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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伦荣 钟可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人民
众志成城，踊跃投身于防疫抗疫，医
务人员白衣执甲，解放军指战员闻令
而动，社区工作者昼夜值守，志愿者
无私奉献……涌现出了一大批可歌
可泣的战“疫”英雄。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你的
样子——致敬奋力抗疫的每一个中国
人》，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讲述抗疫故
事，讴歌抗疫英雄，是一本既接天线又
接地气、反映抗疫主题的图书。

这是一本接天线的图书。本书与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关于繁荣文艺
的精神相吻合，服务大局，记录了中国
人民防疫抗疫的伟大斗争，彰显了共产
党员的信仰之美，人民群众心怀大爱、
甘于奉献的崇高之美，弘扬了中国精
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优秀作品要传播
当代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

神、反映中国人审美追
求，思想性、艺术性、观
赏性有机统一，要有正
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
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
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
所喜爱。《你的样子》从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角
度，讴歌那些坚守誓言、
冲锋在前的党员模范，
讴歌那些心怀大爱、不
畏生死的医护人员，讴
歌那些为使命冲锋、为
生命护航的人民子弟
兵，讴歌那些守望相助、
无私奉献的每一个中国
人。本书以此立意，展
现中国力量、中国精神，

展现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家
国情怀，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弘扬主
旋律、传播正能量，既有思想的高度，也
有人性的温度。

这是一本接地气的图书。本书以
真诚的笔触，讲述平凡人在抗疫斗争中
的非凡故事，讴歌平凡人逆向而行、不
惧生死的奋斗人生，刻画了平凡人的最
美影像。书中讲述了钟南山、李兰娟等
院士临危受命，“时代楷模”其美多吉

“逆行”疫区，董存瑞外甥艾冬战斗到生
命最后一刻，村支书宋青山为抗疫不幸
殉职等故事，表现了广大党员干部在抗
击疫情的斗争中，践行初心使命，危难
时刻挺身而出、扛起责任、经受考验，在
大考中交出了令人民群众满意的合格
答卷。本书通过这些故事表现广大党
员护卫党旗在抗疫前线始终高高飘扬
的英雄行为，赞扬他们是党旗的忠诚守
护者，是真正的英雄。

本书讲述了17年后再战“疫”的张
思兵、把人民健康看成是最大军功章的

宋彩萍、“为生民立命”的黄文杰、穿上
军装敢于冲锋陷阵的毛青等故事，表现
了人民解放军牢记我军宗旨，发扬特别
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舍生忘死，
救死扶伤，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同时间
赛跑，与病魔较量，尽显英雄本色，为军
旗增添光彩。本书通过这些故事，反映
和平年代的人民子弟兵，面对疫情逆风
而行，视死如归，视群众生命高于一切，
为人民战斗、为使命冲锋、为健康护航，
赞扬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

本书讲述了张定宇与死神竞速、徐
辉用生命守护生命、甘如意骑行300公
里返岗抗疫、李文放跟死神掰手腕、饶
歆拄着双拐战斗在重症病房、朱华波不
战胜疫情不收兵等故事，展现了新时代
广大医务工作者不惧生死、顽强拼搏、
无私奉献、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赞扬
他们是最美的天使。

本书还讲述了“医生驿站”公益行
动，袁隆平、钱七虎等科学家慷慨捐赠，
志愿者守护白衣天使，来自汶川的报
恩，抗洪老兵的“爱心菜”，脱贫不忘党
恩、抗疫奉献爱心等故事，表现了在抗
击疫情的斗争中，中华民族同心同德、
同舟共济、守望相助的伟大民族精神。
他们虽是平凡人，干的却是非凡事！本
书将这些温馨感人的故事汇聚成一股
暖流，温暖人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繁荣文艺创
作，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相统一，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
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
精品力作。本书通过100个平凡人的非
凡事，展现在防疫抗疫伟大斗争中中国
的样子、中国人民的样子，让平凡人物走
进千千万万读者的心。这样一本图书，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息和正能量。

（《你的样子——致敬奋力抗疫的
每一个中国人》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出版）

汤素兰

儿童文学作家谢乐军，文友们都叫他
“乐乐”。

乐乐甚至比我还更早进入到儿童文
学这个领域，因为工作的原因，其中有十
余年他慢慢地离开了我们的队伍。但是
从 2017 年开始，王者归来，他带着“魔术
老虎”（2017年湖南少儿出版社推出“魔术
老虎智慧童话系列”第一辑，共6册），虎虎
生风地归来，今年又推出了“魔术老虎”的
4 本新书（第二辑）。这样的产量和创造
力，是特别让我敬佩和敬重的。

