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堂之灵》 杨钧 著 平藩 译 岳麓书社

湖南湘潭人杨钧是杨度的弟弟， 王
闿运的弟子 ， 在书法 、 绘画 、 篆刻 、
律诗、 文章等方面都有功力 ， 被时人
称为 “五绝先生”。 本书是杨钧的小品
集， 涉及两千多年书法史 ， 一千多年
画史， 更长时间的诗史 、 经史 。 译者
将文言文意译成了白话文 ， 读来更加
方便。

《家族复仇》
(法) 巴尔扎克著 郑克鲁 译 漓江出版社

本书收录了巴尔扎克的七篇中短
篇 小 说 ： 《刽 子 手 》 《家 族 复 仇 》
《长寿药水》 《柯内留斯老板》 《不为
人知的杰作》 《费拉居斯 》 《大布勒
泰什》。 这七篇中短篇小说都是巴尔扎
克的优秀之作， 集中反映了这位现实
主义大师的主要艺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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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晓晓

散文要求接近一种生命本原的真
诚与真实。 前些年，我读过汤江峰先生
的《千江有水千江月》散文集，其平实的
叙述，深邃的内涵，让我从中看到了一
个“种过田、行过医、从过政、办过报”令
人尊敬却又很亲切的作家形象，倍感此
作品乃“温暖心灵的佳构”。时隔不到两
年，与之相呼应的姊妹篇《万里无云万
里天》，又悠然在春夏之交，如清丽的水

仙花，花叶俱在，胜过松、竹、梅之超俗仪态。
《万里无云万里天》以洗练的千字文之姿容，浓缩的精华，锤

炼的集萃，挥毫小地方大人物，震撼四座；撰古人今天，跨越时空；
韵古迹踏时尚，抒医者仁心大爱，描寻常人小情。 作者是个有心
人，无论写古道今，写大写小，浸染了跨越历史与现实的省思，承
载总关情的一笔一画，一以贯之的凛凛文气。带着真性情，用着真
挚心，用生命来体检，写生命中的感动！ 淡雅如水仙的文字，浓郁
如红梅的心思，走万水，过千山，捧现生命的本色。

“红尘中，爱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执子之手是一种境界，相濡
以沫是一种境界，牵挂守望是一种境界，生死相许也是一种境界。
在这世上，有一种最凝重、最浑厚的爱叫相依为命，不离不弃。 那
是天长日久的渗透，是一种融入了彼此之间生命中的温暖。 ”书中
的《十年生死两茫茫》将执着之爱刻画得入木三分；《有爱的天下
最强大》一文，从这种直抒胸臆的家国情怀正能量中，看到草根的
自信与理性，也看见世道清明和社会包容。 写曾经的远征军李菊
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隐名埋姓，秘不外宣自己为国家制
造枪炮子弹的传奇经历；写仰望星空的老领导曾繁友，立志为英
列立诗传，为公众铸民魂，感情满溢，感恩不已……在物质至上，
精神浮躁的时下，人的灵魂无可依附，而本书中文字的天地可以
轻轻地停憩，优雅地感受到美和好。

“先生文字值千金，言词点点尽是情”“被你文字所表达的那
种热情、责任和担当所感动”“文字似火炬，点燃他人的希望，也将
爱意温暖他人”……这是读者真挚的声音，给予的是绵长的赞许。
江峰先生却还是那一句素朴的话，还是那一种执拗的精神：“我对
文学的坚守，却是我发自内心的喜爱。 ”他在青葱的时代，就能低
吟“小草，从不企望高远的云天，却紧紧拥抱脚下的土地”；当人们
在金钱中沉浮时，他在文学的天地里自在怡然，因而睿智的他，寻
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坐标。

经年里，他行走于寻常巷陌，田间地头，中原西部，为了那些
感动的人和这些感人的事，“仍愿意独自负起暖暖的生命，带着幸
福的体验，一边书写我的所见所闻，一边执著地去寻找心中的世
外桃源。 ”也让自己的人生更丰沛、更宏阔、更亮丽。

“致虚静，守静笃。 ”对美的发现，对美的捕捉，对美的抒发，对
美的追求， 始终是汤君散文的风格， 也是江峰先生本人的品格！
《万里无云万里天》，篇篇散发着水仙花淡淡的芬芳，字字彰显着
生命本色之情，本真之美。

