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4 周刊
按照“价值导向、专家意见、市场表现、群众口碑、质量

标准”相统一原则，经专家学者评审、编校质量检查，由湖
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组织评选的2020年二季度10种

“湘版好书”近日出炉。此次推选的范围为我省各图书出
版社及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2020年1月至6月期间正式出
版的图书。

这10种图书分别是《元帅的女儿》(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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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的古人生活》(岳麓书社)、《一天搞
懂区块链：有趣、有料的秒懂指南》(湖南人民出版社)、《少
女贾梅》(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寻访水口山工业文化遗
产》（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儿科名医张涤门诊经验实
录——你最想知道的中医临证秘诀》(湖南科学技术出版
社)、《爱上阅读的秘密II》(湖南教育出版社)、《葡萄》(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焦虑缓解手册》(湖南人民出版社)。
为大力提升我省全民阅读的质量和水平，湖南日报湘

江周刊特别组织了一批相关图书的评论，拟用两个专版，
将这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获奖图书推介
给广大读者。从第一季度“湘版好书”到第二季度“湘版好
书”，我们看到了湖南出版人的持续努力与追求，借此也向
出版湘军表达我们的敬意。

刘立云

那年她 84 岁，刚刚在解放军总医
院经历了长达数月的治疗。病好了，人
出院了，但喉咙却说不出话来，每次只
能挤出三两个字。就是在这时，湖南文
艺出版社的两位年轻女编辑敲开了她
西山脚下工作室的门。两位女编辑像
所有从故乡来的人那样，亲切地叫她姑
姑，诚恳地约她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
她坐在轮椅上，面带感动，艰难地答应
了。

于是便有了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部
自传体散文《元帅的女儿》。

她是贺龙元帅的女儿，叫贺捷生，
生于捷报频传之时，一个有故事有情怀
的人。

这本书讲述的是：1935 年 11 月 1
日，她在故乡湘西桑植冯家湾出生。父
亲在18天后率领红二、六军团，还有襁
褓中的她，从桑植刘家坪出发开始长
征。新中国成立前夕，湘西解放，因工
作原因，父亲被迫将她交托给了四十七
军前后两任军长李人林和曹里怀带回
湘西。故事的最后，父亲终于从茫茫人
群中找到了她。

在漫长的 14 年中，她先是由父母
背着、抱着，或放在马背摇篮里颠簸
着。由于听到的多是马蹄声，她开口说
出的第一句话，是“妈妈”还是“马马”？

连她的母亲都说不清楚。一路上最让
人们津津乐道的，是她的父亲把她像小
袋鼠那样装进宽大的棉衣里，带着她行
军。但在云贵高原的一道峡谷里突遇
敌情，父亲一拍马背，指挥部队夺路而
行。冲出敌人包围圈后，父亲才发现衣
兜空了，女儿在激战中被弄丢了。父亲
当即大汗淋漓，打马回头去寻找。幸好
襁褓的最外层包着一件红军的军大衣，
被走在后面的伤员认出并捡回来了。

长征到达陕北后，改变中华民族命
运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也改变着一个孩
子的命运。因为父亲就要带领他那支
改编为八路军第120 师的队伍东渡黄
河，去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只好托两
个即将回故乡开展兵运工作的老部下
把她带回湘西，一个不足两岁的苦孩子
在战争铁蹄下颠沛流离的岁月就这样
开始了。

两个老部下在之后的八年抗战中
先后离世，迫使先后两次隐姓埋名的
她，跟着吸大烟的养母流离失所，在湘
西多处隐藏。偏偏这个抽大烟的养母，
还是四川军阀杨森的侄女，与她父母完
全不是一个政治阵营，因而对她冷漠、
苛刻，常常不闻不问。然而，谁也想不
到，这个五六岁就踮起脚尖给养母做饭
的孩子，在那么逼仄的生活夹缝中成
长，竟然嗜书如命，最后她漂到从湖南
长沙迁来的保靖八中，奇迹般地与未来
的共和国总理朱镕基及夫人劳安成了
校友。东北解放后，当母亲蹇先任从沈
阳赶回湘西寻找12年前在陕西送走的
女儿时，在即将开拔的四十七军临时军
营里，出现在她面前的，已经是一个穿
着解放军军装的亭亭玉立的少女了。
更让人惊奇的是，几年后，她就是穿着
这身军装，考取了众人仰慕的北京大
学！

这个当年在苦难中诞生、在漂泊中
生长的孩子，如今已是一个80多岁的
老人了。人们应该知道，作为三个孩子
的母亲，她是在十年动乱中为蒙受冤屈
的父亲勇敢地奔走呼号，在推出上千万
字的十卷本《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在用
她自己所钟情的文字诉说完《父亲的雪
山，母亲的草地》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之
后，才决定腾出手来回顾自己的往昔。

