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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

六年前，我写过一本《中国天机》，说的是中国
现当代历史规律、前因后果，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
性。“天机”的意思还在于规律与必然性的谜团，说
来简单，琢磨起来很费劲，操作起来更费劲。

现在，又出版一本《中华玄机》，包括了近年谈
传统文化的文章与讲话记录。 中华玄机，是谈我们
的生活与头脑中的传统文化，谈我们与众不同的文
化的可敬、可叹、可咀嚼与可珍惜；实际上仍然是谈
你我他的日常生活，更谈我们的思路、我们的风度、
我们的气派。

中华文化确有玄妙处。它源远流长，一脉相承，
罕有其匹。 它伟大辉煌、光照四方，却又是饱经沧
桑、千灾百难、危殆焦急。它屡败屡胜，屡亡屡兴，屡
衰屡盛。 它牵心挂肚，爱恨交加，莫名悲喜。 它目前
在世界上并不处于强势与主流位置，甚至被屡屡宣
布失败落伍，结果却是发展越来越快，势头越来越
强，说法越来越大气，写下了新的历史篇章。西欧北
美看着它陌生、诡异、古老而充满生机，各色而紧追
时尚，友好而自说自话，绝对是玄机无比、风光独
异，爱之很难缩短距离，恨之又毫无作用与意义。

它的只此一家的文字精美绝伦，集形、声、义、
结构、逻辑与其他字词关系于一身，集艺术性、暗示
性、神妙性与超越性、模糊性于一体，远远超出了语

言符号的范畴。 它的发明被说成是引起了天雨粟、
鬼夜哭，惊神动鬼，惊天动地。它的流传伴随着被崇
拜、被敬畏、被占卜、被分析、被欣赏、被训练、被培
养、被研究终生终世。

它把先验的天与实存的天、先验的性善与文化
的善德、人性的善良与行政（古曰为政）的仁厚亲
民、为政以德的标榜与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权力归属
规律，全部整合连贯在一起；把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合而为一，把信仰、道德、政治、学理合而为一。
它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的一切、一切的
一，把多元与一体合而为一。

它的一些说法确实比较稀罕，如无中生有、无为
而治、有常无常、以退为进、以弱胜强、深藏不露、混沌
一片、韬光养晦、卧薪尝胆、天降大任、后发制人、立于
不败、内圣外王、玄圣素王、盗亦有道、养气养生、仁者
乐山智者乐水、道非常道名非常名、仁者无敌、圣人无
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置之死地而后生、论万世、月盈
则亏水满则溢、过犹不及、物极必反……

它的地位也很特殊，它是古老的文化，它是明
确地肯定现代化与全球化的文化，它曾是相当保守
的文化，它又是追新逐异的文化；它是西欧北美强
势文化主流文化的朋友和学生， 它走自己的路，绝
对不接受全盘西化而处处坚持中国特色，坚持改革
开放。 近二百年来它经历了无数外战内战、丧权辱
国、割地赔款，日本侵略时期更是失去了大量国土；

它终于建立了截然不同的新中国，同时它仍然经历
了探索与曲折。 它在新文化运动中痛心疾首、反思
自省，接受了来自欧美的大量新思潮，特别是接受
了相当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指引下发
动了前所未有的人民大革命，却又与中华传统文化
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提出了文化自信是最根本的自信。

如今， 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日益引发兴趣，引
起重视。 四书五经、诗词歌赋、《三字经》《弟子规》、
成语谚语、方言普通话、琴棋书画、戏曲曲艺、舌尖
中国、堪舆风水、唐装汉服、太极少林，自成体系。而
国际国内的说法反应，好话如潮、恶评如风、自夸如
火、自贬如狂，更是令人糊涂诧异、头昏脑涨、莫衷
一是。 一面是危言耸听，哭闹诅咒，一面是歌舞升
平、吃喝玩乐、太平盛世；一面是段子纷涌、若玄若
虚、若智若愚、真伪莫辨、善恶混淆；一面是定力实
力、弹性柔性、平稳和谐、永不言败、自有道理。

让我们试着接触一下中华传统文化，看看到底
有多少奥妙玄机，可塑可化，真才实力，奋勇前进，
得其时矣！或者还有什么荆棘泥泞、陷阱地雷，需要
我们多加思考、小心翼翼。

