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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淡定感》
[英] 威廉姆·布鲁姆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这本书将教会你如何从淡定的生活
态度中获取能量， 为自己建立一个强大
心灵屏障，让外界的负面能量、消极情绪
无法影响自己；如何平缓、规律地呼吸，
双脚紧贴地面，与地面交换能量，从而在
生活、事业等方面如鱼得水。

刘雪琳

一年前 ，未央老师的 《诗歌与短
文》出版。

转眼一年过去了 ，作为该书的编
辑 ，我的心里仍然放不下这本书 。“车
过鸭绿江 ，好像飞一样 ，祖国 ，我回来
了 ，祖国 ，我的亲娘 ”“我们的武器 ，就
是我们的心 ，心 ，就是和平 ” “松一松
手 ，同志 ，是同志在接你的枪 ”，这些
脍炙人口 、朗朗上口的诗句 ，娓娓道
来 ，质朴无华 ，生动感人 ，让人每每读
来，充满无限遐想。

未央老师的诗 ， 是时代的产物 。
1953年2月 ， 在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前
夕 ，未央在 《人民日报 》上发表抒情诗
《祖国 ，我回来了 》，引起了全国人民
的关注 ，从而走进人们的视野 。那一
年 ，作者从朝鲜战场返回祖国 ，在经
过鸭绿江 、 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 ，
在看到江东江西截然不同的情景时 ，
被深深地触动 。一面是长期远离祖国
终于回到祖国时 ，对祖国深深的眷念
之情 ；一面是看到祖国的美好 ，想到
战火纷飞的朝鲜 ， 对战争的担忧之
情 。寥寥数语 ，就将这种矛盾的感情
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感同身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 。任
何一个时代的文艺 ，只有同国家和民
族紧紧维系 、休戚与共 ，才能发出振
聋发聩的声音 。抗美援朝战争的烽火
燃起 ，国际国内反对战争 、保卫和平
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 ，在这样的背景
下 ，未央及其同时代的作家们 ，纷纷
把创作投向了这一领域 ，所以 ，魏巍
的通讯 《谁是最可爱的人 》、未央的诗
歌 《祖国 ，我回来了 》等作品一经发
表，就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未央的诗 ，抒发了志愿军战士们
深厚的爱国主义 、 国际主义精神 ，洋
溢着志愿军战士们的自豪感 。未央的
诗中 ，最打动人心的 ，正是作者强烈
的爱国之情 。新中国已经走过了70年
的历程 。70年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 人民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 ，
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也获
得了前所未有的提高 。在中华民族迈
向伟大复兴新征程的今天 ，重读未央
的诗 ，爱国主义的激情又在我的心中
激荡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 ，爱国主义
值得歌颂 ；在和平年代 ，爱国主义更
是一种激励我们前行的力量 。未央的
诗与爱国之情同在 ，这也正是他的诗
的生命力所在。

未央的诗 ，是生活的结晶 。未央
的作品之所以能引起广泛的共鸣 ，与
他的经历密切相关 。1949年未央加入
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 进入宣传队 ，第
二年随部队进入朝鲜 ，参加抗美援朝
战争 。在朝鲜期间 ，他经常深入志愿
军连队 ，对战士们的英雄行为和高贵
品质 、对中朝两国人民鲜血凝成的战
斗友谊 ，有着深刻细致的了解和真切
的感受 ，这些经历都为他的诗歌创作
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社会主义文艺是
人民的文艺 。只有深入生活 、扎根人
民 ，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文艺作
品 。 未央在经历过炮火的洗礼后 ，以
自己亲历的战争生活作为主要素材
来进行文学创作 ， 从立足现实入手 ，
融入自己的真情实感 ， 直达人心 ，这
构成了未央诗歌创作的突出特色。