我花了几天时间，把“魔术老虎”的4
本新书《小魔法，大怪兽》《奇遇多学校》

《转移功》《神秘的飞碟》认真拜读了一
遍。新书给了我特别新奇的感觉。我用4
个字来概括我的阅读感受——

第一是“新”。“新”不仅是他第二辑的
魔术老虎新书，更重要的是4本新书所表
达的内容，特别切合时代。虽然乐乐跟我
年纪差不多，也是进入到要当爷爷奶奶的
年龄了，但是他特别时尚。他写了游戏，
写了最新的电子产品，写了最新的科技前
沿，还关注全世界都关注的问题：环保、核
战争等。在这 4 本书里面，科技的、人文
的、我们所关心的东西，从题材到内容都
有所表达，这是他的书给我的“新”感觉。
他的表达方式也和前面的魔术老虎有些
不一样，给我的感觉也是“新”。

第二是“奇”。乐乐的所有童话作品
都给人很奇幻的感觉，他的故事构思都很
奇妙，幻想都很大胆，在这4本新书里，这
个特点得到了一以贯之的体现。

还有一个“趣”。我们大家都希望自
己的孩子爱读书，但是孩子才不在乎这书
是谁写的，也不在乎它获了多少的奖，更
加不在乎专家怎么说。孩子第一要感觉
它好不好看、有没有趣。孩子是最不好骗
的。我想有这么多的孩子喜欢“魔术老
虎”，正是因为它有趣。乐乐的童话大都
属于热闹派的童话，热闹派童话有新奇的
想象，有特别有趣的情节，有特别幽默的
故事，还有特别快的节奏。“魔术老虎”的
故事特别有趣，所以能够抓住孩子的心，
这就是“趣”的魔力。

第四个是“益”。一本书，不只是孩子
要喜欢，家长要喜欢，老师要喜欢，并且少
儿图书馆还愿意腾出一个地方来给它做
新书发布会，一定得是大家都喜欢，能够
过大人这一关。大人是特别“功利”的，希
望读了一本书，我的孩子作文就写得好
了；读了一本书，我的孩子就懂事了，就成
为智慧的人了。我们知道，做这样的一套
书是很难的。乐乐做过教师，从事了多年
少儿期刊编辑工作，他是了解孩子的，他
的写作把自身对于生活的感受，及在生活
中对生命的感悟，把他觉得人生中最珍贵
的一些经验，传达给孩子，书里体现的这
些智慧对孩子是有用的，是有价值的。

还有一点，让一本有限的书能呈现更
多的价值和意义：编辑是费尽了心思的。

“魔术老虎”的书末植入了成语故事等知
识性内容，是延伸阅读的好方式，这些成
语故事是经过统筹考虑的，都是历史故
事，读完一个成语还学了一段历史，而且
有成语接龙等小游戏，这都是孩子们喜欢
的，特别有益的。

谢谢乐乐给我们呈现这么精彩的故
事。我认为“魔术老虎”的系列图书是很
新、很有趣、很奇妙也很有意义和价值的，
希望所有的小朋友都喜欢它。这是童话
大王、儿童文学作家谢乐军六一儿童节送
给孩子们最珍贵的礼物，也是送给我们每

个大人的珍贵礼物，让大
家童心永驻。

（《魔术老虎智慧童
话系列》谢乐军著 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海边春秋》

陈毅达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海峡文艺出版社联合出版

《海边春秋》由福建著名作家陈毅达创作，以
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扶贫工作的真实案例为蓝本，选
取实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中岚岛综合实
验区建设开发为背景，围绕兰波国际项目与蓝港村整
体搬迁的矛盾和矛盾的破解展开叙事，重点讲述了主
人公刘书雷如何从“书斋博士”成长为“改革斗士”的
故事。毕业回闽工作的文学博士刘书雷，被派往岚岛
挂职。在现实熔炉中，年轻干部从激情、慌乱，到学会
观察、分析、判断，直至与岚岛的人心、实情相融，从纸
上蓝图到困局、再从困局到蓝图的实现，这样的情节
波澜中，展示了我党领导的新时代创业的艰辛，也预
示了新时代创业的远大前程。

鹰之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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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里书外

魔术老虎的
“新、奇、趣、益”

