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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新宁

“无论哪个时代， 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
的力量， 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 黑格尔两百
年前的这句话， 放在今天尤为贴切。

如果说， 当年“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
币流通的”， 那么今天， 从PC到移动， 从微博到
微信， 从客户端到视频直播……借助于层出不
穷的新技术新载体， 舆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
为复杂， 也更加强大。 对党和国家来说， 把握
定位舆论已经上升到“治国理政、 定国安邦”
的战略高度； 对媒体人而言， 观察分析舆论也
成为“苟日新、 日日新” 的职业课题。

拿到赵强的 《舆论的脾气》， 深感这是一部
应时之作。 “观媒” “察舆” 本是媒体人的分内
事， 然而时至今日， 普通人也能对中外舆论热
点如数家珍。 何况， 舆论喜新厌旧， 若只是综
述人人皆知的陈年旧事， 大家不免兴味索然。
可喜的是， 赵强此书， 梳理了过去几年的舆论
热点， 以生动的笔墨娓娓道来， 像老友夜话、
饭桌聊天， 同时又由浅入深， 穿过“事情”、 透
过“舆情”， 驰骋于社会学、 政治学、 经济学、
传播学各领域， 尝试挖掘出今天中国舆论生态
的本质属性， 总结出一些规律性认识。 这些本
质属性， 即他说的“舆论的脾气”。

把握舆论的脾气，赵强有独特的优势。 他是
新闻科班出身，毕业后又先后走进中宣部、求是
杂志社和人民日报社的大院。 正如书中所言，这
样的工作经历，让他有机会从理论到实践、从宏
观到微观、从幕后到台前，审视舆论现象，亲历舆
论调控，参与舆论交锋。 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比一
般人更能感受舆论的脉动， 感悟舆论的悲喜，感
怀舆论的魅力。 这本书中，作者对“舆论”这个工
作对象进行了冷静细致的理性思考和深入浅出
的理论阐述，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字里行间
透露出的对舆论工作的耿耿“初心”。

我们常说， 舆论如过山车。 这既是在说，
向心力、 离心力叠加交错的舆论场， 方向走势
瞬息万变， 起承转合扑朔迷离， 同时也暗含了
这样一层意思———呼啸之中， 人们往往情绪失
控、 身不由己， 忙于随波起伏、 闭眼尖叫。 此
时， 若能穿越人声鼎沸， 超越随声附和， 就能
获得更深刻的认识。 作者在本书中， 对于“敏
感” 问题没有刻意回避； 对于“大众” 也没有刻
意讨好， 始终保持着一种持中冷峻的观察视角。

比如， 在赵强看来， “标签化” 或许是新媒体时
代的“罪”， 但若能洞悉人类自始至终存在节约
交易成本的社会惯性， 说服大家进入一个认真
说理的场域， 那么更容易消解标签化的负向影
响力； 比如， 舆论是一块磨刀石， 舆情可以砥砺
治理， 但舆论也很可能是哈哈镜， 应当重视但切
勿盲从。 类似的思维火花随处闪烁。

立足今天的中国舆论生态， 有两个命题早
已不可回避： 一是如何在国内舆论场做好舆论
引导， 二是如何在国际舆论场讲好中国故事。 中
国要强起来， 获得与国家硬实力相匹配的舆论
能力， 已经成为时代的刚需。 这种舆论能力， 既
是舆论的认识水平， 也是舆论的生产能力、 引导
能力和管理能力。 一般意义上， 这种能力常被放
在国家层面审视。 但谁都不能否认， 它必须落实
到具体工作与具体的人上面。 本书不仅针对普
通大众悉心“科普”， 更对需要经常与舆情交锋
的媒体从业者和政府工作人员言之切切， 可见
作者拳拳之心。

“舆论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 自古至今，
由中到外。” 书中的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 这不
仅意味着它常有载舟覆舟的威力， 也暗示着它
常有冲开时代关口的滚滚势能； 不仅意味着“逝
者如斯夫”， 我们面对和处理具体舆情的时间窗
口如此有限， 更是在说， 我们所面对的舆论早已
不是一条“内流河”， 而是在时刻与世界舆论的
冷暖激荡中， 成为国际交流与交锋的“主航道”。
今天， 我们的使命是打通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
通过对话交流与国际合作， 为中国的发展赢得
更为广阔的空间， 让这条奔涌的“河流”， 不致
因国内外落差的悬殊而成为危险的“悬河”。