谈起中华传统文化，端的是谈笑风生、挥洒自
如、纵横捭阖、举重若轻、悲喜交加、其乐无穷也！

（《中华玄机》王蒙 著 天地出版社）

张文刚

少鸿的长篇小说 《百年不孤》 立足于
人物的心性禀赋和道德操守， 以时间的推
移和人物的性格、 命运为经纬， 生动地勾
画了几代人的心灵历程和命运旅程， 在风
云变幻的时代底色上书写人物的心灵史和
命运史。 人物德行的内在光辉、 美丽的乡
村风物和极具文化内涵的民风民俗， 赋予
作品浓郁的诗意和生活气息。 小说具有的
温度、 厚度和高度， 与我们今天大力传承
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相契合， 具有重要的
价值和时代意义。

小说着重塑造的文学人物岑国仁， 是
仁德的化身。 对岑国仁而言， 仁德是一种
生活观念和胸襟， 是一种内化于心的信仰
和追求， 更是一种道德践履， 是教化人
心、 催生花果的春风和阳光。 仁德在心，
一念常温， 内心的温暖和丰盈令其自得其
乐； 日耕夜读， 与世无争， 用仁德教化子
孙、 感化乡民， 在良好的家风与和谐的人
际关系中获得心灵的畅快与愉悦； 善有善
报， 福有福音， 在子孙和乡邻的尊敬与爱
戴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岑国仁的仁德不是孤立的。 作家将其
置放于岑氏家族， 历经数代人， 延绵上百
年， 既写出仁德形成的深厚的家风渊源，
又展现仁德在日常生活中的细微表达和温
婉面孔， 更表达仁德的代代传承及其践行
的艰辛不易。 仁德相依相存、 相传相续，
是生命香火传续中的精神香火， 是家人之
间相互切磋和磨砺的玉石， 是维护家族和美、 乡邻和
谐的隐形磁场。 以岑国仁为轴线， 上有赈济灾民、 捐
助学堂的岑吾之， 教化子孙、 善待他人的岑励畲； 同
辈中有志在军旅、 保家护国的岑国义， 信仰坚定、 以
身殉国的岑国安； 下有投身教育、 善良贤淑的岑佩瑶，
心胸开阔、 与时俱进的岑晓红。 这个人物系列既是一
个家族的血缘谱系和命运脉络， 更是一部立德、 守德、
传德和习德的家族宝典。 行走在这样一方城池之中，
每个人都要从文化典籍和家族训诫中汲取人生养料，
更要在生活的细枝末节和心灵的细波微澜中信守道德
操守； 每个人都是自洽适意的生命个体， 也是感召和
激励他人的精神火炬。 正是在这样一个场域中， 岑国
仁抱德守仁， 既被照亮， 又泽被后人。 如此推演， 代
代相传， 仁德之薪火辉映门庭、 烛照乡野， 心灵的原
野朗月高悬， 人生的旅程未有穷期。 所以与其说作家
是在精心刻画一个文学典型， 不如说是通过文学典型
的刻画为仁德塑像、 为道德文明立传。

正是通过这样一个文学典型及其包含的丰富意蕴，
小说探测到中华文明的脉动和气息， 诠释了传统儒家
文化对家族、 乡村和国家的深刻影响与重要作用。 岑
国仁身上体现出来的诸如勤劳、 节俭、 孝友、 宽敬、
善良、 仁慈等种种美德， 正是传统优秀文化的集中体
现。 在乡村社会治理和乡村文明建设中， 儒家文化正
是通过像岑国仁这样的乡贤的教化、 示范和影响而发
挥积极、 持久的作用。 从这个方面说， 《百年不孤》
表现的岂止是“百年不孤”， 而是“千年不孤”， 即中
华文化的潜流在滋养人心和社会的同时也获得丰盈而长存不
衰。

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文化的深度和高度， 小说在构思立意
上超越了一个人、 一个家族乃至一个乡村的描写， 上至国家和
天下苍生， 把宗族和乡村中的小仁小德扩展为“以天下为己
任” 的大仁大德和家国情怀。 从 《百年不孤》 人物的安排和题旨的开掘
来看， 足见作家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和领悟。 岑国义、 岑国安以及与
岑氏家族有着密切关联的杨霖 （杨华毓）， 皆在“家国同构” 的层面上演
绎出儒家文化的宏大胸襟和宏阔境界。 这就是作家的高明处， 把仁德辐射开来，
用文学的方式揭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内在联系； 仁德也被赋予更丰富、
更圆融、更具魅力的内涵。 可以说，《百年不孤》是少鸿的另一部《大地芬芳》，这个“大地”就是
从乡贤到仁人志士身上体现出来的美德善行和信仰追求，就是“惟吾德馨”的沃野，就是“以心奉祭”、
“以血滋养”的事业，就是日日躬耕、 时时审视的心灵世界， 其散发出的芬芳之气历久弥香。

