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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红军

面前是一套“中国野生鸟类”丛
书，厚重的书脊，简约精致的设计，
每一卷用了一个主题色，海洋的蓝
色、草原的草绿、森林的墨绿、青藏
高原裸岩的砖红色，一只只体型不
同、姿态各异的鸟种剪影压凹在壳
面上：海洋的中华凤头燕鸥、草原的
大鸨、森林的绿孔雀和青藏高原的
黑颈鹤。特别设计的护封，外侧选
用了各生态系统代表性鸟种的剪
影，用相应的主体色呈现，内侧则呈
现了相应鸟种的原色手绘。打开
书，精致大气的设计、清晰的鸟类图
片和一组组鸟类手绘图片呈现在眼
前。这样一套丛书，带给人一种安
静、内敛、自信和儒雅的气息。

“中国野生鸟类”丛书共四卷，
包括《中国青藏高原鸟类》《中国海
洋与湿地鸟类》《中国草原与荒漠鸟
类》《中国森林鸟类》。丛书由中国
国家地理图书与中国动物学会鸟类
学分会共同组织，由中国鸟类研究
巨擘郑光美院士担任主编，集中了
我国鸟类学、生态学研究方面的权
威专家学者，系统记录、介绍了中国
境内野生鸟类的生存状况、分布特
点和最新的研究成果，堪称中国鸟
类研究成果里程碑式的出版作品。

这套丛书的亮点也是创新点：
第一，是首次将中国野生鸟类按其

栖居的自然生态环境进行了归类，
创新性地将鸟类学与生态学紧密结
合。这样的知识结构清晰明确地体
现出野生鸟类与生态环境之间紧密
依存、不可分离的特点，同时便于广
大普通读者理解和熟悉身边的鸟类
分布，有利于公众生态理念和意识
的加强和提升。

第二，丛书集合了近年来中国
鸟类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了目
前已知的 1445 种鸟类，可以说是

“一网打尽”。介绍鸟类的专著自然
少不了科学详实的文字记录与描
述，书中不仅介绍了每种鸟类的形
态、分布和习性，还描述了我国不同
生态系统的特征、分布和功能，以及
鸟类与生态系统的关系、不同生态
系统面临的威胁和我们在鸟类保护
方面所作的努力。

第三，丛书中精美的鸟类图片
令人目不暇接，更令人称赞的是使
用了超过2400张鸟类手绘图，每一
种鸟都有彩色绘图（包括雌雄异形
和换羽），每一类生态系统都有壮美
的景观图。在页面呈现上，将同一
个类群的鸟类，在同一页面中严格
按照大小比例放置。在国内原创的
鸟书中，为每一种鸟类配上全新绘
制的手绘图、且按照国际通行规则
排布呈现，这是第一次。

野生动物的手绘其实是一个专
门的领域，要求绘图者既有高超的
绘画技巧，又对被画物体有充分的
了解。手绘图的绘制耗时长、成本
高。一幅图鉴用的鸟类绘图，少则
一天，多则三五天，这还不包括搜集
资料、确认特征的时间。为了这些
手绘图，丛书的策划研发方中国国
家地理图书公司邀约了15位国内最
高水平的自然手绘师组成专门团
队，耗时几年才完成中国全部1445
种鸟类的绘制，足见策划创作团队
的恒心和毅力。

几十年来中国鸟界使用最广泛
的，是一套引进版的《中国野外观鸟
手册》，与之相比，“中国野生鸟类”
丛书不仅在体量规模上大大超过，
在资料上更新更全，更在中国本土
原创方面具有了独特性。

“中国野生鸟类”丛书不仅有重
要的科学研究价值，对于广大鸟类
爱好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参考
书和典藏品。这样一套诚意满满的
出版物，当是践行绿色生态环保理
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面向社会公
众普及鸟类知识及倡导野生动物保
护的优秀作品和出色成果。

（《中国野生鸟类》丛书，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吴双英

《岁月诗痕》，以古体绝句、律诗和
词牌的格式写成，收录有唐之享从少
年到古稀之年近300首诗歌，作品题材
十分丰富，内涵深广。300首诗，写尽
50 年岁月的悲喜沧桑，写下 9 万里河
山的旧貌新颜，写出了一代教育工作
者、改革推进者的灵魂日记，也写下了
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担当。这是一个
几乎与共和国同岁的人的心理变迁，
也是一个古典诗词创作者对时代的纪
录。