在本书中， 赵强对“舆论安全” 作了大篇幅
论述， 这延续了他博士论文的思考， 也击中了今
天中外普遍关心的焦点议题。 我想， 安全永远是
能力的副产品， 是把握规律的自然结果。 钱塘江
上， 善于搏浪的健儿能溯迎而上， “手把红旗旗
不湿”； 但若是不懂潮汛的人， 即使退在岸边数
丈外， 也可能被浪头打翻甚至卷入江中。 其中进
与退、 攻与守、 安与危的道理， 不言而喻。 时代
大河奔涌， 对于新闻舆论工作者而言， 仅作岸上
观自是不够， 看潮涨潮落， 更需要看到涨落背后
的引力。 阅读此书， 能目睹时代的伟力， 回味舆
论的威力， 也能看到思维的活力。

（《舆论的脾气》 赵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邓建华

“你这个业务我
不想接。” 我对老朋友
陶海音说。 跨度30年，
涵盖小说、 散文、 诗
歌、 文艺评论、 时事
评论、 新闻报道等 ，
这样用情、 用心、 用
力的作品集， 摆在这
里一大堆， 你要我从
哪里下手?
� � � � 海音几个哈哈盖了过来说：
“我还不知道你， 这样吧， 我不
为难你， 你想怎么策就怎么策，
反正就你来搞几句话。”

我头皮发麻， 想再推， 一时
实在想不出什么好理由了。 我自
叹命苦， 怎么偏偏和这些勤快人
做了朋友。 我把自己关在书房，
看了一天书稿。 我们家的小人儿
不时来问， 这是什么啊这是？ 我
不能够被他打搅， 就说， 天书。
是的， 我被这本彻头彻尾不按常
理编织的书绊倒了。

安静下来后， 我细细揣摩，
终于窥见了一个中年男人求学、
就业、 履职、 成家、 圆梦的踉跄
足迹， 也隐约听到了一管孤独的
陶笛在拼命吹奏大海的声音。

陶海音是他的名字， 也是他
生命的符号， 是我毫不犹豫抓住
不放的三个特别意象， 如同在池
塘边扑到的三只红蜻蜓。

望城人对陶不陌生， 陶是望
城的名片。 神秘的“黑石号” 冒
出来后， 许多的陶艺家顺着时空
隧道退回去， 鼓捣起老祖宗的柴
烧窑来了， 拉 、 捏 、 刮 、 刻 、
镂， 杯、 盘、 碗、 碟、 罐， 十八
般武艺用尽。 窑门一开， 喝彩一
片。 我看海音这本书， 就一个活
脱脱的柴烧窑。 作者当过临时
工、 做过小科员、 干过大记者、 任过一官半
职， 生活场景不停变换， 但不变的是他对生
活本质的体悟， 对生存趣味的文化场域、 人
际关系以及漫漶出来的精神气息进行的不懈
解读。 饮食起居、 喜怒哀乐、 进退留转、 春
夏秋冬， 熟稔的一切在他的笔下张弛有度、
左右逢源、 跌宕生姿、 风淡云清。 “经过这
么多年沙漏的过滤， 这些字成为一种不灭的
材质。” （王安忆语） 尽管这是众多文体的集
合， 但其思想内核、 人文精神、 斐然文采糅
合在质感丰富的文字里， 隐形的力量犹如火
烧制的陶凸显在最妥帖处， 可以实实在在去
触摸。

人到中年， 经历的东西多了， 纷纷汇聚
起来沉淀下来， 成为不可多得的宽阔阅历。
海音是个稍缺小情趣、 却有大情怀的人。 他
的爱好不是太多， 平时的业余时间都花在阅
读上， 善于吸纳各方面如涓涓细流的知识，
他是个有准备的人， 是正儿八经在为有可能
来也有可能不来的机遇蓄势。 在现代生活烟
波浩渺的大潮里， 无论在风风火火的记者岗
位奔波， 还是在忙忙碌碌的县直、 省直单位
打拼， 海音都能够接触到一般人可遇不可求
的海量信息， 难能可贵的是， 他永远抱着一
颗好奇心和责任心去接收、 去包容、 去思辨，
善于用文学的视角， 去发现和开掘生活里那
些被遮蔽的美和情感。 面对碎片化、 混沌化
的现实生活， 他一脸憨笑， 从不畏惧不放弃
对整体性的把握和接近， 凭借越来越广阔的
视野和能量来消融和梳理。