一个女人既是元帅的女儿，又曾跟
随着父母长征，后来自己也成了一名将
军、一个知名作家，能够把这些集于一
身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贺捷生，恐怕
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来了。因此她成
了这段历史、这个时代的传奇。而你如
果想解开其中的秘密，读完这本《元帅
的女儿》，肯定能找到那把神奇的钥匙。

（《元帅的女儿》贺捷生著 湖南
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璧炜

周静是我国儿童文学新
锐，曾凭借《一千朵跳跃的花
蕾》《天女》等作品，获得包括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在内的
诸多重要奖项。《葡萄》是周
静最新创作的“静小说”系列
之一，通过对湖湘孤女葡萄
与阿公生活日常的观照，探
讨了乡村少女如何与人世间
的不如意周旋，又如何在一
次次触碰苦难的同时理解人
生和生命。

小说中，葡萄的父母在
她还不太知事的时候外出打
工而亡，阿婆则在这一悲剧
和村民的闲言碎语中去世，
只剩下身体并不好的阿公与
她相依为命。尽管祖孙俩靠
着一点薄田和捕鱼为生，但
葡萄依然能穿透物质的困境
感受到亲情的温馨安乐，体
会到乡邻的善意关怀。周静
的《葡萄》与沈从文的《边城》
在故事和意境上有些相似。
它们都萦绕着田园般的意
趣，都以诗意的语言讲述祖
孙之间细腻的情感，并试图
诠释人世无常的悲欢。但与

《边城》不同，葡萄的情感生
活更加单纯，对生活中的无
奈也感受得更加直接。比如
葡萄总是能在生活间隙感知
到无边的寂寞，她内心是孤
寂的。不过，这种哀婉点到
即止。

对葡萄的生活产生最大
威胁、直逼葡萄内心的最大
恐惧，是阿公弃她而去的可
能。小说后半部分几次事件
和情绪的高潮，都与阿公每
况愈下的身体相勾连。反复
延请姚医生，反复强调阿公
虚弱的身体，反复说明家无
闲钱的窘境，这些生活中的

不易从暗处翻涌到了明处。
而葡萄第一次切身经历可能
的死亡，也是小说中最震撼
的描写，凝练成了那声砸在
葡萄心上的“砰”。在阿公久
病初愈的一个午后，葡萄陪
着阿公捕鱼，然而沉闷酷热
的天气让许久没有收获的老
人晕倒在了水里。“这个沉闷
的正午，这一声沉重地砸在
我心头。很多很多年以后，
想起这一声，我依然心惊肉
跳。”

周静知道，人的改变和
成长是潜移默化的，每个人
在刚接触生命中的重大事件
时，都会茫然无措，而这也是
学习的开始。她让葡萄在经
历了阿公的重病、溺水和肚
痛倒地后，慢慢接近生命真
相，开始去主动思考“死是什
么”。在小说结尾处，葡萄与
阿公在火塘边闲坐，死亡变
成了一个闲聊的话题，不再
沉重。通过周静所塑造的宁
静安详的谈话氛围，死亡变
得并不可怕，它只是一种自
然而然的过程，是每个人都
会历经的必然。

周静坚持以少女葡萄作
为事件主要观察者和叙述者
的叙事策略，让小说在葡萄
的生命体验中联结起了儿童
对苦难的真实感受。她始终
让葡萄的视角和声音处于主
要地位，在葡萄与阿公、金
凤、外乡女人等的往来沟通
间，与自家屋子、菜园以及指
甲花等诸物的感知中，描绘
出一个乡村孤女切实的生命
体悟，打造出一种从内在逻
辑和真实情绪里生长出来的
力度。《葡萄》针脚细密、绵绵
而具后劲，既展现出极佳的
文学底蕴，又让人感知到儿
童文学天然的人文主义情
怀。

周静的童话，按照她自
己的话来讲是以幻想来对抗
一切的“不可能”，那么《葡
萄》这篇小说则是通过理解
生命来包容一切的“不如
意”。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
文井曾认为儿童文学要给孩
子们以温暖，还要教给他们
不怕寒冷。周静的《葡萄》就
是如此。它点亮了一束火
光，真正传递了直面苦难的
勇气和温度。

（《葡萄》周静著 湖南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黄静洁

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父母总
会遇到无数的问题。孩子总是调
皮捣蛋怎么办？孩子不好好吃饭
怎么办？孩子爱哭闹怎么办？孩
子怕黑怎么办？……父母很容易
陷入重复帮助孩子解决问题的循
环中。而陪伴孩子成长的父母，却
在时间的鸿沟中，天然丧失了用同
样的思考方式和孩子对话、沟通的
能力。这本《爱上阅读的秘密Ⅱ》
用孩子能读懂的绘本搭起了一架
沟通桥梁，让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沟
通对话更加有效。

