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风口浪尖》
杨少衡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抗击台风
“海王”、 “丝丽” 为
切入点， 以虚构的沿
海城市北岭的发展为
背景， 细腻讲述了以
张子清、 唐亚森、 陈
竞明等主人公在基层
工 作 奋 斗 的 斑 斓 故
事。

《曾国藩正面与侧面2》
张宏杰 著 岳麓书社

曾国藩对家族有
着极强的责任心， 对
兄弟与儿子能因材施
教， 在面对家族成员
时表现真实而坦率 。
曾国藩的这些品质对
曾氏家族家风影响至
深， 经后世传播， 已
成为中国治家之道的
典范。 本书从家书出
发， 探明曾国藩家族
的内部关系， 尤其是他对兄弟与儿子的教诲。

《旧日风云》
许礼平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恭尹曾谓 “世
间何日不风云 ”， 许
礼平将这 “风云” 讲
成故事 。 这 些 故 事
中， 有深藏功与名的
香 江 潜 龙 潘 静 安 ，
“乐夫天命 ” 的傅抱
石， 结缘中国艺术的
苏立文， 身负传奇故
事的神医柯麟……许
礼平通过其所藏， 考
证与它们有关的人和事， 内容有趣而颇多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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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俊珍

他是一个守护中国文化的人， 被美国耶
鲁大学称为“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
人”，被其弟子概之“一生为故国招魂”。这个
人，就是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乃一代通儒，尤以治史闻名，与
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史学地位毋庸置疑。在钱穆的史观里，文化是
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民族文化生命史观，
他对中国历史抱持的温情和敬意， 使得这部
《中国通史》一亮相，便具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中国通史》与国史扛鼎之作《国史大纲》
对应互补， 堪称“极简版、 课堂版《国史大
纲》”。《国史大纲》 是权威性和影响力兼备的
通史经典， 但真正用心阅读此书并进而领会
其意的读者，恐怕仍是凤毛麟角。但现在这版
《中国通史》 几乎完美地弥补了这一缺憾，以
其人之道去打通其人之脉，可谓上上之选。好
比《天龙八部》的虚竹，误打误撞破解了苏星

河的珍珑棋局， 一下子得了无崖子修炼了七
十余年的内力。《中国通史》 就仿佛这样一个
棋局，一本书，200多页，却尽得钱学真力，一
窥历史“龙骨”，速成高效，那真是太适合不过
了。

钱穆先生不仅是精于治史的史学家，更
是难得的深入人心的讲史者， 他曾三度讲授
“中国通史”：一于北京大学，二于西南联大，
三于香港新亚。

在北大讲授四年， 本为文学院新生所修
的通史课程，“往往会吸引高年级的学生和其
他学院的学生， 乃至北京其他高校的学生前
来旁听，每每一堂课就有三百人前来旁听，不
但没有空座，连站着的人都挤得满满的，真可
谓盛况空前。”在西南联大讲授时，听课场面
颇为壮观，乃至钱先生要上讲堂都无路可走，
需踏着学生的课桌才能通过。 更有学生从北
大到西南联大每年必至，前前后后听了6年之
久。因为他认为每年听讲都有新得，所以屡听
不厌。

后来，钱穆先生辗转于香港，复讲“中国
通史”课程。所幸这第三度讲授底本，终被一
个叫叶龙的学生给记录了下来。60年后，我们
可以从字里行间， 领略感受钱先生当时授课
魔法般的吸引力。

与纯粹学术的学院派文风相比， 钱穆的
教学更重视普及教育。 他讲历史， 好转述史
料，而不是直接引证。书里囊括了很多小“故
事”，名人轶事、野史趣闻，不一而足；嬉笑怒
骂，任性敢说，有着民间写史派的平易近人和
泼辣风采。所以他的书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
生动好懂、符合大众口味。而相较民间写史，
钱穆通史无疑更专业。

《中国通史》作为钱穆一家之言，有着独
一无二的钱氏“调性”，迥异于现行通史各版
本。钱穆通史的“调性”是个人专著，不同于官
方众手编纂，如《简明中国历史读本》等；是钱
穆的“自作主张”，不同于其他各家版本，如大
陆的吕思勉《中国通史》《白话中国史》、张荫
麟《中国史纲》、范文澜《中国通史》、白寿彝