海音是资江边长大的孩子， 走出家门多
年却乡音无改， 常常同一件事说三四遍才能
勉勉强强让人懂。 但他的文字却不含糊， 他
一直在努力传递一种充满正能量的声音， 一
种张扬着不肯轻易改辙的个性的声音。 为底
层发声， 为情感发声， 为梦想发声。 文字、
文体、 文集， 也仅仅是一种工具而已， 就像
一张琴， 一面手鼓， 或一管七孔陶笛， 反正
就是为发出一种声音， 一种金属的声音， 一
种阳光的声音， 一种让人心甘情愿停下来的
声音。 这， 可能就是他的初衷了。 他没有说，
他的文字也没有这么说， 是我读过他的人，
读过他的文后， 记住的牢靠印象。

一管孤独的陶笛能否吹奏大海的声音？
我也不知道， 想想都有累的感觉， 但我知道
的是， 他， 陶海音， 在尽力而为。

你若能够感受他的寂寞， 不妨一起来。
众多声音合在一起，
就可以歌哭， 可以海
啸 ， 可以荡涤地平
线。 我想， 这也是我
为他写这段话的初衷
吧。

（《约会布
达拉》 陶海音
著 花 城 出 版
社出版）

梁由之

2006年晚春， 我去了一趟新疆伊犁。 北疆
的人物山川， 尤其是雄浑秀逸近乎原生态的喀拉
峻草原， 令人心醉神迷。 十多天后， 本该直飞返
回深圳， 忽然心有所动， 临时改变航程， 先去了
北京。

抵京的次日中午开始， 频繁与编辑餐叙。 排
在第一的， 当然是刚刚创办 《读库》、 江湖人称
老六的张立宪。 老六拉我为“首义英雄”， 早将
我的三万字长文 《一个人、 一份报纸和一个时
代》 （即 《百年五牛图之三： 关于张季鸾》） 收
入囊中。 第二位邀饭的编辑， 是时任清华大学出
版社第六编辑室主任的唐凌云。 这次见面的直接
效果， 便是催生了 《大汉开国谋士群》。

唐凌云说： 很喜欢梁兄的文字， 尤其是 《百
年五牛图》。 虽然尚未写完， 但我已经打了提前
量， 做了出版的准备和尝试。 不过， 同行竞争会
相当激烈， 我未必拿得到； 即便如愿拿到书稿，
也没有把握一定可以将全本做出来。 那么， 万一
不行， 是否可以退而求其次呢？ 我看老兄读书很
多， 视野开阔， 何不将笔墨伸得远些， 比如先秦
或两汉三国？ 这样， 值得写的东西颇不少， 也不
会存在出版障碍。

我觉得他所言极为恳挚， 也有道理， 答应认
真考虑。

当年10月， 我克服重重困难， 写完鲁迅篇，
《百年五牛图》 终成全璧。 年底， 开始敲 《大汉
开国谋士群》。 断断续续， 历时一年整， 至2007
年底， 书稿完成， 全文近二十万字。 这是我的首
部长篇。

2008年6月， 《大汉开国谋士群》 由辽宁人
民出版社初印。 2012年9月， 又做了第二版。 责
任编辑艾明秋、 娄瓴。 至于 《百年五牛图》， 则
先发后至， 于2008年11月面世， 广西师范大学
出版社出品， 策划编辑龙子仲， 责任编辑邹湘

侨。
前几年， 饶佳荣在铁葫芦、 周青丰在中信

时， 想出“大汉” 新版， 先后发过来合同。 出于
我的原因， 迁延未果。 日前， 才抽出点时间， 将
全书重看一遍， 修订一过。 也只是对少量字、
词、 句酌予订正， 改换了第五章二、 三两节的小
标题。 这是成书后首次修订。 对本书的结构、 内
容和文字， 都还基本满意。

第三版将由鹭江出版社推出。 该社北京公司
“时代飞鹭” 社长雷戎、 总经理董曦阳、 策划总
监刘浩冰、 责任编辑张根长都为此费心不少。 友
人李汤生精心集汉碑字用作新版封面书名， 雄健
厚朴， 元气淋漓， 足为拙作生色。

第一章写萧何，《史记》《汉书》 中可用资料甚
少。 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我将韩信的故
事揉进了本章， 篇幅上甚至难免喧宾夺主。 写作
当时便有几个朋友， 如莫之许， 对此提出过疑问
和意见。 再三考虑， 从全书整体架构上看， 这样
做是最适合的。 韩信不写不行， 单列又不合体
例。 故本书前两章， 实为“兴汉三杰” 萧何、 韩
信、 张良的合传。