能够编辑 《诗歌与短文 》，使我受
益一生 。 未央是湖南文学界的老前
辈 。我与未央老师本不是一个时代的
人 ，但 《诗歌与短文 》是一座桥梁 ，它
把我和未央老师以及他的家人联在
了一起 。这本书是未央老师创作生涯
的一个总结 ，收录了他多年创作的能
够收录的所有诗歌和短文 。出版此书
时 ，未央老师年事已高 ，尽管如此 ，他
仍兢兢业业 ，全身心投入 。除此以外 ，
他的爱人及女儿等家人都积极参与
其中 。除了书稿的收集整理 ，还对版
式的编排 、 封面的设计提出意见 ，力
求做到尽善尽美 ，将本书以最好的面
貌呈现出来 。在编辑过程中 ，我深深
感受到了未央老师对事业的忠诚 ，对
生活的热爱 ， 还有和蔼可亲的品格 ，
这些都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忘的印
象 ，对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 ，值得我
铭记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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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中国力量》
张维为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如何用中国智慧建构一套有解释力
的话语？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
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将互联网思维
融入中国话语体系， 以生动鲜活的热点
问题为切入口， 建构出了一套政治领域
的“中国标准”。

我写我书

张光璘

季羡林先生的一生是漫长的， 几乎跨越了整
个20世纪。

20世纪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无疑是一个
重要的转折点。在这100年中，我们这个古老国家
由贫弱走向小康，由混乱走向统一，由任人宰割走
向独立自主，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这个转变
过程充满着希望、激情、梦想与信心；同时，也充满
着失望、迷惘、混乱与幻灭。

这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是一段痛苦悲
怆的历史。 季羡林先生亲历了这段历史中的绝大
部分事件，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是一个正直的
中国文化人肩负着民族与文化的双重重任走过的
一条崎岖的道路。季羡林先生一生的经历，是值得
回忆的。因其不但具有独特的人格魅力，而且带有
普遍性。

在四年多的时间里， 我反复阅读季羡林先生
的24卷《文集》及1992年《文集》出版后的作品，竭
尽全力搜集有关资料，采访一切能找到的知情人，
力图使书稿保持真实。

每当夜深人静时，我独自坐在电脑前，敲打键
盘的时候，往昔岁月的情景，便会一幕幕地浮现在
眼前，常常令我心潮澎湃，热泪盈眶，喜怒哀乐，不
能自已。每当我骑车去朗润园13公寓拜谒先生的
时候，看见他日渐苍老的面容，步履蹒跚的身影，
心中便会涌起阵阵忧思，回家后更努力地写下去。
现在，终于完稿，并得到先生的首肯。我心中的一
块石头落了地。我想，创作这本书，是我的夙愿，也
是我一生中做过的为数不多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促动我提笔的原因， 是季羡林从一个农民的
儿子成长为一代学术大师的经历。 这个经历本身
就非同寻常，很有吸引力，有许多富有传奇色彩的
故事。但是，经过4年我才明白过来，季羡林的不寻
常之处恰恰就在于他的“平常”，而不是什么异常
之处，或者什么“传奇色彩”。

他衣着平常， 永远穿一身洗旧了的卡几布中
山装，像个“土包子”。当他身着“缊袍敝衣”，处在
西服革履，油光可鉴，“烨然若神人”的一群之中，
你就会感到他那朴素衣着光芒四溢。

他说话平常，声音低沉，略显嘶哑，话语不多，
永远面带微笑，像一个老农。但是，他说的句句是
真话、实话。他从不会夸夸其谈，装腔作势，用假话
和空话来骗人。

他写文章质朴，像在与读者谈心，平易近人，
娓娓道来，决无强加于人之意。但是他的每一个字
都燃烧着激情，没有半点虚情假意，更不会摆出一
副祖师爷的面孔来教训人，吓唬人。

他说他留学的动机只是为“镀金”，回国后好
“抢到一只饭碗”。别的冠冕堂皇的豪言壮语，他没
有，也不会说。

他一再地说，他从小“胸无大志”，至今也是
“一个渺小的人”“普通的人”， 并常常为戴在他头
上的一顶顶桂冠感到局促不安。

他说他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
也是爱国的”。他认为，一个人不但要爱国，还要爱
人类、爱生命、爱自然。这使他“人生不满百，常怀
千岁忧”，内心永远充满忧患意识。

80岁以后，他就成了陶渊明的信徒：“应尽便
需尽，无复独多虑”。但是他说：“人活着不是为了
吃饭，而是为了工作。”他每活一天，就工作一天，
为人类多做一点贡献。

他预言：“21世纪东方文化必将在世界上首领
风骚。”他对中国和世界的未来充满希望，从不悲
观。他对人类和万物充满爱心，这种爱心发自内心
深处，却包容整个世界和宇宙。