《中国通史》等；以“航拍”视角审视中国民族
文明，不同于西方视角，如费正清《剑桥中国
史》、黄仁宇著作等；是正宗通史范儿的历史
著作，不同于“戏说”式民间写史，如易中天
“品三国”系列、袁腾飞讲历史、高晓松《鱼羊
野史》、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等。

当时，《国史大纲》以“温情与敬意”论著
名，而今这部《中国通史》，依然满怀温情和敬
意。它或许不是最周赡的通史，但一定是最具
情怀的中国史。讲情怀有错吗？没有错，错的
是只见偏激，不见深刻。显然，钱穆的通史避
开了这一点。情怀之外，它做到了新耳目，知
格局。它以“守旧”为支点，打开中西文化差异
的缺口，它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如果钱穆先生尚在，他不一定是《百家讲
坛》上的风云人物，但应该是最受学生欢迎的
师者，是那个引人顿悟的启发者。

他提供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感动我们
的，不止是情怀，而是打通古今、提升格局的
其他可能性。

我们需要这样有个性的历史发声者。
钱穆通史的价值，无须渲染，无须过誉，

只需打开一读。
（《中国通史》钱穆 著 天地出版社）

胡汀潞

远人在 《画廊札记》 中打破了由
“专业性” 带来的阻隔， 将大师画作的思
想与灵魂用举重若轻的文字呈现出来。
这是颇有难度的写作。 常识可以用常识
来阐释， 思想却只能用思想去解读， 这
本呈现着大师们在画作中表达的思想的
作品， 同时也呈现着远人在面对这些画
作时的思想。

《画廊札记》 中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杰
作全部来自19至20世纪， 更集中于19世纪
后半叶至20世纪前半叶的这百年间。 工业
革命以降的两百余年来， 世界文明的交融
与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人类的野心
和欲望空前膨胀。 两次世界大战带来了绝
望与怀疑， 而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也遭受
着令人触目惊心的破坏。 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发现人类作为种群的力量已无比强
大， 可作为个体的生命却卑微而无助。 一

切都在逐渐物化， 一切似乎都可作为物而
被消费， 也日益如物一般冰冷。 理想与现
实， 希冀与苦难， 在众多的矛盾与对立面
前， 人们有太多的感受和思考需要表达。
而作为表达方式的艺术自身也经历着巨
变， 当传统的形式和规则无法再适应更复
杂更现代的表达， 艺术家们也在寻求着艺
术形式的突破。 无论是文学还是绘画， 这
一时代诞生了太多的杰作。 平淡而平庸的
时代是无法拥有震撼人心的表达的， 那个
时代的蓬勃的艺术， 或许也恰恰印证着那
个时代巨大的迷惘与痛苦。

艺术家的价值， 正在于当人们被迷惘
与痛苦压迫蒙蔽之时， 仍拥有清澈的眼
睛。 他们通过以艺术为名的眼睛， 观察审
视着外部的世界与自我的灵魂， 对时代和
内心进行着反思和叩问， 将他们捕捉与选
择的瞬间凝结在画作里。 每一位艺术家的
画作都是一面镜子， 用各自独特的光线和
角度折射着时代和内心的一角。 当我们把

《画廊札记》 中21位大师的镜子摆在一起，
我们可以获得那个时代的人们丰富而真实
的精神世界与社会图景。 无论是对现实的
呈现还是对理想的寻求， 他们都代表着人
类对生命、 对内心、 对艺术和对世界的理
解与期盼。 或是如克利一般保有天真与梦
想， 或是如杜尚一般反抗与独立， 或是如
卢梭一般满怀对大自然的崇敬与向往， 或
是如凡·高一般将生命透彻地燃烧。 但没
有人能够说自己完全知道世界是什么样
子， 没有人能够决定世界应该是什么样
子。 应当说， 世界的样子是所有人眼中的
世界的集合， 这正是世界的魅力， 也是艺
术的魅力。 每一位艺术家的作品至少都提
供了一种解释与改变世界的可能 ， 当许
多种可能聚集在一起， 我们就能对世界和
人类自身拥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大师用他们的眼睛解读着世界与内
心，在《画廊札记》中，读者也通过远人的眼
睛解读大师和他们的作品。 而正如“一千个

