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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收录了35封讨论爱国主义问题的书信，分为“领
悟何谓爱国”“思量爱国情与理”“畅谈爱国古与今”“放眼
爱国中与外”“斟酌爱国思与行”五编，以清新的语言，与
当代青年讨论什么是爱国、爱国的理由、爱国对国家社会
个人的意义，对爱国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分析，引导广大
青年树立正确的爱国思想，为实现中国梦奋发有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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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入门》
陈蒲清 著 岳麓书社

国学是什么？为什么要学国学？如何快速掌握国
学入门的途径？本书讲清楚了这些问题。作者系湖南
师范大学教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以数
十年的教学科研经验为基础，从史学、哲学、文学、科
技、语言学、文字学等方面，重点介绍国学常识和典
籍，带领读者走进国学大门。

陈有勇

人的一生，会有意外惊喜，也会有
无妄之难。在打算欢天喜地过春节时，
新型冠状病毒与我们不期而遇，威胁着
每一个人的健康。在病毒肆虐的当下，
待在家里，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宅，成为
这段时间很多人的生活日常。宅在家里
无所事事，心怀恐慌，是非常煎熬的，而
我，选择了看书，安定内心，修身养性。

大年初二的早上，我与爱人从湖北
回到北京，自觉开启为期两周的居家观
察生活。难得有这么长朝夕相处的日
子，我们聊起了相遇、相识、相知的过
往，一起读沈从文散文集《我在温习你

的一切》。
沈从文写过著名的爱情小说《边

城》，我们在中学课文中读过其中的章
节，温暖、淳朴、真挚、唯美。小说源于作
者的经历、观察和思考。写出优美爱情
小说的沈从文，自身的爱情故事就是一
段传奇。1928 年，来到中国公学任教的
沈从文，遇见了美丽的女学生张兆和，
一见钟情，用一天一封情书的方式展开
求爱攻势。兆和不为所动，并向当时的
校长胡适“告状”，胡适反为沈从文做说
客。张、兆二人最终喜结连理。

沈从文在阔别湘西多年后，告别妻
子，独自踏上回乡的旅程。这是他生命
中至关重要的一次旅程，他在途中深情
温习妻子的种种美好，温习湘西的大好
景致，也温习那个已经远去的自我。他
给妻子写了一封封书信，用真诚而谦卑
的姿态，道尽了对妻子的爱与思念；他
创作了一篇篇优美的散文，以生动而饱
含感情的笔调，向世人描摹出湘西风景
的秀美，以及健康人性的自然美。

“温故而知新”，知识需要温习，美
好过往也需要。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
是能看到幸福的真谛，有爱、愉悦、简
单、真实，就是幸福的模样。在居家观察
的日子，我的这种体会越来越清晰，也
在一些文学名家那里找到共鸣，尤其是
在丰子恺那里。

我看过他的漫画，寥寥数笔，表意
丰富且深刻，能准确击中笑点，且笑后
还会有深思。丰子恺的漫画妙趣横生，
他的散文也充满趣味、蕴含智慧，饱含

温度，在心乱的日子里，他的《简单甚
好》总能带给我会心的笑容。从孩子们
的日常到猫猫狗狗的闲趣，从到山中去
的雅情，到在人海中静观的领悟，看似
描绘生活闲情雅趣，却抒写了清心自在
的人生哲学。透过喧嚣世界的表象看透
生活的本质，把平凡的生活过得简单快
乐。一个人一生要路过的风景、遇见的
人、碰到的事，生命中的一切困扰，在这
里都能找到答案。

生活的智慧不是把简单的东西复
杂化，而是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用一
颗干净的心面对复杂的世界，简单甚
好！

在疫情面前，每天都有人离去，明
天和意外不知道哪一个会先来，这不禁
让人心生恐惧，思考生命的意义。鲁迅
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
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读鲁迅的杂文，总
能给人以力量，让生命在困厄中绽放光
彩。《生命的路》精选了鲁迅在不同时期
的 75 篇散文和杂文，犀利深刻，无可辩
驳地告诉我们，人世的艰辛、命运的无
情不会放过任何人，唯有勇敢和坚强，
才能让我们活得更好。

鲁迅一生保持独立人格，不趋炎附
势，不畏首畏尾，不无病呻吟，不顾影自
怜，也不道貌岸然虚张声势，他是真正
的知识分子和国家脊梁。

疫情终将过去，经典永驻我心。在
这些抗疫时日里，让这些名家好书常伴
左右，让我们在阅读中获得勇气和毅
力，感受安定与平和，迎接春暖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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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胜群

