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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悦俊 段宗宝

皇家美丽高岭变成了荒漠高原
“塞罕”在蒙古语中有美丽的意思。在塞罕坝

还是木兰围场的时候，“落叶松万株成林， 望之如
一线，游骑蚁行，寸人豆马，不足拟之”。但由于乱
砍滥伐和连年山火，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
时，原来有千里松林的美丽高岭，已经变成了人迹
罕至的荒漠高原。

塞罕坝冬季漫长寒冷，气候条件恶劣，气温能
够到零下40多摄氏度，滴水成冰。几乎天天都在
下雪，大雪没腰。大雪被风一刮，屋内就会结下一
层冰。人们晚上睡觉需要戴上皮帽子，早上起来，
眉毛、帽子和被子上都会落下一层霜。铺在身下的
毡子全都冻在了炕上，想要卷起来，需要用铁锹慢
慢地铲。

气候恶劣加上道路闭塞， 塞罕坝人冬季粮
食严重不足。缺粮食，当地人就吃全麸黑莜面加
野菜，大多数时候，人们只能吃咸菜配主食。因
为没有通电，除吃饭、睡觉和工作外，在当地生
活的人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除了要忍受寒冷刺
骨的肉体上的考验， 人们还需要经受孤独和寂
寞的精神磨炼。

如果不是愚公一样的人， 谁会愿意去坝上这
样的苦寒之地战天斗地呢？

转眼到了20世纪60年代。
春天是北京城最为恼人的季节。 虽然大部分

时间里是蓝天白云、春光和煦，但说不准什么时候
便会刮一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暴。沙尘暴一来，漫天
的飞沙立马遮蔽了视线所及的一切， 即使是最炽
烈光亮的太阳，也变得像个昏黄暗淡的街灯。大风
一扫而过，屋顶、窗台、街道上全都盖上一层细细
的沙粒，路上遇见个熟人，哪怕遮着嘴寒暄几句，
也会吃一嘴的沙子。

北京之所以屡受风沙侵扰， 最直接的原因便
是塞罕坝地区已经彻底荒漠化了，一片土黄、了无
生机。这样的塞罕坝，不仅无法扼住风沙南下的咽
喉，反而成了沙漠不断扩大的“快车道”。

在北京东北方向， 与北京直线距离只有180
公里的浑善达克沙地，海拔1400米左右，北京海
拔仅40米左右。有人形容，如果这个离北京最近
的沙源堵不住，那就是站在屋顶上向场院里扬沙。
处在低位的北京毫无招架之力。当时有专家测算，
如不尽快进行治理，浑善达克、巴丹吉林等沙漠将
继续南侵，不出50年，漠北风沙就将兵临北京城

下。那时候就不单单是风沙弥漫了，迎来的将会是
沙化的北京，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将变成
一个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方！

想要挡住从浑善达克、 巴丹吉林等地向北京
吹来的风沙，就要在其中间地区找到“一扇大门”，
将大门牢牢关严，阻隔风沙。而在浑善达克沙地与
华北平原之间，确实存在“一扇大门”，这扇门就是
塞罕坝。但塞罕坝的森林已荡然无存，无法再阻挡
风沙的入侵。

今天有一棵松，明天就有亿万棵松
1961年春， 一辆吉普车载着时任国家林业部

国营林场管理局副局长刘琨驶进了中国林业部的
大门。林业部部长紧急召见刘琨，自然是为了植树
造林、防风固沙的问题。林业部经过研究决定，派
遣经验丰富的刘琨带队，前往塞罕坝探查，并开展
植树造林、防风治沙的工作。

10月末的塞罕坝风寒刺骨，雪花飞舞。刘琨和
几名考察队员坐着汽车，轧着地上厚厚的积雪，慢
慢地向塞罕坝前行， 生怕一个不小心汽车就滑出
去。

探查过程中， 刘琨一行人眼见的全是一片片
的衰草和雪原，沙地上根本没有一棵树。除探查队
的成员外，连一个人影都看不到，荒凉的景象让人
心生寒意。他们一口气跑了五道梁、五条沟，除了
塞罕坝漫天齐吼的黄沙与风雪， 专家组没有找到
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越往荒原深处行进，心里的热
情之火就越微弱。