（《万里无云万里天》 汤江峰 著 湖南地图出版社出版）

刘堤洪

近日回长沙， 三五旧友， 与彭国梁
相约城北一间茶楼小聚。 登楼， 迎面一
孔橱窗， 小圆灯投射在一幅扇面中央，
宣纸上密密麻麻排满蝇头小字， 凑近细
看， 原来是彭国梁的散文和他的书法作
品 《泥巴》。 原本喜好在众声喧哗中暂
且偷安， 于是就着射灯， 把这篇熟悉的
文章重读一遍。

彭国梁， 好诗文， 美髯公， 自号
“胡子”。 我和他在长沙广电媒体共事几
年， 为约稿、 采访、 写作事时有过从来
往。 接触 《泥巴》 这篇散文， 可以称为
一段陈年往事。 那年， 他父亲遽然过
世， 受人之托， 我去乡下吊唁慰问， 由
此一脚踏进 《泥巴》 世界： 泥巴墙、 泥
巴路， 泥巴砌的灶台， 泥巴垒的新冢。
烛香袅袅、 钱纸飘飞， 映衬哀戚的氛
围， 触发莫名的忧伤， 隐隐的。 尽管之
前我和乡村人事也有交集， 不知什么原
因， 从那以后， 只要说起农村， 脑海里
就会隐约叠出彭家老屋的画面。

俗话说， 近处无风景。 与国梁相识
多年， 接触他不断出手的文章书画， 已
然成为常态。 当年读过 《南方周末》 刊
载的散文 《泥巴》， 并没觉得什么特别
之处。 初始的感动平复之后， 假如没有
以后的故事， 此文命运应该和我浏览过
的其他篇什一样， 或另存为某个文件收
藏夹， 或静静躺在某本集子里， 待眉眼
低垂， 行走不便时， 我兴许会点一盏
灯， 泡一壶茶， 翻阅一沓故纸， 回望逝
去的时光。

上世纪90年代初， 我跑到深圳， 成
为一名南下赶海人。 几年兜兜转转， 最
终又回到媒体圈。 1999年底， 我所供职
的深圳广播电台牵头筹办经典诗文朗诵
会， 晚会主题定名为“土地诗情”。 我
拿到准备付印的节目单， 一眼看到朗诵
艺术家童自荣的节目 《泥巴》。 这是出
自彭国梁之手的那篇文章吗？ 问过经办
人， 回答模棱两可。 那时的童自荣因给
译制片 《佐罗》 《廊桥遗梦》 等配音而
声名鹊起， 风靡全国。 电话中， 我也就
“或许、 可能” 地跟胡子透了点消息。
当时， 他刚好与几位湘籍作家在广东南
澳岛采风， 我俩约定， 演出时再向他介
绍现场情况。 一周后， 深圳大剧院， 在
钢琴舒缓、 深沉的旋律陪伴下， 童先生

信步走到舞台中央， 落座。 手执话筒，
时而颔首低吟， 娓娓历数泥土的些小秉
性， “将脚伸进泥巴/即使在冬天/也有
一份温暖” “舌头起了泡 /那是火。 母
亲要我把舌头伸出来贴在陈旧的土
墙上 /不到一碗茶的功夫 /舌上的泡就
不见了” ……时而纵目深远， 铿锵顿挫
地抒发泥巴拙朴敦厚的品质：“被泥巴粘
住的脚都是健康的脚/十个指头伸展开
来/阳光站在草叶上微笑/天地很大……”
一时间， 他似乎跳出文本轨道， 恣意挥
洒大地深情； 一会儿， 又收拢音量， 咀
嚼作者的人生感悟。 极富磁性的声线，
随着语气、 语感起伏跳宕， 舞台背景在
淙淙泉水、 原野青山间变幻。 我如期拨
通电话， 不吱一声， 让作者在电话另一
端， 默默收听现场直播， 直到掌声响
起。 当晚， 陪同演职人员宵夜， 走到童
自荣身边， 我随口说 《泥巴》 的作者是
多年朋友， 童先生点头回应， 笑称自己
与作者神交已久， 未曾谋面， 希望日后
能摊上机会。