历史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生
不息的根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
生存和发展的最宝贵的人文资源。历史文
化也是一座城市生生不息的根脉，是一座
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宝贵的人文资
源。

岳阳是一座世所公认的历史文化名城。
这套《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列出了一份岳阳
历史文化成果的长长的清单，展开了一幅岳
阳历史文化发展的壮丽画卷，从多方面揭示
了岳阳悠久而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让人从
中感触到这座城市历尽沧桑而始终保持着
青春活力的千年律动。

源远流长的文明接续

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 9000 多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岳阳这块土地上的先民
就开始种植水稻，开启了稻作文化。岳阳在
商代就有了青铜铸造业，走进了中华文明的

“第一个驿站”。约 2500 年前，岳阳建城，在
建城的同期，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已经在使用
铁制农具，“恶金（即铁）以铸鉏”“试诸壤
土”。

郡县治，天下安。秦之前岳阳境内即
有了县治，汉代岳阳境内即有了郡治。秦
皇 汉 武 在 这 块 土 地 上 留 下 了 巡 幸 的 足
迹。

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岳阳作为长江流
域水陆要冲和湖湘门户，在中国各个历史时
期的经济、文化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地域作
用。

岳阳窑的窑火，从东汉燃到晚唐，烧出
了中国最早的青瓷之一，并成为中国中部地

区民用瓷的主要产地。湖广熟，天下足。岳阳
所在的洞庭湖平原素享“洞庭鱼米乡”之美
誉。清光绪年间，岳阳得维新变法的风气，率
先“自开商埠”，成为全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
岸之一。

楚风流韵八百年，中原文化“王气南
来”，在这块土地上交汇融合，岳阳成为湖湘
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蓝墨水上游”的文心诗魄

湖 湘 之 地 曾 是“ 不 为 中 原 人 文 所 沾
被”的荆蛮之地、“贬官”的放逐之地、失意
文 人 的 流 落 之 地 。这 些 人 曾“ 居 庙 堂 之
高”，沦落江湖后，更看到国运沉沦和民生
疾苦，忧愤于心，发乎为诗文，成为爱国主
义文学之滥觞。最早的代表人物是屈原和
贾谊。

屈原被放逐到沅湘一带，流连岳阳境
内创作了继《离骚》之后的《九歌》《九章》
等，最后自沉汨罗江，开一代悲天悯人、忧
国忧民的诗风。接踵而至的是贾谊，他因
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傅，南下途经岳阳
去汨罗江凭吊屈原，写下了《吊屈原赋》，
赞叹屈原的诗品人格，寄托自己的忧世之
慨。贾谊在文体上承继了屈原的风格，在
思想上与屈原同气相求，后人有“屈贾一
体”之说。

台湾诗人余光中称汨罗江为“蓝墨水上
游”。他两次到访汨罗，他说：“我来汨罗江和
屈子祠，就是来到了中国诗歌的源头，找到
了诗人和民族的归属感。”

烛照世代的家国情怀和人格理想

1046 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提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
了一种质朴而又至高无上的家国情怀和人
格理想。范仲淹写这篇记时并没有到过岳
阳，但他肯定读过屈原的《离骚》《九歌》《九
章》，读过贾谊的《吊屈原赋》，读过李白、杜
甫、元稹等登岳阳楼写的诗。这些诗一个共
同的主题，正是“天下”之忧。范仲淹的这句
话，是他人生认识的总结和提练，也是他对
岳阳人文传统的总结和提练。

至近代民族危机日趋深重，这种家国情
怀和人格理想，升华为以天下为己任、勇于
担当的时代精神。在岳阳的土地上，走出了
左宗棠、郭嵩焘等顶天立地的人物。左宗棠
兴办洋务，收土固疆，成为晚清“中兴”名臣。
郭嵩焘力排众议，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强国富
民，开维新变法思潮先河。继他们之后，任弼
时、彭德怀、何长工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完全
彻底地做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
乐而乐”，以天下为己任，成就了前辈没有能
够完成的救国救民的历史伟业。

《岳阳历史文化丛书》存史存文，资政育
人。相信它对于世人更多地了解岳阳的历史
文化和历史文化精神，对于增强岳阳人民的
文化自信和文化创造力，对于岳阳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将发挥重要的作用。

（作者系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
主任、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该文为《岳阳
历史文化丛书》序，有删改。）

奉荣梅

“药上真人”的传奇人生

被尊为“药王”的隋唐间大医
学家孙思邈，是个传奇式人物，他
既是博学智慧的名医大儒，又亦僧
亦道，奇特神异，还是个百岁寿星。
史料所载其生卒时间说法不一，一
般说法为 101 岁（581-682 年），也
有说他享年141岁的。