诗人写第一首诗时，已是换了人
间的新中国了，他深受湖湘先贤和老
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不仅在
事业上追随他们的足迹，希望能为党
尽责、为民解难，而且在思想上也受到
他们的影响。他赴京求学，写下“天公
幸重村夫子，盛世偏赢伯乐眸。笔赋
雄文心底出，敢将鹏志写云头。”他踏
春乡野，写下《踏莎行》：“舜继炎黄，唐
承颜柳，文章道德根基厚。今朝四处
卷春潮，苍梧更见风华茂。”不管是公
务繁忙，还是偶有闲暇，写诗填词都是
作者最为称心的事情。谈到退下来的
心境：“老树新枝处处春，天高地阔长
精神，云烟一扫八千里，赛似神仙一老
人。”笔端流露的是真正的开心。他写
君山赏荷：“出污不染直而通，茂叔文
章世所崇。品德清廉人共仰，《爱莲
说》自播高风。”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
喻吧。

通读这本诗集，我以为有三条线
索贯穿在作品中。

第一条线，是一条红线。那就是
诗人内心信仰的力量。考入北京对外
经贸大学后，到北京第一站他就去了
天安门。他学生时代的游历，几乎都
以红色革命根据地为目标。每年到韶
山毛泽东故居去瞻仰，表达对革命伟
人深深的敬意和怀念，几乎已经成为
他家庭的仪式；湖南几乎所有的革命
领袖故居，他都去参观并写下了怀念
的诗句；还有他对国家领袖治国方针
的理解和解读，他终身坚守、矢志不渝
的革命信仰，他参与的推进文化教育
体制改革的工作等。从领导岗位退下
来，他还在湖湘文化研究会等机构继
续为文化建设服务。

第二条线，是一条绿色的线。就
像封面的颜色一样，绿意葱茏，诗心肆
意。这是一条以空间为节点，以诗心
为线索串起来的线。这条线通过中华
大地五千年文化传递给他，通过民族

的文化记忆传递给他，通过屈原自沉
的汨罗江水传递给他……这些文化的
记忆，牵引着他的脚步，让他走遍三湘
四水，走遍全国各地，走向异域他乡，
通过自己的文字、诗歌，来赞美祖国，
弘扬祖国的文化，更深刻地审视异国
他邦，以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家园、自己
的祖国。

第三条线，是一条无色的线。这
条无色的线表达着对天地的敬畏、对
生命的敬畏。这条线让他懂得珍惜，
懂得珍重。这条线以时间、地理或事
件为标志，没有那么明显的目的性，而
是隐含在词句中，成为影响诗人的一
种生命态度。比如他写“大海”：“龙吟
虎啸巨澜张，倒海排山气势扬……胸
怀宽广百川纳，心底忠良万宝藏。”社
会要祯祥，内心要忠良，诗人从最质朴
的做人的角度，提出了他的生命观。
这种极为朴素的生命观，不仅影响诗
人为人做官的基本标准，也成为影响
他衡量生命价值、进行生命判断的重
要因素。

《岁月诗痕》凝结的，不仅是诗人
以文字记录的个体生命痕迹，还包含
了时代的宏大旋律。诗人以满腔热情
投入、凝结的工作成果，化为了湖湘大
地动人的诗行。他所观照的湖湘大
地、他关注的家乡亲人，也让他在诗中
注入了诗性的色彩。

古人云，人可一日无食，不可一日
无书。也可以说，人可一日无食，不可
一日无诗。唐之享老先生以诗行记录
岁月，以诗行为人生做注脚，酝制成绿
意盎然的精神佳酿，可为吾辈良师焉。

（《岁月诗痕》唐之享著
岳麓书社出版）

《我们都是书的囚徒》
思郁 著

金城出版社出版

这是一本趣味横生又引人深思
的“书之书”，豆瓣人气书评人思郁
一口气讲了50余个有关书和阅读的
故事——关于作家、书店、出版、
书中书，构成一部小巧又集中的书
话集。这也是一个爱书成痴的人的
自白，抽丝剥茧中，我们能发现书
和阅读塑造的自己，被书改变的命
运，而我们甘愿成为书的囚徒。思
郁以自己广博、循序渐进的阅读为
线索，给予读者建立自我阅读谱系
最真诚的示范，带你游弋于与书有
关的旅程。值得每一个愿意走进阅
读的世界，并且愿意长久与阅读为
伴的人学习。这不是一本方法论，
而是对博尔赫斯阅读观的深刻实
践。我们谈论博尔赫斯，就必须像
博尔赫斯那样去阅读，这也是思郁
在阅读旅程中一以贯之的宗旨。