就这样， 撂到桌边的一句话， 一搁
就是廿年。 时至今日， 《泥巴》 这篇散
文， 有时候被贴上 《中国的泥巴》 这样
高大的标签， 伴随童先生的足迹， 行过
大江南北， 又假DVD、 VCD、 激光碟片
和互联网平台， 走进万千读者的电脑和
手机里。 童自荣对于该文倾情演绎， 已
成为 《泥巴》 的代言人。 更多的时候，
你可能说不清楚， 究竟是童自荣带火了
《泥巴》， 抑或是原作让童自荣的朗诵艺
术锦上添花。 这不， 活跃在两岸三地的
美学名家蒋勋先生， 也找来光碟， 从中
搬出大块 《泥巴》， 特地为此撰文 《人
类对泥土的认知》。 惟作者与朗诵艺术
家至今缘悭一面， 不能不说是人生一件
趣事。 能不能水到渠成见上一面， 只能
听由命运安排。

历史上， 同代文人互相欣赏却一辈
子未曾交集的故事， 多有成例。 至于要
不要见面， 我倒想起钱钟书老人晚年一
桩轶闻。 某次， 钱先生对极想拜访他的
某国女学者说： “假如你吃个鸡蛋， 觉
得味道不错， 又何必认识那个下蛋的母
鸡呢？”

有种遇见， 虽不曾谋面， 却好比久
别重逢。 一方留白、 一抹枯笔， 一份疏
离， 一点缺失， 何尝不是写意人生， 真
情至性的境界呢？

徐敏

近来心绪颇不宁静，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像紧
箍咒一样箍得我头昏脑涨！我只好老老实实去书店购买别人
的智慧，一口气将谢宗玉和谢笑篱合著的一本书啃完，终于
把教育的一些问题整明白了！

《老爸，我想把这个世界整明白》，从标题上看，就有眼前
一亮的感觉。一个求知若渴，大胆天真的孩子形象跃然纸上。

翻开扉页，是自序《曲线救国》，围绕每个家长关注的教
育话题，讲述了小谢子从学困生到学霸的蜕变历程，阐明了
自己写作的初衷：此书最大的乐趣，不是告诉孩子们什么是
正确的思想， 而是教会孩子们如何运用正确的思维逻辑，去
寻找属于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作者强调，此书所
有观点都是探讨式的， 需要读者依靠自己的认知能力去辨
识。 这彰显了作家十分诚恳的写作态度。

作者的知识面非常宽广， 有强大的理论逻辑和人文思
维。“文明是个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学那么多没用的东
西”“情商是怎么回事”“过去与未来”……这些问题，我们在
教科书中找不到答案，在题海中也寻不着真相。 懵懂长大是
大多数人的常态。老实说，这也是我一直想整明白的问题。在
书中，作家用和儿子闲聊的方式，让他知道自己处在一个什
么样的世界里，让他明白人类是怎样的一群生物，让他懂得
人文社会的构成有几重维度， 让他知晓文明是如何运转的，
从而获得更广阔的视野，发现世界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个高
考越来越偏重话题作文的时代，此书对中学生的人文思维和
理论逻辑的训练，应该会大有益处。

世界那么大，你能整明白？诚然，世界就像光怪陆离的万
花筒，只言片语是整不明白的。 本书以父子谈话的形式探讨
了审美、爱情、文艺、情商、幻想和现实等内容，既不为功课学
业，也不为经世致用，而是对儿子进行最本源的生活哲学的
启蒙。 智慧能启迪人的心扉，能为你撑开一个看得见的光亮
世界，让你找到自我，找到前行的方向。一个懂得思考人生的
人，将获得更广阔的视野，更豁达的胸襟，更清晰的未来。

能不能一口气将一本书读下去， 除了内容吸引人外，语
言表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读过谢宗玉的《涂满阳光
的村事》， 里面似水晶一样润泽透明的语言文字会像精灵一
样将你的心牢牢抓住，书中鲜活灵动的故乡生活画卷和丰饶
梦幻、感性多汁的少年形象会在你脑海里挥之不去。 这本父
子谈话录的语言风格则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特色，父子间的
交谈轻松幽默，耐人寻味。

