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久仰阿宝大名，
第一次见到真人时，
我忽然想起他供职的
积水潭医院曾收治过
一个在金融街坠入热
力井的女子。 此事当
年闹得沸沸扬扬，医
院承受着巨大的政治
和社会压力， 主治医
生阿宝更是身处暴风
眼的中心。

生死是对人性最
大的拷问。 积水潭医

院的烧伤科堪称全国顶级， 每年要接诊大量的濒
危患者， 阿宝经历的众生百态、 人情冷暖可谓多
矣。相比拥有如《遗愿清单》、《深海长眠》等大量讨
论死亡话题之影片的美国，国人对“死”颇为讳言。

但命运不会因为人的假装遗忘而放弃终极审判，
死神在生命的尽头好整以暇地删除一切。

大限将至，深如不测之渊的恐惧瞬间笼罩在人
的心头，对科学的质疑，对医生的敌意，以及对偏方
秘药的迷信，便淋漓尽致地上演了。事实上，环境在
变迁，病毒在变异，医学无法包治百病，就像物理学
难以回答“宇宙的目的”。

1984年，消化科临床医生巴里·马歇尔的实验
停滞不前，经费申请也迟迟未批。他把自己变成小
白鼠，口服已经培养了四天的幽门螺旋杆菌。不久，
幽门螺旋杆菌同胃炎的关系被证明。 类似的惨烈
战役在医学史上不胜罗缕。 感谢阿宝用生花妙笔
再现了人类同病魔缠斗千年的壮丽画卷，使我明白
了医学的目标不是消灭死亡，而是延长寿命。

未知死，焉知生？将死亡抱在怀中，才能看清
生命的光辉，并为之奋斗终生。

(《八卦医学史》 阿宝著 海峡出版集团）

角落之中生
生不息的野草 ,
在 肆 意 的 践 踏
中， 在卑微的餐
桌上 , 在忽略的
时光里 , 如何吟
唱三千年的荒野
长歌? 本书用中
国古代博物学的
眼光， 以生态和
文 化 两 方 面 视
角， 对于被现代
人遗忘而古时国
人所熟知的不起
眼的小草，重新予以诠释。作者将野草食用和名
字、评价等流变结合起来，让本书具有了传统的
美；作者还结合自身认识草类的经历以及科学分
类上的故事，让本书带有都市现代的情调，引领
读者随时随地发现身边的自然之美。

微书评

莎士比亚：他的文字拥有自主的生命
□青萍

威廉·莎士比亚无疑是有史以来
最复杂、最启发灵感、最具挑战性、最
让人琢磨不透的诗人和剧作家。莎士
比亚之所以历久弥新，首先在于其令
人叹为观止的语言。他的语言令人晕
眩，用词简练但内涵丰富，嬉戏之中
不乏严肃，他的文字似乎拥有自主的
生命。即便四百多年后，我们理解某
行台词、某个词语时，仍能获得全新
的感受。

此书以七段引文为索引，对莎士
比亚最有影响力的几部戏剧进行精
细入微、颇有见地的研究，揭示和探
讨莎士比亚创作的新奇性，为读者展
示了莎士比亚语言的乐趣和复杂，让
我们重新发现他的作品。正如英国著
名散文家与批评家托马斯·德·昆西

论及阅读
莎士比亚
的体验：
“我们越
是深入探
寻， 就越
会明白 ，
这无知者
眼中的巧
合， 其实
处处蕴藏
着精心的
设计和无
懈可击的安排！”

（《爱的疯狂与胜利：莎士比亚导
读 》 [美 ]尼古拉斯·罗伊尔 著 中信
出版社）

将死亡抱在怀中 才能看清生命的光辉
□吕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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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5月12日下午， 我们深怀敬仰之情去拜谒

国际义人何凤山的陵墓。
平静而明丽的太阳光芒照耀着美丽的山峦。一棵

棵绿树，枝繁叶茂；一丛丛山花，灿烂绽放。黑色大理
石墓碑，梯次延伸的石阶，天空高飞的小鸟，地上爬行
的蚂蚁，都以其自身鲜活的生命方式，在拥抱这座让
人景仰的陵墓。耸立在墓地四周的石碑和用黄褐色片
石垒成的呈半月形的石墙上，镌刻着许多犹太幸存者
的回忆、思索、沉吟。所有的这一
切， 都已经被流动的岁月融为一
体， 在永恒放射和奔涌着一颗不
朽灵魂的思想波浪和生命霞辉。

