
百宝农家第一筹， 耕田地， 默默自
加油。 牛， 雨雪风霜不畏愁， 甘奔
走， 俯首乐悠悠。” 语言平白朴实，
却饱含着真挚的感情。 在读者看
来， 他一方面是在赞美牛， 而另一
方面也是赞美基层干部们与民同
心、 关心民众的精神， 更是表白自
己乐意为民众不计得失、 甘于奉献
的人生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