江 哮

闲来偶读闲书，翻到一本小书《中国
的桥》，里面介绍了中国各地的古桥、名
桥，我不由得联想起散落在家乡乡间各
处的那些老桥来。

君山区许市镇，是原巴华古驿道的
必经之地。据《岳州府志》记载，巴华古
驿道在境内东起临江驿，经仰山铺和楚
营（云）铺，西与华容墨山铺相通。为方
便出行，或是确保驿路通畅，沟渠纵横的
驿路上曾经架起过座座桥梁。

巴华古驿道在许市镇境内现今能说
得出名称的桥有四座，最西边的一座是
疯子桥。疯子桥处于贾家药铺与周逸群
烈士纪念碑的正中间，从香炉山汇流而
下的溪水经团鱼洲港注入王家港，此桥
便建在团鱼洲港之上。关于疯子桥的得
名，老辈人说，古人迷信风水，认为修桥
是犯了龙王，需要拿命去填，称之为“以
命填桥”。一种是“打人桩”，即在浇筑桥
墩之时生祭活人；另一种是“借魂桩”，即
在桥梁将成之时，施以巫术，对经过桥头
的路人喊话，路人如果接话或者逐步回
首，便是中蛊，游魂将困于桥中。相传此
桥竣工之际，正好有一疯子中蛊，遂以疯
子桥命名。对于这个说法，我心中一直
犯嘀咕。自古以来，以讹传讹的地名俯
拾皆是，不胜枚举。

前些年编纂家乘，在发黄的旧谱中，
我读到这样一篇志文，由本族先祖坦世
公（1761～1807）作于 1801 年的《继述
桥序》，详细地记载了修建继述桥的缘起
及经过。据此，我似有所悟：正如笔者先
祖筑修继述桥一样，古人凭一家一姓之
力修桥是需要立下宏志的，疯子桥应该
是宏志桥的谐音吧？

疯子桥向东，过贾家凉亭约500米
左右，便是有名的和尚桥了。和尚桥架
在新安港上，这条从南坎山口蜿蜒而下
的溪流最后汇入横垱湖。据说当年此桥
将即完工，正好一无名和尚路过，听到修
桥的石匠念念有词：“行人桥上过，十个
死九个”。和尚知道是石匠在下蛊，不慌
不忙，反谶一句：“十个石匠死九个”。石
匠自然熟谙使蛊，立马接过话头：“就死
你一个”。结果，和尚中蛊，和尚桥由此
得名。

和尚桥建造的时代，东西两边遍布
天井山庙、金陵寺和龙坑庙等寺庙，寺僧
众多，香火鼎盛。常言道：吃斋念佛皆虚
空，修桥补路才实在。据我推测，此桥可
能是由上述寺庙中和尚集体募化劝修而
成。

坐落在横山岭村龙门屋场后的丁油
桥，是古驿道上最负盛名的桥梁。龙门
屋场后有一湖汊，系白浪湖的一角。明
朝年间，本地一丁姓油榨坊主为方便行

人过港，慷慨捐资，延请工匠在此修筑了
一条坚固的石桥。年湮世远，丁油匠芳
名已无从考证，这对受其遗泽的许市人
来说，委实是一件憾事。此桥中有石拱，
两侧引桥为长条石铺就，后因岳华公路
建成通车，驿道的功能不再，此桥逐渐废
弃。

驿道最东边的一座古桥当属土桥。
土桥位于原土桥和金盆两村之间，发源
于珠目山的一条小溪在此静静流过，下
泻到冷家湖。据说，土桥边曾为洞庭湖
船只靠岸的一个小码头，最早是鱼贩在
此吆喝，后来陆续有商家迁入，称之为土
桥街。土桥北面不远，就是香客络绎于
途的崇庆古寺。古寺建于明天启年间，
后来逐渐演变成许市的政治和文化中
心。以此推知，土桥的筑修年代一定早
于崇庆寺。驿道废除，土桥自然风光也
不再。

社会在飞速发展，一日千里。当年
的古驿道边，杭瑞高速和浩吉铁路两条
横贯东西的大动脉相继建成通车，那用
钢筋水泥浇筑在白浪湖和横垱湖之上的
公路铁路桥有如长虹卧波，巨龙腾空，蔚
然壮观。许市人藉此融入一带一路的经
济快车道，传统的生活方式被时代的巨
笔彻底改写，古老的驿道孕育出一片勃
勃生机……

（《中国的桥》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许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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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手上春秋：中国手艺人》