很多年前， 我们就参观过何
凤山的纪念馆， 就萌生了写何凤
山的念头。 因为资料有限便搁置
了下来。 今年正值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和我国抗日战争胜利
70周年，我们按捺不住心中创作
《生命签证》 的强烈欲望和激情，
历时一年时间写出了这部长篇小
说。 在这里， 我们要郑重申明的
是， 尽管我们从多方面寻找资料
并阅读了大量关于记述纳粹迫害
犹太人的书籍， 但涉及何凤山办
签证的文字依然很少。因此，小说
的创作是极其艰难的。

我们要感谢何凤山， 他为我
们中国人在世界文明史上写下了“生命永恒”的光荣
篇章！亦如何凤山在《我的外交生涯四十年》一书中所
说：“自从奥地利被德国兼并后，恶魔希特勒对犹太人
的迫害便变本加厉， 奥地利犹太人的命运非常悲惨，
迫害的事每天都在发生。当时美国一些宗教和慈善组
织开始紧急救助犹太人，我一直与这些组织保持着密
切联系，我釆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全力帮助犹太人，大
量犹太人因此得以活了下来……看到犹太人的厄运，
深感同情是很自然的，在人道立场上，帮助他们也是
应当的。”

现定居以色列的多伦先生， 谈起救命恩人何凤
山，老泪纵横。他回忆说：“何凤山与我们家比较熟，他
亲自把我护送回家，并对我们说，只要他还有外交官
的身份，纳粹就不敢伤害我们。为了保护我们，自那以

后， 何凤山经常到我们家里坐一
坐，看一看。”不久多伦被捕，所幸，
凭借何凤山亲自办理的中国签证，
最终得以获释。1939年， 他逃离维
也纳。

当时6岁的伯纳德， 父亲莫里
斯是维也纳银行职员。反犹暴行爆
发后，纳粹党徒将莫里斯押送到达
豪集中营。母亲史特拉凭借刚刚拿
到的中国签证， 送给纳粹当局查
验，父亲才得以释放。随后，一家三
口转往上海。现居加拿大的犹太妇
女克劳蒂亚的父母凭着中国签证
到达上海， 她也就是在上海出生。
她说当时奧地利五十余国领事馆，
只有中国外交官何凤山敢于帮助
他们。她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友好感
情。维也纳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演
奏家格林伯特，早年随父母来到上
海。在上海接受音乐启蒙，学习拉
小提琴。多少年后，说起这段往事，

小提琴家感慨万千，他说，自己的生命与事业，全都是
拜何凤山博士义举所赐。 美国大名鼎鼎的亿万富
翁———世界犹太人大会秘书长辛格的父母，也是何凤
山义举的受益者。他含着泪水，激动地对人们说：“我
父母的生命是何凤山博士救下的。他是一位真正的英
雄，我一定要把他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1997年9月28日，何凤山在美国加州去世，享年97
岁。2000年4月，以色列驻华大使海逸达感慨道：“是中

华民族的古老文化接纳了犹太人。深入人心的中国儒
家、道家文化，使仁爱、互助超越了民族和宗教的界
限。”

2001年1月23日， 以色列政府在耶路撒冷的犹太
人大屠杀纪念馆举行隆重仪式，授予何凤山“国际义
人” 荣誉称号。何凤山的儿子和女儿代父亲接受了荣
誉证书和证章，被何凤山救助的犹太人及后裔出席了
仪式。同年，联合国总部举办名为《生命签证：正义与
高贵的外交官》的纪念展，在这次纪念展上，何凤山是
唯一的中国外交官，展出了二战期间他拯救犹太难民
的英勇事迹。

维克多·雨果曾说：“开展纪念日活动， 如同点燃
一支火炬。” 这就是要让人类正义和平人道的圣光照
耀我们“把历史变为我们自己的，让我们从历史进
入永恒”。让昨天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正义、自由、
和平、尊严永远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因此，当我
们完成《生命签证》这部长篇小说的书稿时，我们的心
情依然沉重、痛楚、酸涩，可让我们振奋激动的是，充
满光辉照耀的时刻也终于来临。 何凤山正朝我们走
来，他依然是那样
沉稳、从容，眼光
如炬，脸上泛着一
丝庄严而俊朗的
微笑。

（谭 仲 池 系
湖南省文联主席 ，
国 家 一 级 作 家 ，
全 国 文 联 委 员 ；
朱赫系湖南省浏
阳市文化馆研究
员 ， 国家一级 作
家 。 本文选自 湖
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 的 长 篇 小 说
《 生 命 签 证 》 后
记， 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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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花”犹作“惜花”吟
□许艳文