不知道哪位哲人曾经说过：“伟大来自平凡。”
这个平凡的真理，我到现在才醒悟过来，是从季羡
林身上醒悟到的。 他平凡， 平凡到不需要任何修
饰，所以才会令人感到他的伟大。他这种平凡的伟
大，没有什么惊人之处，就是一个“真”字。“怀真
情，讲真话。”一切真正伟大的人，都是这样的人。

那些自以为伟大的人；那些自以为掌握了宇
宙真理的人；那些自命不凡、故鸣清高的人；那些
把真理的光环戴在自己头上， 却干尽蠢事的人；
那些装腔作势，自以为满腹经纶，却是满腹糟糠
的人；那些满嘴崇高、道德，却一点也不崇高，不
道德的人；他们在季羡林面前，显得多么渺小啊！

季羡林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这是
名副其实的称号。不过，我想说，他还是中国知识
分子的一面旗帜和一个榜样。他埋头苦干，拼命
硬干，为民请命，舍身求法，为发扬和推动中华文
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不愧是“中国的
脊梁”。

（《季羡林先生》 张光璘 著 鹭江出版社出版）

季羡林：
不完满的才是人生

触摸素心如月的时光
读有所得

张强勇

有人说： 散文是个人与世界相遇
的一种文体，是对自我的观照。在袁姣
素《毛边的月亮》中，那些或悲或喜的
人生过往，命运际遇、磨难、思考，心灵
的感悟等等， 无不充满了作者自身的
体温与现场感。

美国女评论家苏珊·桑塔格说
过“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在《毛
边的月亮》中，那些对故乡的眷念，
亲朋的牵挂，逝去岁月的深情缅怀，
处处烙下时代的气息， 透析出人世
风情。比如写家乡风情的《蓼水“雨
来”》《春风沂水》，写亲人的《往事是
一朵木棉花》《梅花烙》《毛边的月
亮》，写生存状态的《捡拾生活素简
里的爱》，熟悉的亲人，真实的生活，
现实的痛感，在作者笔下游刃有余，
风情万种。 故乡是每个人的灵魂之
根，在这种回忆性的乡村语境之下，

袁姣素的日常生活叙事井然有序，简
洁有力。语言朴实灵动，诗味十足，却
又情真意切， 生发自然。 那淡淡的乡
愁，隐隐的忧伤，给人在时间之河里刻
下深刻的印记。

在散文集开篇的《素雪若心》中，作
者用一种意象诠释雪的精神， 雪是吉祥
的象征， 雪是纯洁的爱情， 雪是有生命
的。“一种生命的力量正从这白雪皑皑的
肉身中涌动，霎时间飞舞在天。”生命意
识贯穿着带有神性的语境跨越， 使得人
的心灵瞬间得到净化， 玄妙而空灵的语
境如同梦呓，“总是感觉这棉絮一样炫目
的白里流淌着温情。”“在寻爱的人心里，
这雪是圣洁的神， 是坚贞不渝的魂！”在
作者的笔下， 雪不只是农人眼里的棉花
和小麦，让人心里踏实和暖和，更是对纯
洁爱情的向往。

袁姣素是有一颗素心的， 一颗如月
亮般皎洁而神秘的心。 她的文字如歌似
画，步步生莲，用生活烘托着意象，别出

心裁，妙语连珠，自由行走，清香溢远。
这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一种静心的修
炼， 将真实的生活铺入心灵驿站的轨
道，蕴含丰富，情理相生，彰显美文风骨
与诗性力量。而《田园牧歌与走不出的
乡愁》则充满了理性的探索，生命的抒
情。由于作者善于捕捉到日常生活中人
的点滴，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事物
的美好和闪光点，每一篇文字都汇聚着
满满的正能量。

散文素有“文以载道” 的传统。同
样，这也是袁姣素内心深处最朴素的意
识，做新时代的讴歌者与诵读者，应时
代而生，为时代而作。这就需要作者和
读者点亮一盏心灯行远，正如《毛边的
月亮》中的思想火花，那些独特的真知
灼见，闪烁着多彩的思想光芒，让人深
思与沉醉，给我们带来了斑斓多姿的审
美盛宴。

