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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安

我出生于湖南省邵阳县一个名叫九州塘
的地方，这地方偏僻落后，但山河有色，风景
迷人。 父亲是一位落魄的乡村知识分子，虽然
他曾读到省城长沙读书，但命途乖蹇，最终还
是阴差阳错地成了农民。

父亲1959年考取中南矿冶学院， 入学不
久，其所学专业停办。 于是父亲返回农村，成
了一位大学本科肄业的农民。 父亲前面有四
个姐姐， 从小被祖母娇生惯养， 以致成年后
“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作为一个农民，他明
显是不合格的。 对于农事，诸如播种、施肥、杀
虫、犁田、耙田等，他一样都不会。

如此， 现实的苦境让我父亲的人生一蹶
不振。

但我父亲毕竟是个读书人， 他能在家里
营造一种文化氛围。 而且，父亲喜欢写字，他
的正楷写得不错。 父亲早年虽然学工，但看得
出来他是很喜欢文学的。 我曾在他简陋的木
箱里发现过《红楼梦》《封神演义》《古文观止》
《南齐书》等发黄的书籍，也有《家》《春》《秋》
《山乡巨变》《金光大道》等现代小说。 后来，这
些东西自然也成了我的文学读物。 可以说，是
父亲对文学的喜爱， 在我年幼的心灵里播下
了文学的种子。

小时候，父亲喜欢带我去寻亲访友。 走
村串户时，每看到墙壁上的标语、门框上的对
联、寺庙里或站立或倒卧的石碑等，父亲总要
停下来，不厌其烦地仔细考察、辨认、默念。 凡
他觉得不错的，就禁不住朗诵起来。 然后，很
权威很肯定地告知我：“这个不错， 这个写得
好！ ”

我想， 当年父亲对我的这种乡土文明教
育，大抵就是对我早期的文学启蒙了！

上小学时， 父亲成了乡村学校的民办教
师。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他书桌上发现一
本《湘江文艺》杂志，记得那一期头条刊发的
是作家张新奇的《比友谊多，比爱情少》，写的
是那时代少年男女纯洁的友情， 以及爱的萌

动、人世间的离别和忧伤等，写得悱恻缠绵、
如梦似幻， 这让我对文学产生了一种特别的
好感。 自此，我便想方设法搜集文学期刊来阅
读，小说、散文、诗歌我都很喜欢。

读得多了， 自然就有了自己动手创作的
冲动，各种文体都尝试过，写得最多的还是诗
歌和散文。 散文是我特别钟情的一种文学样
式，喜欢它的真实、真诚，更喜欢它的轻松自
然，喜欢它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叙事”方式，
而且，它不太注重叙事的技巧。

年岁渐长， 我喜欢抒写童年和少年的记
忆，怀念那时自然环境的清洁明快，更怀念那
时纯良人性的美好。 我以自己对汉文字的专
注和虔诚， 试图努力去阐释对生身之地的眷
恋，记录故乡小民的悲喜歌哭，寄寓平凡人生
坚韧而智慧的人生感慨， 抒写让人欲罢不能
而又愁肠百结的乡愁。

好的乡土散文是需要表达乡愁的。 乡愁
是我们心底最坚硬而又最柔软、 最厚重而又
最缥缈的情感。 可以说，乡愁是其他所有情感
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发出悲悯、仁慈、正义、
友善和良知， 甚而生发出令人感动的文学情
思和美感……我们每一个人， 无论是我们的
生命，还是心灵，都拥有着自己的故乡。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 乡愁又多了一份对
“正在变得陌生的故乡”的失落心态，故园的

怀念里开始夹杂着一种说不出、 挥不去的无
可奈何———“融不进的城市， 回不去的故乡”
是目前中国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对于我
们很多人而言， 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保留着
一份乡愁情结。 作为一种心灵景观，它普遍地
存在于那些异地漂泊的游子们的心里。