第一天，一无所获！ 第二天，还是一无所获！
漫天黄沙，不见树木，连个树根都没见到，这真的
是历史上的“千里松林”吗？有的专家开始动摇了：
上百年的滥伐已经彻底破坏了塞罕坝， 当年那个

“皇家猎场”只能永远地存在于史书之中。有一名
专家对刘琨说：“老刘，考察了这几天，该去的地方
基本都去了，也没见到几个有用的东西。再说当地
那几个小林场，造了几年林也造不出个气候来，这
个地方怕是真要完了。要不咱们回去后提提建议，
再另找一个条件好点的地方造林？”

听了这番话，刘琨不禁深锁眉头，沉默了几秒
钟，轻轻说了句：“再多看看吧。”

在塞罕坝建林场，困难确实很大，但如果找不
到塞罕坝仍然有存活的树木这一有利证据， 根本
连希望也没有。

在雪地里摸爬滚打的第三天， 转机终于出现
了。探查组行走至塞罕坝与赤峰交界处时，正好刮
起了一阵狂风，沙砾和雪花交织着扑面而来，众人
纷纷低下头护住了脸部。走了没几步，不知是谁突
然大喊了一声：“你们看！” 众人纷纷抬起头来，眼
睛瞬间亮了： 在荒无人烟的荒漠上， 突兀地耸立
着一棵松树！探查组立时欢呼起来。他们奔跑着、
呼叫着，冲向大树，紧紧地把它抱在怀里。

奇迹啊！刘琨仔细研究着它，仿若研究外星物
种，不晓得它是怎样一下子出现在了他面前。他默
默抚摸着树干，泪水止不住地流。他哽咽着说：“这
棵落叶松少说有150年，它是历史的见证、活的标
本，证明塞罕坝上可以长出参天大树。今天有一棵
松，明天就会有亿万棵松。”

刘琨的兴奋溢于言表，对他来说，如果在塞罕
坝没有发现生命迹象， 建林场这件事就会成为天
方夜谭。

现在，有了树，就有了希望———在坝上高寒地
区也可以长出绿树来！这孤傲的一棵松，后来被塞
罕坝人称为“功勋树”，目前，树龄已超过200岁。

（本文节选自《美丽塞罕坝》 朱悦俊 段宗宝 著
天地出版社出版）

丁晓原

湖南青年作家谢慧的新著《古丈守艺人》，主体记
写的是古丈茶艺和茶人、茶事，但其意涵所及却远不
止这些。这是一部意旨丰富、叙说精雅的报告文学，很
值得一读。

《古丈守艺人》是一种贴近大地、接活现实的写
作，在取材上自有特点。这是一部拾小取微的作品，作
者以对题材的有效获取和内在意义的表达，给出了报
告文学走向生活全景写作的种种可能性。谢慧所写的
古丈，“藏在大山深处，全县人口目前不到15万”，所述
茶人其事大多寻常， 没有多少新闻性和故事的传奇
性。但这样的寻常恰是更重要的日常，关联着生活中
的大多数人。 谢慧的写作致力于在寻常中发现意义，
并赋予寻常以意义，能够唤起我们对寻常中所藏价值
的留意和尊重。

谢慧笔下的“守艺”非彼手艺，但“守艺”为“手艺”
而存在。这里的“守”有着特别的意义，坚守，守持，守
望，守当所守，需要有一颗静安之心，有一种工匠精神
和技能。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奔跑着的时代，这样的奔
跑，当然能推进时代的前行，但也正因为这样，守望也
许更不容易，也更有价值。现代社会之“现代”，不是要
断裂过往的传统，而是要在接续传统中抵达人类理想
彼岸的未来。《古丈守艺人》中的“守艺”，其艺是茶艺，
是古丈毛尖制茶之艺。在中华民族的生活中，茶已不
只是一种纯然的物事，而是一个浸润着人的情感价值
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符号。“古丈毛尖手工制作技艺”是
国家认定的湖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它远承战国
时期古法，制茶包含摊青、杀青、初揉等八道工序；一
斤最优质的古丈毛尖干茶，需要将近五万颗鲜嫩的茶
芽， 要由五个采摘技术娴熟的茶农勤劳一天才能完
成。在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工匠精神，也
能体会到茶艺背后劳动的艰辛和价值。