近日，蛰伏书房，心无旁骛，在安静的心
境中，阅读一部新面世的长篇小说《花殇》。
作者伍水清先生在后记中说，自己18岁当兵
入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在城市生活了40
年，因一次回乡探亲偶遇童年的挚友，感叹
岁月如刀，人生无常，于是催生出了这部20
万字的长篇小说， 可视为他对旧时的生活、
逝去的时光的一种追忆、触摸与祭奠。

《花殇》是一部读过之后便让人难以忘
怀的小说。作者精心截取了当年乡村生活的
若干片段，就像中国戏曲叙事中一个个“肉
头戏”，有分量，有质感，有血肉，有呼吸，可
谓草灰蛇线、纵横交错、不动声色、立体生动
地反映了中国近六十年间的社会变化与人
心变化，真切表现了特殊阶段里农村的生活
状貌，为读者展示出一轴有着广阔社会背景
的画图。

三妹是这部小说的灵魂人物, 她是一个
聪慧漂亮、谦和有礼的城市女孩。这朵花本
可以开放得绚烂多姿，然而生不逢时，她不
得已随着父母来到乡下，“就像一株生长在
沃土里的瓜秧子，被移栽到贫瘠的旱地里以
后，毫无选择，就在这里扎根、发芽、分枝、开
花、结果，原本可以长出一片天地来，现在长
得只能是隐忍无形了。” 作者情不自禁发出
这般感慨， 昭示着这个女孩的命运不济。遭
受了女儿、 丈夫等亲人相继离世打击的三
妹， 就像作者借书中人物感叹的那样：“葬
花”———一朵鲜花被埋葬了。 这朵曾经多么
亮丽光鲜的花，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风刀霜
剑严相逼”，散了花瓣，淡了粉颜。小说通过
对三妹一生悲剧性命运的叙述，以点带面地
折射出一段时期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

后来的生活总算给三妹带来一点亮色和
喜色，她的儿子长生在外出打工的过程中化茧
成蝶，一变而为著名的企业家，她从此可以在
城里享受舒舒服服的富贵生活。但这个时候的
三妹俨然一位地道的乡下人，她摒弃城里“烈
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华与富贵，毅然回到了
乡下过着她粗茶淡饭、平静平淡的生活。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 作者在对三妹
“葬花”的深切痛惜之后，体现出一种浓郁的
“惜花”情怀，给予了人物一种强烈的人文关
怀。三妹回到乡下，没有太多的欲望，只求安
然的生活，以度过她的余生，这需要多大的
定力和毅力啊！说生存的去向，灵魂的安放，
到底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呢？与其说乡村是
三妹最后的选择，倒不如说是作者伍水清自
己的精神向往， 既讴歌了乡村中美好的人
性，又赞美了时代的发展与进步，同时还传
递出对现代文明弊端的批判态度。

略嫌不足的是，近60年的中国社会历史，
时间跨度很大，20万字的小说容量显然不够，
总体上未免单薄，故事情节与人物活动表现亦
欠充分、精细，显得有点粗糙，甚至有几分急
躁。另外，全篇基本以写实为主，诗意与浪漫情
怀营造不够。 （作者系长沙大学教授、作家）

汤素兰是第五代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代
表性人物之一，尤以“本土童话作家”著称。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她的一系列原创童
话如《笨狼的故事》《小朵朵和大魔法师》《住
在摩天大楼顶层的马》《阁楼精灵》等，不但
赢得文坛好评，更使她拥有了大批“粉丝”
读者。

今日儿童文学正迎来一个多元共生的局
面，作家原创呈现出各异的风格，既可以尽情

创造神奇的幻境，也可以深入剖析当下现实。
由湘少社推出的汤素兰以“小巫婆真美丽”为
主角的系列童话， 却是一部将神奇幻境与当
下生活平行构架、灵动飞翔的作品。

这本《小巫婆真美丽之住在好玩街》，围
绕童话主角真美丽在好玩街上发生的离奇
事情， 比如“好玩街40号”“自己吓唬自己”
“给牛郎写信”等，犹如冰糖葫芦，串起20多
个幽默有趣的故事，而作品语言则一如既往
的清新活泼。“真美丽”这个形象，因有了“小
巫婆”这个“类人”身份的定位，与汤素兰以
前的“笨狼”和“小朵朵”等相比，可说是捕捉
到了更加生活化的童话形象，并借此呈现了
更加流畅的童心思维， 描绘了更加天马行
空、中西合璧的童稚幻想。