上了年纪后，我喜欢读哲学和历史。 特别
喜欢对文人的命运际遇做进一步的思考，我
认为，优秀的散文应该表达人生思索和哲理，
乡土散文亦如此。

身为人一生有诸多不易， 作为中国文人
尤为不易。 由于长时期受到儒道文化的熏陶，
中国文人常常向往内心宁静、清净恬淡、超尘
脱俗的生活， 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解脱为核
心的适意人生哲学， 使得中国文人的审美情
趣趋向于清、幽、寒、静，崇“林泉之志”，尚“烟
霞之侣”，此乃中国文人追求的最佳境界。 然
而，在现代市场经济转型之后，人们普遍的物
欲膨胀，生活压力不断增大，人际交往越来越
复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已变得越来越物
质化。 众生已变得世俗而功利、实际而可悲，
这明显透示出中国乡村文明业已崩溃的现
实， 和当下中国乡村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的
潜在危机。“归去来兮！ 田园将芜胡不归？ ”这
种复杂而又迷惘的心态， 强烈地击打着我的
灵魂。

如此情境下， 我格外羡慕和推崇湘人王
夫之。 他曾以艰苦卓绝而又清寂的情怀隐
居山林 ，犹如那孤独的农夫 ，不知疲倦地
只身劳作于一种永远只属于他自己的精神
氛围之中，这种氛围常常呈现为天高地邈，空
山明月，急风暴雨，寒石春深，鸡声茅店，落花
断虹……与之相对应地显示着现实的淡远、
苍凉、忧郁和悲壮。

———我以为这就是写作散文最好的情感
状态。

我喜欢并追求这种状态， 并为之不懈努
力！

（《故乡与河流》 张建安 著 团结出版社
出版 ）

罡昳

毫不夸张地说， 赵竹青是有实力的
小说家，曾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舞红》《坏
轨》，在文坛产生了一定影响。 此后似乎
沉寂许久，直至最近长篇小说《漂》由九
州出版社出版问世。

赵竹青始终关注辛酸的现实， 书写
渺小的人群。 他对消费文化时代大行其
道的时尚题材不屑一顾， 将视角投向底
层，并为之穷追不舍。 好些年来，维特
根斯坦的名言“要看见眼前的事物是多
么的难” 老是在我的耳际盘桓， 挥之不
去。展读《漂》后遂觉释怀，因其所呈现的
细小、卑微、密实的人与事与我们的时代
感受有着莫名亲近， 委实比当下某些非
虚构作品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改革开
放以来部分民众的生存境况。 难能可贵
的是赵竹青的艺术想象力再度降临，其
小说写作似乎进入到了某种值得新的期
待状态之中。

《漂》原创了一个丰饶的文学世界，
隐山的陈、潘、安三家后代小石、文英、安
琥，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同学。 小石、文英
两人暗生情愫。安琥也暗恋着文英。高考
前夕，文英因母亲去世而辍学；小石顺
利考入大学， 一对恋人遭父母拆散。
小石大学毕业后工作屡屡失意。 安琥
不满足于在家门口开石灰窑厂，去沿
海发展； 文英因弟弟在外面打工也随后
南下，两人异地相逢。一段跌宕起伏的故
事由此展开。陈小石择业屡遭挫折，竟将
现实中处处碰壁， 难逃失败厄运归咎于
坚持理想、保全清白，信念崩塌，由此纠
葛、爱恨、善恶螺旋推进，遂成中国社会
变迁的某种缩影。

赵竹青在《漂》中体现出直面复杂悖
谬之历史现实的真诚与勇气， 写尽了时
代与社会的光怪离奇和生活的荒诞不
经。 著名作家王祥夫先生读《漂》后生发
感触：“这是一部忠实于当下现实生活和
精神状态的佳作， 作品之中人物的呼吸
和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都息息相关。 读
这部长篇，我感到了某种痛楚。 ”诚哉斯
言！《漂》之小说世界整体建构了一个精
神核心及叙事母题， 亦即众多人物角色
命运背后藏着的东西， 赵竹青敏锐地感
受社会肌体， 追问心灵与现实无法和解
的谜底。

评论家谢有顺推崇“从俗世中来，到
灵魂里去”，一部优秀的小说除了对真实
困境的呈现， 确应启示某种簇新的精神
可能。令人欣喜的是，《漂》站立在对个体
灵魂微妙而浩大的探寻之上， 以隐喻讲
述时代的困局。“漂”这个字眼对无数国
人而言，委实是五味杂陈，几十年来无数
人为了生活南来北往，东奔西走，既有所
谓“北漂”亦有“南漂”。 然则这只是物理
意义上的漂， 不少人生活在原地一动没
动也在漂浮———无根无蒂的精神漂浮。
《漂》击中了当代中国社会变迁过程中的
痛点， 围绕以主人公为代表的一批书中
人物在义与利、善与恶、传统与现代之间
纠缠、分化的社会现实，对人性和命运进
行深刻解剖和破译。