如其书名所示，本书重点是叙写传承古丈茶茶艺
的“守艺人”。这些守艺人不是个体，而是一个襟怀着
共同志向的群体。作者花五年时间陆续走访了古丈县
的五十多个村寨，采访了近一百位茶人。报告文学是
行走者的文体。如此地投入采访，身心俱在地深扎写
作对象的现场，这样的脚力和眼力，奠定了《古丈守艺
人》写作的坚实基础。这一点对于年轻的写作者尤为
可贵。《古丈守艺人》 由28位古丈茶人的人生故事组
成，其中有着他们对家乡和茶艺的挚爱，创业中的艰
辛与收获，生活中的进取与困惑。这些人物各有故事，
最能感动我们的， 是他们守艺中的心志和精神。“茶
王”是令人尊崇钦羡的称呼，作品中写到的五位“茶
王”，他们独具个性的传奇故事，自然招引着读者的阅
读兴味，而对“茶王”是怎样炼成的询问，更会成为阅
读中的聚焦点。“六指茶王”向顺亮为炒制顶级的古丈
毛尖样茶，五天五夜不睡觉。“炒茶的时候又不能过多
地说话，有些扛不住，就一个人对着锅子自言自语，把
烧火的伙伴吓到了， 以为我得了精神病！” 这里蕴含
着的恰是守艺人本真的精神。“一门好的手艺，不下苦
功夫是练不出来的。古丈的山水能培养出一个个优秀
的古丈茶王，除了这方土地带来的灵气和天赋，除了
生活和工作给予茶王们的磨砺，还需要茶王们内心里
有那股子拼劲和韧劲！” 谢慧对守艺人精神的这种诠
释是贴切到位的。

作为一种非虚构写作方式， 报告文学书写无疑
需要强调它的真实性、客观性。但优秀的报告文学作
品，又往往是有“我”之作。这种有“我”的主体性与作
品的客观性是一种有机的辩证关系。很显然，《古丈守
艺人》是一部真正的有“我”作品，作者之“我”无处不
在。当然，最能体现作品“我”在的，是作者角色的自我
建构。“为了寻访沉潜于民间的湘西古老技艺，我回归
到一个最为普通的‘古丈看见者’，我愿意是一个传播
手艺美的‘守艺人’，不惧辛劳、不畏时光。”

谢慧怀一颗“守艺人”之心，叙写一群守艺人的故
事，这足以让我们向她致敬！

（《古丈守艺人》 谢慧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宇君

波斯，古代世界的中心，与秦
汉并立的强大帝国， 中西交流的
关键枢纽。继《我们的中国》之后，
李零教授用“我们”的眼光审视东
西之争和世界历史， 出版了最新
著作《波斯笔记》。

李零是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
授，他的研究、著述范围涉及诸多
领域，如考古、古文字、古文献及
方术史、思想史、军事史、艺术史
和历史地理。 他曾表示：“我的专
业是什么， 有点乱。 但说乱也不
乱。我这一辈子，从二十来岁到现
在，竭四十年之力，全是为了研究
中国。”此前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的
《我们的经典》（四卷）和《我们的
中国》（四卷） 都是围绕着上述这
个主题。 这两部大书从经典到思
想，从历史到地理，向读者解读自

古以来的中国，以及当代中国的精神内涵。
《波斯笔记》这部关于波斯帝国阿契美

尼德王朝的著作，则是李零研究中国史的延
伸。波斯（今伊朗）位于欧亚大陆的中央，是
古代世界互相交流的关键枢纽，波斯帝国不
仅是伊朗高原的大一统，也是近东古国的大
一统。同时，在所有早期帝国中，伊朗的三大
帝国也与秦汉隋唐时期的中国最相似，在丝
绸之路东西交往的历史上，伊朗与中国的关
系也最密切。有鉴于此，李零教授表示：“我
想用中国眼光读一点世界史，拿伊朗跟中国
比一比。”

秦汉帝国，在东亚地区是世界性的大帝
国。波斯帝国有三大特点，可以同它相比。

第一是大。它的疆域，横跨三洲五海，面
积约500-600万平方公里，不仅囊括了中近
东的所有国家，也囊括了丝绸之路南段的大
部分国家。

第二是统一。波斯灭四大帝国，建二十
八行省，把农耕、游牧、航海众多文化背景不
同的国族纳入同一片国土；它以统一的文字
抄写官方文书，以统一的驿道连接它的五大
首都和各个行省， 向四面八方传递这些文
书，统一法律，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统一
宗教，与秦汉帝国相似，也是“车书一统”的
大地域国家。