大到孩子的性格养成，学习、

社交能力培养，自我意识、责任意
识养成、情商启蒙；小到改掉一个
坏习惯，学会在发脾气时控制情
绪，减少挑食……这些大大小小的
问题怎么解决？最懂孩子的绘本
能帮助大人低下身来，走进孩子的
世界，给父母一个孩子视角的答
案。

这本书由保东妮、粲然、方素
珍、林丹、熊亮、余治莹、王志庚等
超过 30 位儿童阅读推广人、绘本
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共同推选出
了160余本世界级的经典绘本，每
一个绘本对应一个养育问题，并给
出切实可行的育儿方法。我有幸
参与了选书工作，也在书中贡献了
一篇文章，因此更知道这本书兼顾
了科学性和实用性，对父母是非常
友好的。

这本书涵盖20个儿童成长主
题，帮助孩子提升自理力、社交力、
学习力、探索力、情商力、教养力等
20类面向未来的核心能力。可以
说，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绘本和育
儿相结合的科学工具书。

父母平时是怎么给孩子读绘本
的呢？是一个字一个字照着念？还
是脱离绘本变成故事讲给孩子听？
一个绘本读完以后，最大的效果可
能就是孩子会“背”这个故事了。这
本书有点打破常规，因为它在教父
母在讲绘本内容的同时，还会深挖
绘本精髓，把一本薄薄的绘本读出

厚厚的用法和无数的花样，让绘本
变得更加物有所值。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绘本内

容的介绍，更涵盖了对绘本更深层
次的内涵解读，以及如何解决育儿
问题的具体操作方案，父母可以无
压力跟着做，用小办法解决大难
题。面对孩子的同类问题，比如

“孩子总是挑食”这个父母总是头
疼的问题，不同的绘本还能给出不
同的解决办法，如果孩子不适用这
个绘本给的方法，可以试试另一
个。除此之外，绘本中给出的问题
解决方法也五花八门，包括“问题
引导”“绘本游戏”“角色扮演”“想
象构建”等等超过一百余种解决问
题的方法，多位家长提供了解决育
儿问题的多维路径。

为了方便读者使用，也希望这
本书能满足父母更多的阅读需要，
这本书还在每一个孩子能力主题后
专门设置了一个同类的绘本书单，
总书单将近五百本，涵盖了父母不
同程度、不同范围的阅读需要。

可以说，这是一本科学育儿工
具书，一本充满了温情的家庭之
书，也是一本答案之书。这本可以
放在枕边的厚厚的书，将为父母拨
开迷雾，打开孩子阅读的窗口，陪
伴孩子成长。

（《爱上阅读的秘密Ⅱ》大J、
姜喆等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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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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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虎

当下社会变化速度远远超出
我们可以掌控的范围。

1986年，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
希·贝克提出了全球进入风险社会
的警告。风险社会并不是一个具
体社会和国家的历史阶段，而是对
当下时代特征的描绘。在风险社
会中，不明白和无法预测的后果成
为主宰社会的力量。也正是这种
无法掌控和无法预料的社会现状，
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焦虑。

除了社会客观环境的变化，思维
方式也是焦虑产生的重要原因。美
国焦虑治疗专家埃德蒙·伯恩博士指
出，灾难化思维是最容易导致人们焦
虑的思维方式，它是一种不符合现实
的扭曲思维。例如：某一天你突然感
觉身体的某个地方不舒服，就推测自
己是不是得了绝症，这就是灾难化思
维，要想改变这种思维，就要用符合
现实的方式思考问题，从现实出发，
关注现实，活在当下。

焦虑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
面，产生的原因也不止是社会变化
和思维方式。例如：当你长期暴露
在高压、高温、低温、污染物环境中，
你的肾上腺会感到疲劳，因此产生
焦虑；或者当你因病而长期使用阿
莫西林、头孢这类药物时，也会增加
感染念珠菌的概率，从而导致长期

焦虑或精神紧张。而针对这一系列
的困扰，我们的医疗研究专家早已
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突破，利用多
年的科研成果呈现了超轻松、超自
然的治愈宝典。埃德蒙·伯恩博士，
系加利福尼亚焦虑症医治中心主
任、焦虑问题治疗先驱，在过去的20
年中专攻焦虑障碍及相关障碍的治
疗，强调运用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疗
法来应对焦虑。自然疗法不同于传
统的认知行为疗法和药物疗法这两
种关注局部的治疗方法，自然疗法
更加关注患者的整体性，同时还能
够避免药物带来的副作用，自然疗
法对于常见的焦虑状况和轻度至中