《漂》令人难忘的是串珠似的结构，
传统的风骨，奇异的想象，既实又虚，个
中语言纯正典雅，辅以方言土语，切近生
活， 细腻逼真， 一股深情在字里行间流
淌，有体恤，有慈悲，仿佛能看穿作品里
人物的灵魂。尤可一述的是小说结尾，得
以见识爱情与真情在漂浮难定让人痛苦
的情绪之下何以更具力量， 人性的深度
和生命的温度引领升腾向生活致敬。 这
是文学的美妙，这是小说家的意义。

《漂》堪为一部中国当代人性观照的
小说佳构，以文学的方式，给这个时代一
个提醒。 这般“至诚温煦之声”可给人精
神还乡之感，可“致人于善美刚健”，出人
于精神之“荒寒”。谓予不信，且让时间说
话吧。

（《漂 》 赵竹青 著 九州出版社出
版）

晏杰雄

舒中民的《非常救赎》是一部公安侦
破题材长篇小说， 讲述某公安分局局长
单志杰对本市一桩杀人案件据守一线的
侦破行动及烦难的心路历程。 小说首先
拥有一个好看的故事： 小有名气的交际
花陈尸本市公园， 公安分局局长单志杰
通过破解QQ群记录，发现一个由年轻女
性组成的所谓“幻花群”，专以色相为诱
饵拉官员下水……

小说具有通常侦破小说的基本要
素，呈现一个通俗小说的面孔。从文体上
看， 作者熟悉世界上流行的经典侦破小
说，有较好的破案题材写作素养。但是细
读文本，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不满足于
做一个专写公安题材的通俗文学作家，
在一个侦破故事的框架下， 在对一个好
看故事的痛快陈述中，包孕生活、人性和
社会关切等更深层的元素， 体现出作者
的纯文学追求。

首先是这个故事下面有真实的生
活，作者在公安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作
为实际参与者熟悉了解职业刑侦生活，
用流行的话说，“知道那些事儿”。在写作
中， 作者调动了积累多年的个人生活经
验，揉入到虚构的故事细节中，赋予小说
丰富致密的生活质地， 和当下现实及现
实中的人气息相通。 这就使读者在阅读
的旅途中能够时时捡拾生活的珠贝，收
获实在的行业经验和现身说法， 产生可
靠可信的逼真感。 而且作者把故事直接
放在当下的现实生活场景中， 如梅溪公
园、滨江大道、棚户区、农家乐，等等。 无
需具体说明， 故事即被置于当代生活的
内部，恍如发生在身边，带给我们强烈的
时代生活气息， 以至于小说具有很强的
纪实品格， 在阅读中我们往往忘记这是
一部虚构的小说， 而是在讲述某时某地
真实发生的一个案件，感到紧张和惊悚，

产生高度的仿真效果。
二是作者有意进行人心的勘测。 对

于通常的侦破小说来说， 人物内心是不
重要的，人物只是一个行动的符号，往往
扁平化和模式化，重要的是情节推动，把
故事写得吸引人就行了。 但在《非常救
赎》中，作者把人物心灵的探测当作一个
主体工作，通过语言 、动作、心理等方
式 ， 正经庄严地刻写他们内心的不
平 、热爱、憎恨 、痛苦、压抑 、惶恐 、忧
郁与怅惘，往往在行动的人物身上可
以看到人性的底色。 比如对吴戒之夫
妇的人心勘测就很成功，吴戒之初遇
“幻花”史晓梅后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电视屏幕闪着冷光， 竟然有样东西从里
面向他走来，那是史晓梅飘忽的眼睛，描
写有一种冷冽之气， 极好地传达了吴戒
之内心的不祥预感。 妻子何如雪内心纯
净如雪，端庄贤淑，小说最后，何如雪对
吴戒之说：“只要人格还在， 它就能抚慰
所有的创伤。 ”体现了一个女人的坚贞与
宽容，让吴戒之从这起出轨事件中回归，
完成了心灵的救赎。