这是一种随心造物的艺术，也正是
散文的魅力所在。

潇湘新秀

李田田

大学毕业后， 我回到偏僻的乡
村教书，作为一个年轻女孩子，我没
有城里人的时尚， 像村姑那样淳朴
而真实，身上带着许多土气。我一边
教书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写作， 湘西
的古老文化与乡村落后的生活给了
我深深地触动， 也给了我独特的灵
感。我第一次投稿，就幸运地被《诗
刊》头条刊用。去年我又开始写小说
和童话，在省级文学报刊发表，得到
小说家与编辑的好评。

我生在一个被高山包围的偏僻
小寨子里，寨子里没有一栋砖房，全
是木制吊脚楼。春天，遍野的红色杜
鹃花芬芳着大山， 太阳从屋后的山
坳里缓缓升起，温暖着小寨子。我常
常跟随父母去地里干活， 美丽而落
后的生活环境给了我一颗灵秀多愁
的心。四岁时父亲离世，家族重男轻
女， 导致我骨子里始终有一种挥之
不去的脆弱和悲伤。有好几次，由于
付不起学费，差点就要失学。可我不
甘心，我迫切地渴望跳出大山，不愿
待在山里做一个普通的农民。 虽然
多年后，我才明白，繁华的生活不见
得就比乡村好， 有钱人的幸福度不
一定就高于贫穷的人。

我读小学时就很喜欢写作文，

喜欢借文字表达自己， 我常常躲在吊
脚楼上写下心中的小秘密、小渴望，感
到心满意足。显然，当时这种写作非常
随意，它只是情绪的记录与宣泄。直到
15岁那年， 一个从小到大的好玩伴悲
惨地死了，我心中才第一次出现了“生
存意义”的危机，并感到写作是一件非
常严肃的事。我究竟该为何而写？我的
文字又能改变什么？父亲的离开，朋友
的死亡使我想不通生命到底有什么意
义？ 那段时间我常常有万念俱灰的感
觉，我整夜整夜地恐惧不安，于是我写
下了人生中的第一首诗《门前的花》，
为我死去的朋友而写， 也为我满腹的
疑惑而写。那首诗发表在校报上，文学
老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虽然文笔还
不成熟， 但可见其难得的天赋和悲悯
情怀。”

虽说人生在世，不得不平庸，不得
不琐碎，不得不常态，大家都是这样活
着，可是我却不安于常态，我就像一只
不知疲倦的蜜蜂，在花丛中飞来飞去，
流连忘返。 每日从各色各样的花朵里
采集一点点精华， 认真品味， 不知餍
足。我知道，大千世界的点点滴滴，无
一不充满了诗意，值得我去捕捉。什么
是诗意？难道必须是风花雪月、小资情
调才是有诗意的吗？我不这么认为。童
年的回忆，情人间的分别，早晨菜市场
的吆喝声，流浪者的一个眼神等等，都

是有诗意的。 我想要从最平凡的事物
里、从最普通的人身上提炼诗意，写下
他们的悲欢离合与对未来的希望。我
也想要做一个有良知的人，心观天下，
笔写苍生， 我觉得这是我和世界交流
的最好方式，我相信，如果很多年之后
还有人读自己的诗歌， 也像刹那间遇
见。

当然在写作的过程中， 我也有过
动摇，有时候文字显得多么苍白无力。
有人说，诗歌是拯救精神的良药，我倒
觉得，诗歌是安慰世间的良药。因为无
论你怎么写，写得再美妙，也很难达到
拯救的效果。其实谁都会写作，凭借着
经验与词汇，谁都能写点什么。但真正
地感悟生命的终极意义， 提出现实的
问题，却没有几人。生活真真切切，却
充满了痛楚和无奈， 但那种与生俱来
的乡愁仍在我们的血管里奔流， 这就
是诗歌。

人世间充满了许多温柔和遗憾，
我对这个世界有哀愁， 亦如我对这个
世界有缱绻深情。我不想沧桑感，我要
天真与朝气，像森林里的精灵，精灵越
多，就代表森林越富有。如同大学里一
位文学老师对我说的：“你是个感情丰
富的人，拥有令人惊叹的想象力！你是
活在童话和梦幻里的公主， 对生活充
满美好的期待和憧憬， 生活一定会馈
赠于你。”我相信我的未来，如她所言。

写作：与世界交流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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