教育是个抽象的概念，也是一门高深的艺术，一时半会
也道不明白。但是，爱能创造奇迹。谢宗玉能将稀松平常的父
子闲聊提纯锻造成一本闪烁思想智慧的教育书籍，凭借的是
善于挖掘细节的慧眼和对儿子深切的爱。浓浓的父爱让他敏
锐地捕捉了自家孩子的性格缺陷， 及时调整教育方针和策
略，和“零零后”儿子进行思想交锋，引领少年破局突围。小谢
子在书中这样回应父亲：“教育的第一目的或许不是让我们
掌握更多的知识，而只是借功课来磨砺我们的意志，克服我
们的毛躁、锻造我们的耐心、塑筑我们的严谨、铸就我们的细
致？以前总觉得应试教育扼杀了人的天性，有万害而无一利，
现在看来， 正是应试教育为这个时代培养了千千万万严谨、
细致、有耐心的人。 ”作家用哲理趣谈，在信息碎片和茫茫题
海中，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帮助孩子找到自我存在的
坐标，从此小谢子一扫迷障，在学业的大道上奋勇前行。去年
高考，小谢子以优异的成绩被武汉大学排名世界第一的专业
录取。

苏格拉底说:“教育不是灌输，而是点燃火焰!”这一点让
我这名教育工作者深有体会。 学生的智慧大多是不相上下
的，但班集体里，总有一部分学生名列前茅，一部分学生落在
后面晃悠悠。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虽然多种多样，但有一个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拼却一场为青春的豪情。 他们心中
的火没有被点燃，不知道为谁读书，更不知道读书是为了什
么。 谢宗玉恰好悟透了教育的真谛，他将孩子懵懂的世界拨
开云雾，埋下一颗为自己而学的种子，点亮了心中永不熄灭
的理想之灯，从而一路高歌猛进。相信点亮了心灯的人，在未
来的日子里，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他！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心中若有一簇永不熄灭的希望之
火，还担心理想不会实现吗？

(《老爸，我想把这个世界整明白》谢宗玉 谢笑篱 著 湖
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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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

曹炯芳

唯一一次挨打是因为太爱读书

我家中有五姊妹， 就我一个人是靠读书走出来
的。 我小时候家庭成分不好，我哥哥只读了初中，姐
姐只读了小学，就辍学了。 因为家里穷，要供我读书，
我的两个妹妹也没有读多少书。 我初中毕业时赶上
了改革开放，能读高中了。 小时候，很多人是因为不
读书而挨打，而我却恰恰相反。

当时，家里只有一盏煤油灯，我爸爸时常提着那
盏煤油灯忙家务，晚上喂猪、收柴都要用。 那时我还
在读小学，煤油灯他提到哪里，我就捧着一本没有封
皮的《三国演义》跟到哪里，总会妨碍他做事。 有一
次，他一个耳光打过来，数落我：“谁让你跟着我，烦
死人了。 ”我唯一的一次挨打，是因为太爱读书了。

一逛商店腿就痛，一到书店就出不来

在人生经历中，我三进湘潭，让人印象最深的，
是在湘潭大学读书时常去的雨湖书店。

那时我们常到雨湖公园开展活动，活动结束后，
我们三五个同学去得最多的地方是雨湖书店。 那里
世界名著很多，但我买不起，大学期间买的仅有的几
本书都是用吃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馒头为代价换
来的，因为吃馒头不用打菜，便宜!现在这个书店已经
找不到了，但我每次经过那里的时候，眼睛都会不由
自主地往书店旧址看一看，这是一种读书人的情结。

我现在住在长沙，逛得最多的是袁家岭书店，离
家不到一刻钟路程。 我家属说我一逛商店腿就痛，一
到书店就出不来。 我不会买东西，但是买书会精挑细
选。 我有本社会心理学的书搬家时不小心弄丢了，后
来在附近的地摊上发现了，上面写着我的名字，正是
我丢的那本。 这本书我当初买时花了两块钱，再次买
回来花了三毛五分钱，还不算吃亏。

最渴望的不是书，而是读书的时间

我大学学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生攻读的

是现代西方哲学。 现代西方哲学在上世纪80年代比
较时髦。 我学的外语不是法文，而是英文，当然，我的
“德文” 也可以 (常德话讲得不错)。 我有藏书癖好，
2017年7月我到法国出差， 看到一本法文版《忏悔
录》，就买回来摆在家里，虽然看不懂，也算一个小癖
好吧。 我很欣赏卢梭这位思想家，对于自己喜欢的作
家的书，我就喜欢买、喜欢读、喜欢藏。