“真美丽”，这个名字起得可谓大胆而成
功。虽然凡俗得不能再凡俗，却着实让人过
目不忘。一个可爱的、活泼的，大约还有点臭
美的小女孩儿就这样坦然地来到小读者面前。

初看到这个题目时，还是有过一丝担心
的。在当下市场化的推动下，什么书一畅销，
一大批便跟风而上，一个哈利·波特“克隆”
出了一大群巫师。这部童话，也要来写巫婆？
读毕， 欣慰地体会到了作家的生活化思路。
这里，QQ�镇的巫师巫婆，并不是生活在与伏
地魔惊恐的较量中， 而是生活在好玩街，生
活在市镇、农场、乡下，过着“好玩”而“轻松”，
“真实”而“有趣”的生活。

生活本是平凡的， 儿童文学不必刻意拉
开与现实社会人生的距离。这一点，汤素兰是

笃定的。这部童话里，生活气息、时尚气息，都
得到了坦然的呈现： 真美丽和最要好的朋友
向日葵会为突如其来的矛盾大吵大闹； 真美
丽见到全世界最帅气的巫师丁乔木会幸福得
说不出话； 巫婆妈妈们一生起气来会离家出
走，留下满地垃圾给爸爸和孩子们；巫界也会
举办时下火爆的“环球嘉年华” 或“选美大
赛”，并请大家发手机短信参与竞猜。

是啊，就让如在身侧的平凡小女孩真美
丽带着每个小读者，在童话中，借助作家举
重若轻的笔， 穿越平凡中无处不在的神奇，
去体会生活的本真吧。

这部生活中的童话难能可贵的，是作家
成功把握并呈现出来的更加流畅的童心思
维。汤素兰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
以儿童为本位的理念， 并自然而然地选择
“儿童视角”的叙事模式，按照儿童的口味，
自由自在地讲述。 这部童话尤为通透自然，
令人忍俊。

（作者王泉根系儿童文学理论家、北京师
范大学教授 ， 崔昕平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
《小巫婆真美丽》系列童话 湖南少儿出版社）

走马观书

本书以独特
的大历史观审视
中国兴起的世界
历史意义， 以精
辟的学理分析和
生动的事实 ，展
望了中国崛起将
如何撼动当前全
球秩序和西方话
语权， 中国的发
展模式将如何影
响人类社会的未
来， 进而激发非
西方世界的 “文化自觉”。 作者不仅希望读者重
视中国兴起带来的影响，更启发读者思考人类该
如何在合作的基础上重新建构一个 “休戚与共”
及“和而不同”的辉煌盛世。

《高思在云———
中国兴起与全球秩序重组》
朱云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央视
资深新闻人白岩
松一部“自传”式
的心灵履历 。通
过近年来于各个
场合与公众的深
入交流， 以平等
自由的态度 ，分
享其世界观和价
值观。 时间跨度
长达十五年 ，涵
盖时政、教育、改
革 、音乐 、阅读 、
人 生 等 多 个 领
域，温暖发声，理性执言。尽管“说话不是件好玩
的事儿”，依然向往“说出一个更好点儿的未来”，
就算“说了白说”，可是“不说，白不说”。

《白说》
白岩松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抗 日 战 争
中， 中日两国在
兵 戎 相 见 的 同
时， 在经济战场
上展开了一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 。
全书包括战前中
日两国的经贸关
系， 太平洋战争
前日本的对华经
济战、 国民政府
的对日经济战以
及太平洋战争后
日本的对华经济
战、国民政府的对日经济战等内容。重拾这段历
史，仍给人惊心动魄之感。

《没有硝烟的战争
———抗战时期的中日经济战》
齐春风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知名
作家李国文专心
于大众历史写作
近30年的标志作
品， 以中国历代
各类人物的生存
状况、人生态度、
命运遭际、 成败
得失为依托 ,是
一部中国人反思
人生轨迹、 吸取
生活经验的传记
体通史。 读者在
借鉴古代中国人生存智慧的同时感悟今天每个
人的活法, 更可以全面认知中国人的生活真谛、
生存智慧、生命本质。

《中国人的教训》
李国文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野草离离———角落中的绿色诗篇》
王辰 著 张瑜 绘 商务印书馆

9月湖湘好书榜书评

童心世界“真美丽”
□王泉根 崔昕平

读有所得

何凤山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