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远人所解读
的艺术家与作品， 正是远人提供的一种可
能。 远人从来没有以权威的姿态下定义，
《画廊札记》更不是死板枯燥的教科书。 同
艺术家们的画作一样，《画廊札记》 最终实
现的是一种交流，思想的交流。 这种交流是
作者与读者试图去认识世界和自我的共同
努力，也正因如此，《画廊札记》在呈现大师
画作的同时， 也呈现了真实的远人和他的
思想， 读者也终会从这些文字与画作中寻
到一个真实的自己。

（《画廊札记》 远人 著 花城出版社
出版）

退休之作：

《晚晴居散笔》
谭谈

2006年，我的12卷本文集出版之后，对自己
的文学人生有了一个总结，决意从此淡出文坛，
与笔墨情缘告别，过一个退休老人的悠闲生活。

然而，文学这个巨大的磁场，却紧紧地吸引
着我。 当我行走在祖国壮丽山河之间，或漫步于
文坛艺苑的百花之中，欲了的情难了，欲撂的笔
难撂。 于是，这十来年间，又有了这百余篇或长
或短、或深或浅的文字见诸于报纸杂志。 其中竟
有多篇被一些权威出版机构选入年度散文精
选，有些还在一些重要文学评奖中获奖。 今年春
节以后， 我在弟弟谭速成和作家纪红建的帮助
之下， 从网上搜集到了绝大多数篇章， 少数几
篇，得到张昆华、赵智、谢群等朋友帮助，也找了
回来。 我把这些游兵散勇收编起来，结为一集。
因为退休以后我住的这个小院自题为“晚晴小
院”，于是集名就叫《晚晴居散笔》，编为《谭谈文
集》第13卷。

集中为文友、后辈鼓掌喝彩的序言文字，有
少数几篇文稿不是本人所写， 我只是作了少许
修改。 如果说，作品是作家的儿女，那么，这些篇
章不是本人“亲生”，只能说是“养子”。 特此说
明。 至于哪些篇章是“养子“，热爱我、熟悉我的
读者朋友，也许能够辨识出来。

以艺术为名的眼睛

特别推荐

我写我书

走马观书

峭岩

黎勇是极具文人气质
的政工干部。 半生公务，
官府文案， 视察走访， 可
谓繁忙。 但文心依在， 那
跃动的文脉之河从未停
滞。 退居二线之后， 解甲
归于自由， 此时， 他文思
澎湃， 诗情涛涌， 犹如捕
获了天机， 呈现出一发不
可收的态势。 他赋诗词，
习书法， 兼摄影， 所到之
处必留墨迹。 这个节点之
后的时光， 可视为他的文
化回归。 从一个作家、 诗
人成长的历程看， 这个回

归是必然的， 也是值得庆幸的。 因为他
和一些半文半粗的“半路出家” 的“和
尚” 不一样， 他文学底蕴深厚， 文化素
养久成， 只是公务在身， 一身功夫无法
施展罢了。

《览胜遗痕》 是诗、 书、 影合璧的
艺术作品， 若出自多人之手， 可视情理
之中， 出自一人之手， 则令人刮目相看
了。 而且诗、 书、 影的水准都达到一
定高度， 这在一般人的身上， 很难体
现。 由此， 我联想到有些领导干部退位
之后的“失落” “寂寞”， 因孤寡无助，
而倦怠修身。 而像黎勇之辈， 文武在
身， 当他退位时心地坦然， 没什么突然
感， 只是岗位转换罢了， 随之带来的不
是“失落” “寂寞”， 而是杜甫当年闻
官军收复故土的心境： “却看妻子愁何
在， 漫卷诗书喜若狂。”

本书虽由三种载体呈现， 我更看重
的是诗， 因书、 影都是由诗派生的。 看
一个人的学养， 或者看一个人的才气，
只要读他一首诗便了然于目。 黎勇写诗
不是玩玩， 不是应付。 他从诗的本体上
悟到诗的真谛。 他的诗不是所谓的“老
干体”、 顺口溜， 是格律诗演变、 进步
的风采再现。 诗为何物？ 言志。 我加两
字： “达远”。 诗是个体体验， 又代表
大众的心理诉求， 就是我们所说的家国
情怀。 如果只表达个人的小情小调， 不
顾及社会、 时代、 国家、 民族的命运，
无正义、 无怜悯、 无道德， 这样的诗只
能私藏自娱， 永远入不了国册。