第三是与中国关系很密切。 中国和波
斯，自古往来，史不绝书。中国古代的“西化”
更为长期，更为主要，恐怕还是跟伊朗有关。
历史上的中西交通，一向以伊朗和印度为远
端，两河流域已经有点远，希腊就更远，罗马
还在希腊以西， 即使中国和罗马有来往，也
绕不过伊朗。同时，对波斯历史的研究，西方
学者一直是主流，也一直是从希腊史料和视
角解读波斯帝国史。 波斯被当做对立面：希
腊代表欧洲，代表西方，象征自由；波斯代表
亚洲，代表东方，象征专制。这个单向视角一
直影响着现代欧洲，影响着他们的文化立场
和文化心理，也影响着这一强势话语支配下
的世界。

与以往从希腊视角解读波斯帝国史不
同，《波斯笔记》从中国与波斯比较的视角出
发，换了个方向看波斯，也换了个方向看西
方、看世界，用“我们”的眼光重新审视东西
之争和世界历史。全书系统详实地整理了波
斯帝国的历史，全面地比较古代中国与波斯
帝国的方方面面，为我们看待欧亚大陆两千
年以来的文明进程开启了当代中国的全新
视野。

（《波斯笔记》（上下） 李零 著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欧阳友权

中国社科院张江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
大项目“新中国文学批评史”，其中有一个子课题为
“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希望我能承担这一研
究任务。

当时，我主持的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刚刚结
项，卸下一个重担，本该有一段学术休憩“喘息期”，但手
头另有主持的教育部项目、省级课题和基地委托项目都
还在进行中，心中并不轻松。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论题可
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网络文学、 网络文学批评、网
络文学批评史，这一串关键词所涉及的全都是文学新现
象、新命题，做起来难度很大，心中没底，感到自己可能
难以担此大任，当时没敢轻易应允。后来几经沟通，我还
是战战兢兢接受了这一富于挑战性的课题。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实际写作中碰到的困难仍然
超出我的预料。原因很简单：网络文学是不是“文学”
尚且存在争议，网络文学批评能否成为“批评”更是见
仁见智，此时去为一个诞生不足20年的文学现象写出
一部“批评史”，不仅会有“超前置喙”之嫌，还会给自
己设下“凌空蹈虚”的理论陷阱，即如本书结语所提出
的：当网络文学还只是“小荷初露”时便试图撰写它的
批评史，该如何处理历史距离与学术积累造成的资源
掣肘？怎样规避多元创作下“批评定制”的述史风险？
何以面对元典传承与观念新变形成的批评语境选择？

应该说，一年多来的努力都是在试图回答这些问
题，可能答案不尽理想，但于我而言，为之付出的辛劳
却是真真切切的。网络文学的初创性、不确定性与可
成长性，使它的批评历史呈现短暂，成果积累有限，评
价标准和批评观念构建也只能算是跬步之功， 因而，
这部网络文学批评史的识见不深、学理不周乃至错讹
疏漏之处定然不少，期待读者不吝指罅，如果能为翻
阅它的读者和后续的网络文学研究者提供一点史实
抑或史识的价值，对我就算是卑微者的财富、求索者
的补偿而得以于心宽慰了。

涉足网络文学研究多年，又一部书稿脱手，可心
中的忐忑却是多于喜悦。我想，除了对学术的敬畏和
持论的自省外，是否也隐含着自己对这一领域还有更
多的期待呢？

（《当代中国网络文学批评史》 欧阳友权 著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塞罕坝上，
那棵200岁的“功勋树”

《我发现了》
埃德加·爱伦·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我发现了》 是美国天才作家爱伦·坡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
他视为自己一生创作的成就总结。本书集天文学、逻辑学、神学、
美学为一体，探讨了宇宙的本质、起源、创造、现状及其命运，全景
式地展现了爱伦·坡浩瀚而深邃的宇宙观。

《冷战启示录》
沈志华等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这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面历史的棱镜。沈志华教授和他的
同事们以多年从事冷战史研究的深厚积淀为底蕴，同极富学术批
判意识的现实关怀结合在一起，对中美两国怎样避免“修昔底德
陷阱”这个时代的重大问题，做出了具有启示性意义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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