童晶

《了不起的匠人》 讲述的是
匠人的故事， 是器物的故事， 但
是更多的是想传递出一种精神，
一种生活方式： 一辈子只做一件
事， 一辈子只爱一个人。 这就是

所谓的匠人， 他们可能是孤独的， 是枯燥乏味
的， 但是不慢待每一分钟， 是不辜负时间， 投入
自己热爱的事， 不辜负生活。 不负， 就是我们想
要的生活。

图书的基础是纪录片， 但是书中的内容却是
纪录片里没有涉及到的、 全新的内容， 由知了青
年团队的作者撰写， 书中匠人的故事、 技艺的技
法都是纪录片没有呈现给大家的。 作者没有把更
多的笔墨停留在器物上， 而是走进每个匠人丰富
的内心世界， 通过他们的个人生活为器物做生动
注解， 这种匠人故事之美让人心动。 详尽细腻的
文字， 配上精美的照片， 没有视频节目的时间限
制和快节奏， 让读者慢慢融入手工匠人们的生活
中， 不仅可以体会到技艺的传承， 还可以感受到
一种感动。

（《了不起的匠人》 知了青年 黄卓 编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漫步到宇宙尽头》
李然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作者用智慧且富于哲理的文
字带领我们置身宇宙 ， 以我们这
个世界的想法与情感 ， 了解人类
的起源 ， 眺望星际的旅行 ， 解答
大家对宇宙的好奇与疑惑。

《超常增长
———中国驾驭资本的奇迹》
曹尔阶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从政府和市场经济层面，
探讨中国经济是如何驾驭资本实
现超常增长 ， 分析了中国的超常
增长在驾驭资本上的五个因素 。
作者长期在财政部 、 中国建设银
行从事投资管理和理论研究。

《樱花来信了
———谭旭东纯美儿童诗》
谭旭东 著 漓江出版社

童诗被称为孩子的灵魂语言，
读懂童诗， 就读懂了孩子的童心、
童趣 、 童真 ， 也就真正地走进了
孩子的内心。 作者是湖南安仁人，
我国当代著名的儿童诗人 ， 本书
精选了他近年来创作的富有人气
的116首童诗精品。

彭国梁

湖南在洞庭湖之南。 因有一条美丽的湘江贯穿南北，
故简称“湘”。 单说一个“湘” 字， 生生把偌大的一个洞
庭湖丢了， 便有些不舍， 故又谓“湖湘”。 中华之文明史
五千年， 湖湘与之随焉。 始祖炎黄厚爱有加， 其炎帝葬
于酃县， 今存炎帝陵； 舜帝巡至南岳， 葬苍梧， 即今永
州之九嶷山也。 后有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万里寻夫之佳话
流传至今。 春秋战国时， 湖湘属楚； 西汉时设长沙国，
置武陵、 桂阳、 零陵三郡； 到了三国， 以湘水为界， 又
分属蜀与吴。 唐代宗广德二年， 也即公元七百六十四年，
置湖南观察使， “湖南” 之名从此始焉。

湖湘现存三大唐碑， 即禇遂良 《圣教序碑》、 李邕
《麓山寺碑》、 元结与颜真卿之 《大唐中兴颂》。 岳阳长沙
一带， 有唐代瓷窑数处， 特别是长沙铜官之“长沙窑”，
更是享誉世界。 一九九八年的某月某日， 有一位渔夫到
阿拉伯沿海一个叫勿里洞岛的地方采掘海参， 无意中他
的脚碰到了一堆瓷器， 谁知这一碰便碰出来一个惊天动
地的大事件。 这事件就是轰动世界的“黑石号沉船” 被
打捞了出来。 这船从中国的唐代驶来， 船上有六万七千
余件宝贝。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其中有五万六千五百余
件系长沙铜官窑中的瓷器。 据长沙窑研究专家萧湘先生
介绍： 长沙窑在中国的陶瓷史上至少有四点是值得一提
的。 其一， 长沙窑是中国釉下瓷的发源地； 其二， 长沙
窑也是中国瓷器上出现铜红釉彩的发祥地； 其三， 用诗
书画同时装饰瓷器的， 长沙窑可称得上中国第一窑； 其
四， 在中国所有的外销瓷中， 以诗书画同时装饰的， 长
沙窑依然可称中国第一窑。 就是这位萧湘先生， 他还出
版了一本书曰 《唐诗的弃儿》， 该书收录长沙窑瓷器上的
诗一百多首。 现这一百多首“唐诗的弃儿” 均已入中华
书局重版的 《全唐诗》 之中。