黎勇从政多年， 牵挂百姓、 心念国
家， 向往时代的大情怀， 如影随形， 无
论走到哪里， 视万物、 观万象， 都有一
个“魂” 主宰其中。 这个“魂” 就是传
递正能量。 从诗题上看， 他的脚步近达
身边的蓬莱、 庐山， 远达埃及的金字
塔、 俄罗斯的圣彼得堡、 印度的新德里
……他观赏的同时， 把中国、 历史、 经
验、 向往也带在心上， 于新奇、 惊喜
中， 倾吐对人类创造精神的敬畏； 又于
回顾、 对比中， 表达出扼腕惋惜的悲痛
感。 诗和情融为一体， 理和景相辅相
成。 在庐山， 他思绪万千， 发出“宦海
炎凉苦未休， 吹箫引凤箭难收。 时贤不
睦生风雨， 搅动江山患几秋” 的感慨。
在圣彼得堡， 他思接千壤， 发出“盛世
兴邦凭众志， 春秋割据赖明君” 的呼
唤。 即便咏花咏草， 也不忘自己的责任
和修为。

诗者， 必技艺兼备。 黎勇精通诗学
娴熟技巧， 而功力深厚自不待多说。 他
的诗以形象说话， 以意境夺人， 以语言
感心， 不是概念和复述， 从立意到表达
全在诗的范畴。 清代诗家袁枚曾说：
“美人之光可以养目， 诗人之诗可以养
心。” 我说， 此书可以养神， 读到的人
是福音。

（作者系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
编审。 《览胜遗痕》 黎勇著 天津人民
出版社出版）

读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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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驭天

“看星星 （显得有学问点叫天文观
测） 似乎总是玩家最喜欢的节目， 估计从
有狗的时候开始， 就已经有人傻傻地站在
夜空下， 好奇地看着那闪烁着无数星星的
苍穹。 他也许在问： ‘这些星星到底是咋
回事呢？’”

是啊， 星星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第一
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又是谁？ 是什么时

候？ 读 《贪玩的人类》， 是一个拆掉思维
的墙、 让好奇心再飞一会的奇妙旅程。 一
串串被作者引发的问题， 像水泡一样咕噜
咕噜地冒出来， 又随着作者有趣轻松的解
答消失。 但有一个想法却在水面上泛起了
阵阵涟漪： 这世界万物藏着多少奇趣奥
秘， 不多问几个为什么， 一辈子活得岂不
是太无趣了？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科学家就是一群
贪玩的孩子， 科学的诞生需要好奇心、 闲
暇和自由。 读完此书， 我惊奇地发现， 原
来科学家们个个都是厉害的大玩家。 原来
科学就是从古至今的玩家们， 像接力赛一
样玩出来的。 阿基米德在澡盆里， 玩出了
浮力定理； 爱因斯坦在他的“男孩乘坐光
束飞行” 想象中， 玩出了相对论； 还有那
个学过医、 学过神学的达尔文， 在历时5
年的航行之后， 他著作的 《物种起源》 敲
响了生物进化论的洪钟， 震动全世界； 而
出身贫寒的修道院修士孟德尔， 在他的豌
豆田里， 玩出了遗传定律……

人们常说“玩物丧志”， 其实关键是

看你玩什么， 怎么玩。 如果你充满着对世
界的好奇心并执着求索， 玩出了感觉， 玩
出了乐趣， 玩出了真谛， 还真能玩出科
学。

作者老多就像童心不老的孩子王， 带
着我们一边玩， 一边探寻。 他用天马行空
的调侃之笔， 向我们描绘了一条条改变人
类历程的科学发现之路。 难得的是， 作者
有广博通识的视野， 能将纷繁复杂的科学
发展， 通过简单明快的语言串联与呈现出
来， 将分散的知识点做了很好的梳理和架
构， 在读者脑子里搭建起了一座科学发展
历程的清晰宫殿。

科学是被科学家们玩出来的， “玩”
是科学精神的内核， 是人们对自然万物、
深邃宇宙无穷的好奇和探索。 让我们都爱
玩、 会玩、 玩出惊奇， 玩出科学。

（《贪玩的人类———写给孩子的科学
史》 老多著 湖南少儿出版社出版）

“玩”出来的科学

艺苑书情

保持对文化的温情与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