因“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
之资，罄尽家产”，孙思邈 18 岁时
志学于医，早年隐居于故乡陕西耀
县五台山。他的临床应诊活动并无
史籍可稽，只在两部《千金方》中可
找到一鳞半爪，如“吾十有八而志学
于医”，“至于弱冠，颇有觉悟”，“亲
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等。其
两部《千金方》，以理、医两书的口
气，笔墨酣畅的骈文对仗，可谓两千
年来医学著作中文学气息最浓郁
者；拥有232种疾病、5003个药方，
成为集医药之大成的经典。

孙思邈一生，历经了北周、隋、
唐数次朝代更替，他曾三次拒绝当朝授予他的高
官厚禄。孙思邈的思想以道家为主，儒家其次，对
官禄无兴趣，对钱财也十分漠然。他隐居乡野，看
云听瀑，读书、修道、习医、谈老庄。晚年时被唐太
宗召请入京，他坚拒爵位不受，但从此即脱离了
隐居而寄寓长安，直至羽化。

渠水源从故苑来

据说孙思邈晚年曾隐居长沙，长沙地区也有
许多与药王有关的遗迹。

在长沙老城区有“药王街”和“洗药庵”遗
迹。

药王街在长沙商业繁华的老城区，东起黄兴
路步行街，西至西牌楼。清朝年间药王街还建有
药王宫，每年四月二十八日，药业界云集祭祀“祖
师”。清代文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记载：“药王
宫后有竹圃小亭，幽寂可爱。”

清同治七年（1881），药王宫被出售，皇仓街
上林寺侧另建有药王殿。湘雅医院的前身雅礼医
院，就创办于此。药王街在清朝末民国初热闹成
一条商贾集中的商业街。现今街道东口是王府井
百货与友阿春天百货。

黄兴路步行街南面东侧，有条相对僻静的小
巷大古道巷。小巷西头聚集了一色的箱包店，白
天流淌的都是各种皮革的气息；西口之北就是著
名的酒吧一条街化龙池古街。大古道巷中间立有
一碑，刊刻僧升昇的诗句，明示巷内曾有洗药庵
遗迹。《图书集成·职方典》也有记载：“洗药庵在
善化县西，原玉沟水由庵右绕前，今淤。”

洗药庵旧址在大古道巷小学内，“文夕”大火
中焚毁，幸存的一口“洗药井”也于上世纪六十年
代末废弃。僧升昇诗云：“渠水源从故苑来，宫中
脂腻旧萦回。溪流已共昭阳改，岸树空余劫火
灰。”曾经萦回洗药庵的玉沟清渠、岸树溪桥，或
淤塞，或成灰烬。

胜迹由来岂浪传

孙公殿是一座庙，也是一座山名，在长沙县
黄花镇谷塘。清同治《长沙县志》记载说：“孙公殿
在县东四十余里，山脉自浏邑白石尖来，至分界
塘入长沙县，西行十余里至此。”孙公殿作为一座
山并不高，主峰只百余米，山上曾有庙，祭祀药王
孙思邈，所以山就叫孙公殿了，如今庙早已无存。

“孙隐山”在浏阳城东，相传为孙思邈晚年隐
居之处，他隐居山里撰写了《千金翼方》30卷，并
行医治病。山麓有升冲观、洗药桥、洗药井、炼丹台
等胜迹，其中“药桥泉石”为古“浏阳八景”之胜景。

“孙隐兹山若许年，至今台观尚依然。云间不
见烧丹灶，桥下犹流洗药泉。造谒为民祈雨泽，徘
徊寓目爱山川。穹碑备载飞升事，胜迹由来岂浪
传。”明代郑序《游孙隐山》一诗，记载了当年的台
观、炼丹、洗药景观，也提到了一块“穹碑”，详细
记载龙洞病龙的“飞升事”。

据《浏阳县志》载，鲤鱼山下有一九溪洞，洞
深五百米左右。传说洞中曾藏有一龙，因患疮求
治于孙思邈，“药王”以樟树叶治好龙疮，龙遵从

“药王”从善不伤人之嘱，化成九只锦鸡飞升。
九溪洞左有炼丹石和石臼，孙隐山东北脚下

曾有升冲观，印证着病龙飞升的传说。

《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

“药上真人”孙思邈痴迷于搜寻单方验药，
“一事长于己者，不远千里，伏膺取决”（《千金要
方·序》）。他在《千金要方》中没有提到张仲景学
说的伤寒，被时人诟病，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
为他说话：“独伤寒未之尽，以未尽通仲景之言，
故而不敢深论”。