南翔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捞纸工周东红、棉花画传人郭美瑜、蜀
锦传人胡光俊、药师黄文鸿……他们是非
物质文化遗产的传人，也是中国工匠精神
的守卫者与传承者。他们在热闹之后归于
平静，坚守着一份行将消失的技艺，用巧手
丈量岁月，用技艺塑造乾坤，赋予人生以非
凡的意义。南翔历时三年，通过田野调查
和访谈，记录了 15 位中国工匠的人生经
历、手工技艺和行业现状。在介绍行业的
同时，重点突出绝活背后的人物，希望以此
打捞传统文化，重新诠释中国工匠精神。
本书图文并茂，行文流畅，是一部极具思想
性和文学性的非虚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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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唐慧芳

阿满原名满慧文，是近年来湖南文学
界涌现出的一位令人关注的女作家。女
性作家与退役军人的双重身份，让她的作
品充满了浓浓的女性意识与家国情怀。

阿满发表于《民族文学》的小说《满楚
古德吉的鹰》，用女性特有的敏感雅致、细
腻丰满的笔触，展现了一幅战争的图景，
传达了作者对英勇战士们的讴歌与对抗
战胜利的坚定信念。无论是在主题呈现、
形象塑造还是结构形式上，这部小说都不
失为一部重要的抗战小说。

小说以一只鹰的故事这一巧妙的微
观视角，展现了宏大的抗战主题。故事发
生于 1944 年的深秋，中国取得抗日战争
胜利的前夕。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中国东
北，在这片土地上所发生的故事，是整个
中国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缩影。破铁路，
炸桥梁，东北抗日义勇军在极端艰苦的条
件下，同日本侵略军展开武装斗争。小说
从头到尾叙述的是科里为了所承包的日
方的工程能顺利进展下去与一只鹰斡旋
的故事，实则展现了残酷血腥的抗日战
争，从而对千千万万的抗战英雄唱了一首
深情的赞歌。

小说中有两个充满矛盾张力的人物：
科里和满楚古德吉。人物自身及两个人
物之间在对立状态中互相抗衡、比较、映
衬，构成了艺术张力，立体丰满地突显了
人物形象与主题。

在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中，科里是欧洲
中立国的代表，是一位爱鸽之人，意指爱
好和平的人。最初对于是否接手这项日
本用来对抗中国的战争防御工程，科里是
犹豫的，当正义的信仰与艰难时世的生存
比起来，似乎还是生存占了上风。“世界没
了自己，要意义又何用。”战争改变了一
切。当他意识到这只鹰是工程频繁被炸
毁的原因时，他牺牲了自己最喜爱的鸽子
诱杀了那只鹰。同时，他以为把人的战争
变成动物间的博弈，这样就可以捍卫自己
的中立性了。

同科里一样内心充满矛盾的，还有鹰
的主人满楚古德吉。刚开始对于让鹰去
执行侦查工程的任务，这个男孩是非常不
舍和犹豫的，因为这只鹰是自己和爷爷整
个冬天赖以生存的捕猎高
手。后来赵叔叔为了掩
护爷爷脱身牺牲，加速了
这个男孩的成长，让他重
新思考了生命的意义，做
出了新的选择，毫不犹豫
在鹰腿上绑上了无线电
去执行侦察任务，并跨上
了战马奔向战场，肩负起
该有的责任。

科里与满楚古德吉本来是
平行无交集的两个人物，但是
因为一只鹰却有了交集。这两
个人物有相似之处，在信仰与生存、大义
与小我之间，最初都会优先选择生存；但
这两个人物也有着巨大的不同，为了各自
不同的立场，在经历内心矛盾之后，各自
走向不同的人生。

双线叙事是这部小说的一大特色。在
时间线上，倒叙和插叙不断交织；空间线
上，工地上与屯子里不断转换；以此交代故
事与人物的背景。科里和满楚古德吉，两
条线索分述两件事，彼此对比、交叉、重合，
不断推进故事的发展。

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一个小高潮，生
动描绘了科里怎样用鸽子做诱饵捕杀那
只鹰，扣人心弦。当再次回到这个诱捕场
景时，已经是小说的结尾了。中间穿插了

“工地上”的空间叙述，交代了科里的背景
及带枪去杀鹰的原因。“屯子里”篇章的叙
事，则开启了另一条故事线索及空间叙
事：满楚古德吉与鹰之间的渊源。第四篇
章“枪”又接续了最前面“工地上”的情节
发展，科里用枪射击鹰未遂，于是决定用
鸽子做诱饵炮轰那只鹰，于是便有了小说
开头的场景。最后结局，科里与满楚古德
吉两条线索终于交汇，科里忏悔，满楚古
德吉奔赴战场。

小说打破了事件的连续性与逻辑性，
利用空间化的间隔效果，不断交叉推进，
丰富与拓展了故事的叙述时空。

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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