聂世忠

近看樊家信先生，是在他写
作《陈西川传略》快完稿时，因我
写《陈西川素描的当代意义》，到
樊家信先生家里讨教。在这之
前，我一直没有机会近看他，也没
有面聊过。

我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
受到他作品影响，像1981年先生
发表在《羊城晚报》的《“伤痕美”
小议》，对小说《灵与肉》、电影《巴
山夜雨》展开论述。先生这篇文
章，使我更深入了解了“伤痕”与

“伤痕美”。他在文章里写道：写
“伤痕”是为了治“伤痕”、“文学要
给人民以力量”。

在这之前，他的一些小说在
国内已有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八
哥之死》《唱吧，琴键》，对我的教
学与写作很有启发。他获得全国
优秀少儿图书奖、省“五个一工
程”奖的长篇小说《绿帆》，对人
性、对命运、对人格培育有独立的
新见。儿童中篇小说单行本《马
戏明星黑卡卡》也受到广大读者
的好评。让我感到樊家信先生更
光鲜的文艺事件是在九十年代，
由他撰写文学脚本的电视专题片

《滩头年画》《花瑶风情》《邵阳布
袋戏》在央视多次播出，有较大的
影响。这些专题片对抢救挖掘发
扬湘中民间文艺做出了重要贡
献。他编剧的电视剧《太阳花》

（合作）获全国“五个一”工程提名
奖、省“五个一”工程奖、全国少数
民族骏马奖一等奖。

慢慢走近樊家信先生，我了
解到他曾受过很多苦。动乱年
代，他才二十出头，曾受过很深的
磨难。正因为这些刻骨铭心的经
历，他在80年代初及以后发表的
小说散文，几乎都蕴藏着一个沉
甸甸的“核”：呼唤人性、人道、人
情、善良、悲悯的回归。

他以湘中滩头年画兴衰为文
化背景的长篇小说《香母地》，出
版后好评多多。先生对隆回县滩
头年画有着深入的认识与不一般
的见解。有位画家读罢《香母地》
说，研讨滩头年画，不请这位作家
谈谈看法，是一个失误。

樊家信先生是作家、编剧，也
是杰出的文艺评论家。身为邵阳
文联副主席，他系统整理了本土
艺术家的创作资料，并上升至理
论层面进行思考研究。如他写匡
国泰的《一个诗人与一座山》以及

《杨伯鲁与邵阳布袋戏》《邹洛夷
和他的黑白版画》，还有他为李
岸、鲁之洛、贺慈航、李自健等学
者、文学家、书画家、摄影家进行
的评论。他的这些评论准确地突
出了邵阳艺术家的创作特色，常
有新的见解。他对于年轻的、有
灵气且刻苦的文艺作者，也多有
评述。如先生为羽毛画家何芃
写的评论《理想如羽毛一样绚
丽——何芃与邵阳羽毛画》，就对
这位年轻的女羽毛画工艺师，给
予了关注。

《陈西川传略》一书的写作，
是因受到“文心义胆、古道热肠”
的陈西川卓越功绩及西川之子陈
小川的诚心孝心感动而接受下来
的。当时樊先生早过了古稀之
年，他从陈西川好几代人写起，遍
访了能访问到的对象，写出了陈
西川及陈白一家族的“儒风”传
承，突出了人物性格与情感特色，
体现了陈西川美术教育与绘画的
学术性。

先生把自己居地命名为“古
灯斋”，他是一位古灯收藏家。他
给我翻看了厚厚一本“中国古灯”
书稿，格子稿纸，照片都陈旧了，
他很想早日圆梦，出版关于“中国
古灯”的书，也对得起他家里藏着
的上百古灯。

樊家信先生曾跟我说过，有
时他这么努力写作，也是身不由
己啊！我感悟到，眼前这位过了
古稀之年的樊家信先生犹如我的

“江湖大哥”，那么具有道义感、使
命感与责任感！他身上有种精
神，就是我们邵阳人的“宝古佬的
精气神”。

贺美华

日前，我去省文旅厅办事，在
走廊上遇到肖凌之先生，顺便进
他办公室坐了坐。没想到，这一
坐很有收获，有幸获赠了他新近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并亲笔签名的
书《人生如字》。

我曾与凌之先生共事 6 年，
直到我2017年履新前，他都一直
是我的分管领导。在工作上，他
缜密严谨，要求很高，我甚至有点
怕他。但工作以外，他又随和豁
达，与我更像是一种亦师亦友的
关系。书里收集整理的文章，很
多我都拜读过，有些文章甚至是
在没有公开发表前，他就给我看
了，说是征求我的意见，但我很清
楚，以我这点水平，只有学习和敬
仰的份，哪有提意见的能力？但
文人视作品如珍宝，一般不肯轻
易示人，能在未发表前给我看，这
份情谊就已经很让我感动了。