湖南之省会长沙。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之丰
富之珍贵， 让整个世界为之轰动。 特别是那位在地底下
沉睡了两千多年的老太太辛追， 出土之时睡态依然， 仿
佛随时都会醒来， 用手轻轻一按， 所有的肌肤均有弹性。
一九九六年， 长沙走马楼挖掘出十万余枚三国吴简， 这
比二十世纪中国所发现的吴简的总和还要多。

又， 中国有四大名绣， “湘绣” 系其中之一； 中国
有四大名亭， 岳麓山下的“爱晚亭” 即其中一亭； 中国
有四大书院， 岳麓书院稳居榜首； 中国有八大菜系，
“湘菜” 亦名列前茅； 中国有三山五岳， 湖湘有其一曰南
岳； 中国有三大名楼， 湖湘有“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
下之乐而乐” 的岳阳楼……

晚清至民国， 曾有“一部中国近代史， 半部由湘人
写就” 之说； “中兴将相， 十九湖湘” 也曾耳熟能详；
钱钟书先生亦有名言： “中国有三个半人， 两广人算一
个， 浙江人算一个， 湖南人算一个， 山东人算半个， 而
湖南人的影响似乎更深远些。” 以上所云， 无非是说， 其
时的湖南英杰云集， 只要不是文盲史盲， 均可如数家珍：
曾国藩、 左宗棠、 胡林翼、 彭玉麟、 魏源、 郭嵩焘、 谭
嗣同、 黄兴、 蔡锷、 宋教仁、 陈天华……杨度有 《湖南
少年歌》， 其中有一湖湘人引以为豪的警句： “若道中华
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 八年抗战， 湖南有著名的
“三次长沙会战”、 常德会战、 长衡会战、 湘西会战等，
湖湘将士浴血奋战， 其英勇、 其惨烈， 其必死之决心，
必胜之信念， 实非一般文字可以概述。 当时任第九战区
司令长官的薛岳将军叹曰： “其勇于任务与富于牺牲精
神， 实堪钦许。”

抗日战争爆发后， 前方将士抛头颅洒热血， 而书生
报国， 亦可笔扫千军。 其时， 湖湘有著名的来自北大、
清华与南开的“长沙临时大学”； 在湘西各地， 又有从全
国各地汇集的“茶师”、 “国师”、 五卅中学、 国立八师
等抗日流亡学校数十所。 特别是“长沙临时大学”， 当时
可谓名流云集： 蒋梦麟、 梅贻琦、 张伯苓、 冯友兰、 闻
一多、 朱自清、 叶公超、 金岳霖、 梁实秋、 王力、 吴宓、
梁思成、 林徽因……

湖湘乃屈贾之乡。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
求索” 的屈原， 在忠君无路救国无门的绝望之中愤投汨
罗江， 致使今日有纪念屈原之中国四大传统节日之端午
节存焉； 唐宋有散文八大家， 其一之柳宗元被贬永州，
留下了“永州八记” 之千古名篇与“千山鸟飞绝， 万径
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之“千年孤独”
的绝唱。 湖湘有书家“草圣” 之怀素， 亦有画坛奇人
之齐白石； 齐白石的老师王湘绮， 其 《湘军记》 秉
笔直书， 名垂青史； 又有长沙张百熙， 被尊为“中
国大学之父” ……

南宋诗人陆游有诗云： “挥毫当得江山助，
不到潇湘岂有诗”。 潇湘者， 湖湘也。 说湖湘，
话湖湘， 话说湖湘如湘水长流， 如洞庭宽广。
限于篇幅， 挂一漏万， 遗憾多多。 然以管

窥豹， 略见一斑。 若诸君在阅读之时，
或起深入湖湘之念， 或生爱我湖湘之

想， 则幸莫大焉。
（本文系 作 者 编 著的

《话说湖湘》 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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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书评

一辈子只做一件事

走马观书

潇湘风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