度的焦虑最有帮助。
为普及这种自然疗法，埃德蒙·

伯恩博士与阿伦·布朗斯坦（护理学
博士，自然疗法医师）、洛娜·加拉诺

（专业心理咨询师，知名的心理治疗
专家）三者强强联合，将其二十多年
来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知识汇集于《焦
虑缓解手册》一书中，详细介绍了焦
虑产生的原因，通过行为、生理、精神
三个层面系统介绍了自然疗法的具
体实施手法。行为层面，介绍了放
松、运动、冷静思考、冥想、正念训练、
保持简单生活七种方式；生理层面，
告诉我们产生焦虑的生理反应以及
如何解决这种生理反应，提供了缓解
焦虑的常规药物介绍；精神层面，告
诉我们学会培养精神性，建立精神上
的联系，强大精神支柱会让焦虑和导
致焦虑的假设都变得无足轻重。

焦虑产生的原因究竟还有哪
些，我们如何采用自然疗法让自己
摆脱焦虑？书里介绍的一些技巧
可以帮你在恐慌出现的初期就缓
解恐慌的症状。如果这些技巧一
开始没有什么效果，那就坚持练
习，让自己对这些方法更加熟练，
效果会更加明显。如腹式呼吸3-5
分钟；如给你信任的人打电话，或
当面说说话；如到处走走；如做一
些自己喜欢的体育运动，等等。

让我们一起轻轻松松和烦恼、
恐慌说分手吧！

陈远平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
要力量。”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悠
久历史，创造了熠熠生辉的灿烂文
化。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骄傲。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
创造者。文化需要去挖掘整理。
工业遗产是工业文化的重要内涵，
但是，目前我国工业文化遗产保护
利用的理论研究和实勘调研是一
个薄弱环节。

由湖南工学院胡穗教授领
衔的工业文化遗产保护、开发与
利用“双一流”科技创新团队在
挖掘整理工业文化方面作出了
努力，《寻访水口山工业文化遗
产》是该团队的创新成果之一。
此书给我们展现了一个有厚重
历史，集红色基因、科技感、重大
文物保护价值等于一体的水口
山铅锌矿工业文化遗产。

挖掘红色基因，传承革命薪
火。水口山铅锌矿自 1896 年延
续至今，见证了中国近现代史。
该书对水口山铅锌矿在革命年
代的遗址进行梳理，发掘了背后
值得纪念的人物和故事。水口
山工人运动多次得到毛泽东同
志的指导，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
丰碑之一，蒋先云、耿飚等进步
工 人 从 这 里 走 上 了 革 命 的 道
路。水口山 800 名工人上井冈
山，成为党领导的重要革命力
量。通过系统挖掘这些工业遗
产遗址上的革命事迹，能够更加
鲜活地向人们展现中国的革命
史和新中国成立的艰辛过程，让

人们接受更为深刻的红色教育，
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传播工匠精神，丰富工业文
化。水口山铅锌矿是中国铅锌
工业的摇篮，被誉为世界铅都。
该书用专门的篇章整理讲述水
口山铅锌矿的专家、工人、技术
工艺等，展示了水口山铅锌矿的
工匠精神。工匠精神，是水口山
铅锌矿在革命年代艰难生存、新
中国成立后不断壮大发展的重
要支撑，也是工业文化的核心组
成部分。优秀的工业文化是迈
向工业强国的关键因素。因而，
该书对水口山铅锌矿工匠精神
的整理，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工
业文化，让工匠精神更加深入人
心。

探索工业文化遗产的保护、
利用，促使其焕发生机。工业文
化遗产目前来说在全国受重视
程度还有待加强，开发利用也属
于初期阶段。该书不仅分析了
水口山工业文化遗址遗存现阶
段保护利用存在的问题，还对其
进行了价值评析，提出了保护、
利用的策略，为水口山工业文化
遗址的下一步开发利用指明了
方向，也对全国同类型的工业文
化遗产的保护利用提供了一定
的借鉴意义。愿工业文化遗产
保护、利用的研究蓬勃发展。

《寻访水口山工业文化遗
产》一书是湖南省内工业文化遗
产保护、利用领域的率先研究成
果，处于全国研究工业文化遗产
的前列。它将革命事迹、工业文
化、科学技术等融于一体，让历
经岁月洗礼的水口山工业遗址
遗存不再冰凉，散发出光和热。
2020年的新冠疫情，凸显了国家
拥有强大工业制造能力的重要
性。而强大的国家工业，必然需
要优秀的工业文化支撑。该书
丰富了工业文化的内涵，对中国
工业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同
时也对文化强省以至文化强国
建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寻访水口山工业文化遗
产》胡穗、段锐、肖中云等编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本书，
一段有温度的历史 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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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需要的自然疗法
——评《焦虑缓解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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