短短 2 年，写出关于 70 多对
谐音汉字、超10万字的文章。简
单换算出来，相当于每10天就有
一篇文章。这对于专业写作的人
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一个
身处领导岗位、每天会议不断、案
牍缠身的人来说，却是相当不容
易的。我曾私下问过凌之先生是
怎么做到的，他告诉我，他从没有
占用过工作时间写作，周末也还
要回乡探亲或出差、加班，除此
外，他的余暇时间基本上都是在
书房里度过的。他并非文学科班

出身，也未曾接受系统的写作训
练，以他自己的话来说，甚至有点
先天不足和笨拙，之所以能有今
日之成就，正好诠释了“勤能补
拙”这一成语的涵义。

先生之勤，首在勤思，再在勤
记，后在勤究。他做过地级市的
副市长、宣传部长，有扎实的理论
功底和思辩能力，所以他写的每
一篇文章，并不是为了某个字而
写，而是深究了谐音字背后的逻
辑关系及与当今社会的关联，充
满了健康向上的核心价值观。他
还有个习惯，就是善于记。文学
写作，灵感是稍纵即逝的，他每次
有突然而来的灵感时，就会随手
拿笔记下来或者记到手机上。好
记性不如烂笔头，勤记让他能够
及时捕捉热点，写出有针对性的

文字。勤究，则是一篇文章能立
起来的支撑，对每一个汉字，他都
溯其源、究其理，结合时代背景探
寻文字的古意，再与当今社会现
象相联系，有针对性地指导和解
决今人的困惑和矛盾。

读先生文章，如果要用一个
字概括，那就是“沁”。每一篇文
章，从谐音字起，悟真理，感人生，
知得失，起是平常调，中曲正徘
徊，余音更低回，一看便是会家写
法。客观来说，文字并不算华丽，
但就如春雨，随风入夜，润物无
声；又仿佛置身一处入冬的花海，
没有彩蝶翻飞，莺歌燕舞，只有傲
雪耐寒的梅菊，淡淡地散发幽香；
也如神交卢仝，一起品茶，两腋习
习风生；更如为白石老人研墨，在
林荫下、小溪旁，看他作《蛙声十
里出山泉》，意境深邃悠远，与当
下之快餐文化相比，读后自觉神
清气爽，沁人心脾。

勤与沁二字，看似没有任何
必然联系。但天道酬勤，唯有勤
者，才能保持初心，持之以恒，最
终结集出版；唯有勤者才可以少
掉俗习，干净读书写字；唯有勤者
才可以戒除杂念，写出沁人肺腑
的文字。

写此文，是希望广大的读者，
尤其是深处浮躁社会的年轻人，
能多读书、读好书，能勤于事、竟
于事，不忘初心则必成大器。多
读点书，就算不能沁人，也一定能
够沁己修身；即算不能为良将齐
家治国平天下，只要每一个人都
有为他人着想的善良，有根植于
内心的修养，有无需提醒的自觉，
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就算没
来人世间白走这一回。

为官自律，为人旷达，为事谋
成，为文求精，当师先生也。

（《人生如字》 肖凌之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日本营造之美》
（日）西冈常一等著 穗积和夫 绘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耗费十数载之功，集结大师技艺
精华的日本建筑文化经典之作 《日本
营造之美》，共十册，精选介绍8处富
有代表性的日本古代建筑（群），文字
部分由日本国宝级宫殿木匠、建筑学
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等 9 位专家
联手打造，由日本建筑插画泰斗穗积
和夫亲自创作近千幅手绘图，精准、
生动地还原了历史现场与建造过程，
堪称横跨建筑、历史、美学与文化领
域的集大成之作。

它从经典建筑的结构与美学特
质、城市的规划和历史变迁、庶民生
活与文化等角度切入，带领读者探寻
日本空间美学观念，如日本国宝级木
造建筑法隆寺、日本庭园美学代表桂
离宫、日本独创的陵墓形式巨大古坟
等。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法隆寺是世界
最古老的木造建筑之一，也是日本第
一个登记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国宝级文
物，它汲取唐代建筑之精华、镇寺之
宝“玉虫厨子”堪称中式建筑的“活
化石”，同时发展出云形斗拱、立柱收
分、非对称布局等日本独创的建筑样
式，至今仍影响着日本的寺院建筑。
它既严谨精细又通俗易懂的内容，令
人能够领略古代匠师高超的工艺技术
与令人惊艳的空间美感，渗透于字里
行间的匠人精神也带给人无限感动与
抚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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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有所得

不可一日无诗
——读唐之享《岁月诗痕》有感

“勤”与“沁”
——读肖凌之《人生如字》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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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家信

书人书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