读书使我增长了阅历、知识和才干。 随着年龄不
断增长，阅历不断增多，对阅读越来越有一种渴望，
不过，最渴望的不是书，而是读书的时间。 现在最稀
缺的是时间。 古人读书是在马上、厕上、床上，大概也
是指读书时间是挤出来的。 只要出差，我第一件事就
是带本书放在包里，连续出差五天以上，回来时肯定
要带上一包书，要么是在机场买的，要么是在旅店附
近买的。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现在， 我和大家分享最近读的五本书：《习近平
的七年知青岁月》，《习近平在正定》， 习近平总书记
在福建工作期间写的《摆脱贫困》，习近平总书记在
浙江工作期间写的《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一、二卷。

读了《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可以知道四五
十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当时的大西北一穷二白，
因为缺水，人们不能经常洗澡，常与虱子为伴。 总书
记去当知青的时候才16岁，他有个“30里借书，30里
讨书”的故事，正是靠读书度过了那段艰难的知青岁
月，也伴着阅读和学习，带领梁家河村民打沼气池、
发展生产。 读书苦、苦读书，一个人不可能生来就伟
大，只有在艰难困苦中才能磨练意志、增长见识。 所
以，“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诗，是
对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最贴切的总结。

读了《习近平在正定》，使我对“衙斋卧听萧萧
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总书记在
正定工作期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拨乱反正，百废
待兴。 一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带领一个县的干部听
民意、揽人才、搞创新，需要多大的勇气和智慧。 这来
自于总书记长期阅读打下的坚实理论基础。 同时，在

书中也能体会到总书记深厚的民生情怀， 感受到他
永远心系人民的赤子之心。 我们要向习近平总书记
学习，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一心为民的
要求，落实到履职尽责的各环节、全过程，以实际行
动取信于民。

读了《摆脱贫困》，使我对“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总书记在福建宁
德工作时那里还是一个很贫困的地方， 他带领群众
脱贫致富，精准扶贫思想也是在那里逐渐形成的。 书
中提到，最大的贫困是精神的贫困、意识的贫困、思
路的贫困，只有摆脱了这三大贫困，才能真正向贫困
宣战。 要实现摆脱贫困、促进共同发展，一要靠党的
领导，二要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力量，这是《摆脱贫困》
一本书的两大结论。 当前，我市精准扶贫工作已经到
了关键时刻， 同样要依靠党的坚强领导和发挥人民
群众的智慧力量。

《之江新语》是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由他自
己写的232个短评形成的一本书， 提出了“八八战
略”，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两山”理
论，提出了“两只鸟”的结构调整理论和“两只手”
的改革发展理论。 这本书让我感受到了改革开
放浪潮带给每一个人的机遇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只有勇立潮头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先锋。 当前，湘
潭已经到了深化改革、 创新发展的新时代，《之江新
语》 给我们致力于伟人故里的发展提供了指引、遵
循、养分。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卷围绕治党治国治
军、内政外交国防和改革开放稳定，有着一系列深邃
的思考和谋划。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长期学习探索、实
践升华的结晶。 我们可以从中领悟马克思主义价值
观、认识论和方法论，豁然开朗，眼睛为之一亮，精神
为之一振，思路为之一清。

从这五本书中，我深刻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是
一位热爱学习、坚持学习的领袖，更是一位充满着为
民情怀、大智大勇的领袖，既是我们学习上的楷模，
更是我们政治上的引路人。 我作为一名市委书记，要
努力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重要著作上当好表
率、作好示范。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读书、 勤于学习的民
族。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人生成长之梯、 政
党巩固之基、 国家兴盛之要。 4月23日， “我
和我的祖国·书香湘潭———全民阅读活动暨湘

潭十大高校‘学习强国’ 读书分享会” 在湖南
理工职业技术学院举行。 湘潭市委书记、 市人
大常委会主任曹炯芳在活动中分享了自己的读
书经历与感悟。 现摘要刊发以飨读者。

在学习中汲取
奔跑和奋斗的力量

编者按

相见何如想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