这在他《千金要方·伤寒上》中有印证：“江南
诸师秘仲景方，不传。”此书脱稿时，孙思邈才得
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而开始研究，在此后的

《千金翼方》里把伤寒发挥得淋漓尽致。
虽然，孙思邈的晚年隐居长沙之说没有史书

可考，但可以揣测，因为他对前辈张仲景的钦佩，
也许会“不远千里”到张仲景曾做太守设堂问诊
的长沙寻访“仲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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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的文化之魂

龚军辉

扶贫攻坚和美丽乡村建设
是当今中国的热门话题，反映其
伟大成绩、翻天覆地变化和杰出
贡献者的文学作品已经不少。但
一直有个遗憾，即相关题材的儿
童文学作品似乎缺席了。而纪红
建新著长篇儿童小说《家住武陵
源》的出现，则填补了这个空白。

小说故事简单：住在武陵源
协合村柳楠组的花儿，从小就是
家里的宠儿，但她因父母在外打
工、外婆外公过早病逝、举家债务
累累而感受到了困扰与压抑。在
父母被迫携家迁至更贫困的杨家
坪后，她自觉学会了照顾弟弟、做
力所能及的家务。在乡村干部的
支持下，父亲借债靠办乡村宴席
一定程度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
力，也积赚了创业的第一桶金。

扶贫组入驻杨家坪后，花儿
一家开办了农家乐和民宿，不仅
还清了欠债脱了贫，而且改善了
邻里关系，带动了乡亲共同致富。
渐渐长大的花儿在这一过程中，
发现并发挥了自己的主持特长，
又借助网络直播推销自己种植的
多肉植物，成为了家乡美丽乡村
建设的奋斗者。

写过《乡村国是》等著名报
告文学作品、获过鲁迅文学奖的
纪红建，是执着于乡村宣传、痴
迷于乡村扶贫与建设的能手，他
饱览秀美山川，熟悉乡村生活，
热爱农人农事，故其笔下的乡村
风貌、人情世故、凡俗闲逸，都能
随心随意俯仰可拾。稍有点乡村
经验尤其懂点南方农业者，读他
的《家住武陵源》都可找到熟悉
与亲切的感觉。

这部长篇儿童小说的最大
亮点，还是用童心童眼去打量乡
村的巨变，称其为新时期的童版

《山乡巨变》绝不为过。在我看
来，其运用童心童眼视角在三个
方面做得颇为突出。

其一，用儿童的眼光去打量
乡村之美、乡村之困。花儿眼中的
武陵源，是现实的桃花源，既有美
丽的山体和潺潺的溪水，也有质
朴的乡人和纯粹的乡情。山野里
摘三月泡，水潭边垂钓，还有将军
岩、娃娃鱼，都具有鲜明的地域风
土标志。而邻里相互照顾小孩、养
鸡喂鸭等农事劳作及生活写意，
使乡村特质更为显明。作者也未
回避入赘、地僻路艰、病疼不治、
远途上学、东挪西借等现实困境，
并作了重点展示，这是贫困之疼，
也是花儿心底最为柔软的恐惧，
她在黑夜里饿着肚子抱着弟弟入
睡的身影刺痛了我阅读的眼睛。

其二，用儿童的发现去体察
乡村人事、器物。不管是奇妙的
黄龙洞、难见的春雪、婆婆的织
锦机，还是弟弟钻进鸡笼、父母
因搬家吵架、盖房子、申报贫困
户及反悔等等，闯入花儿眼中的
乡村风景总是令人新奇而难忘
的，也构成了小说的主体情节，
让读者看到了花儿从六岁到花
季少女的完整过程，而这个过程
同时正是扶贫攻坚和美丽乡村
建设的剪影与缩写。

其三，用儿童的心灵去感受
乡村社会、人生。无疑，作为山里
孩子的花儿，自始至终都伴随着
乡村变化的步伐而茁壮成长，她
的生命情怀里一直混合着走出
大山的希望和建设家乡的期许，
她的胸襟和眼界里都打上了乡
村烙印，她弃普高而读职高的自
我人生第一次选择也因此闪耀
出璀璨的美丽。

《家住武陵源》对乡村扶贫
与建设的全景式勾勒，恢宏大
气。借诸儿童小说的童眼观察、
体悟、揣摩，寄寓了作家对于乡
村国是的深刻理解和美好希冀。

《家住武陵源》兼具报告文学和
儿童小说之美，在写实与虚构之
间找到了极佳的平衡点，具有独
特的艺术魅力。

（《家住武陵源》纪红建 著
希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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