岁月不居， 时节如流。 涉足写作、 出版十余
年来， 结识了不少朋友， 发生了种种故事， 留下
了诸多记忆。 日后得闲写些出来， 当既有意思，
又挺有趣。

遗憾的是， 世事纷繁， 风尘荏苒， 我与唐凌
云失联了。 互联网时代， 这是个异数， 有点不可
思议。

韦苏州诗云： 欲持一瓢酒， 远慰风雨夕。 以
上提到的各位朋友， 除猝然早逝的龙子仲和悄然
失联的唐凌云外， 都时有联系， 且不乏合作。 子
仲已矣。 我和凌云， 还有机会久别重逢把酒言欢
吗？ 《大汉开国谋士群》 三版和这篇自序， 会成
为媒介吗？ 这将由时间来回答。

（《大汉开国谋士群》 梁由之 著 鹭江出版社
出版）

唐曾孝

我编写的电影剧本 《白毛男》 去年4
月5日在 《电影文学》 刊登后， 接着同名
长篇小说 《白毛男》 又被中国国际文化
出版社看中， 同意出版国外发行， 人们
纷纷说我在创作上老来喜得“双胞胎”。
看了这两部同名“双胞胎” 作品的一些
老作家和评论家， 联系我以往的作品，
说我是从记者到作家， 新闻的敏锐性强，
能运用新闻优势研究文学作品主题的特
色和思想性。

为什么我要用“白毛男” 这么一个
古里古怪的标题来写这“双胞胎” 呢？
那是2012年10月11日， 一张报纸用大版
面刊发了一篇新闻通讯报道， 披露中国
农业银行海南省临高支行副行长陈建学，
涉嫌贪污、 挪用巨额公款， 案发后他隐
姓埋名潜逃， 躲在老家的山洞里， 喝溪
水、 吃野菜， 过了当代版“白毛女” 般
的生活长达八年， 满头白发， 后来他自
悟去检察院自首。 我读了这篇文章， 拍
着大腿惊呼： “世上竟有这等奇闻！” 我
觉得深挖这个真实的事实、 荒唐的故事，
写成虚构的 《白毛男》 文学作品， 是颇
有用意的。 《白毛女》 是旧社会把人变
成鬼， 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白毛男》
是贪污腐败把人变成鬼， 忏悔自首把鬼
变成人。 我当时已84岁了， 耄耋之年写
长篇反腐小说， 难度可想而知， 但我花
了两年多时间终于拿下来了。

我觉得“白毛男” 这三个字最是有
味， 除了题材反腐倡廉， 切中时代热点、
弘扬主旋律， 主题十分重大外， 还体现
了作品主人公从形象到思想的精髓和本
质， 具有三大特点： 一是独具一格， 别
无第二， 反映了事物的特殊性； 二是在
特殊环境中， 凸现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
三是隐蕴了特殊矛盾， 孕育着故事笑料
的传奇性。 于是我把“白毛男” 作为作
品的主旨， 铺垫人物故事， 衬托人物活
动， 还用它来做作品的标题。

《白毛男》 教育人们不想贪、 不能
贪、 不敢贪， 引人入胜， 好看好读。

（《白毛男 》 唐曾孝 著 中国国际
文化出版社出版）

《古诗十九首 》
是 中 国 古 典 文 学 名
著 ， 但对其做系统解
读的著作似不多见 。
本 书 对 《 古 诗 十 九
首》 原诗的顺序做了
重新编排 ， 对 《古诗
十九首》 做了较为连
贯性的解读 ， 不同于
一般的注释赏析类著
作 ， 并有意保留了课
堂讲授的口语化 、 现
场感等特点 ， 具有较
强的可读性。

特别推荐

当舆论能力
成为“时代刚需”

书人书话

《大汉开国谋士群》
的书缘

读有所得

一
管
陶
笛
吹
奏
海
的
声
音

我写我书

耄
耋
之
年
为
何
要
写
反
腐
小
说
︽
白
毛
男
︾

走马观书

《齐白石全集》
（普及版）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齐白石是20世纪影响最广泛、 最有研究价值的
画家。 《齐白石全集》 是迄今为止最全面最系统
的齐白石各个时期各类代表作品的结集 。 小开本
《齐白石全集》 （普及版）， 保留全部图像与文字，
适用而美观 ， 方便更多读者随身阅读 ， 亲近大
师。

《古诗十九首讲录》
刘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