三是表达了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深切
关注。 小说的故事主线是一个公安破案
事件，就普通侦破小说来说，只需把这个
事件写得百折千回波诡云谲， 就意味着
完成了创作任务了。 但作者不满足于讲
故事， 通过破案事件这根藤串起了不少
当前社会问题， 把单纯的事件意义拓展
和扩大了。在一个好看的故事之外，小说
又被炼成一面折射社会生活的镜子。 这
些社会生活内容自然融化在对事件的叙
述进程中，增加了小说的生活含量、人文
内涵， 使一种技术性创作更能在文学本
位的意义上立起来。

这是一个写通俗题材的作家向严肃
文学的靠拢， 反映了作者对现实的自觉
介入，无论什么题材的创作，都应与现实
主义的优良传统对接起来。

龚军辉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朱丹副教授继 《别说你懂得爱孩子》
《推开禁区的门》 之后， 新近推出第三本育儿专著 《爱你365
天———积极心理学理念指导下的家庭教育》。 较之前两本，
此著倾注其育儿十年的心血记载、 丰富的临床试验及最新锐
的心理学理念， 对年轻父母辅导性强、 参考价值大， 因而反
响热烈。

此书最显著的特点是， 站在母亲的视角， 以培育孩子积
极心态、 输送正能量为己任， 与孩子平视， 平等磋商交流成
长中遇到的问题， 共同得出处理办法与实施方案， 可谓新颖
别致、 独成风格。 父母是人生第一位老师， 父母的心态、 为
人、 做事处事以及饮食、 生活习惯、 审美观点、 文化素养
等， 无一不在孩子身上打下深刻烙印。 因而， 成功的父母肯
定在言行上能给孩子做出好表率。 而如何与孩子相处， 从什
么视角关注、 引导孩子， 则是初为父母者面临的第一难题。
有着渊博心理学知识基础的作者毫不犹豫选择了平等， 从怀
胎始即尊重这个生命个体， 待其出生则更抱以宽容、 自由，
引导孩子强化个体意识， 与其探讨生命话题， 究理生活策
略， 以博爱、 专注作为个人品质基点， 打造其独一无二的自
我。 这种育儿理念， 已经完全与以虎爸虎妈为标志的传统育
儿经凛然有别， 是融合了西方先进育儿思想和中国传统生养
方式而创生出来的， 切合了当前高文化素养家庭的需求。 为
了塑造强化自我意识的新型人类， 作者有意识营造志同道合
的育儿小环境， 团结一批有共同追求的同龄儿父母， 以座谈
会、 微信群交流等方式探讨育儿难点盲点， 互相学习， 鞭策
前行。 这种做法， 极值得推广。 开放式的学导相长中， 不仅
能够提升父母的育儿理念、 管理水平， 而且会让孩子更宽
容， 更自信， 更有生命活力。

此书以日记体探究了生活仪式感、 积极情绪感受、 消极
情绪应对、 同情心、 安全感、 适当乐观、 专注力、 自控力、
耐挫力等19个问题。 形式上， 类似周记感悟， 内容上涉足了
十岁内儿童成长的基础性关键与核心———人格上追求阳光向
上， 体格上导向健康活泼， 学格上达到奋发进取， 心格上趋
于宽容友善， 社交格上开放平等。 这种外表看似松散平实而
内在凝练聚核的结构， 巧妙而少露痕迹， 可看出作者的匠心
独运。 作者看似只是孩子生活故事、 家长育儿经验交流的记
载者， 积极心理学指导下家庭教育方法的编辑者， 但背景是
她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在潜然引导事件发展的走向， 看似轻描
淡写的记载、 编辑， 贯穿始终的是她的指导。 因此， 我们能
愉快、 轻松地阅读此书， 在读后反刍时觉得意蕴无穷。

朱丹自称此书是送给女儿十岁的礼物， 但其实又是送给
所有欲培育健康快乐、 幸福自律孩子的父母的厚礼。 正如书
封面广告语所言:“爱是一种本能， 如何表达爱却需要学习。”

（《爱你365天———积极心理学理念指导下的家庭教育》
朱丹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曾国藩》 修订版
唐浩明 著 岳麓书社

《曾国藩 》 是唐浩明精心创
作的长篇历史小说 ， 以真实历史
为依据 ， 叙述了曾国藩从湘军起
兵到战胜太平天国 ， 再到位极人
臣的过程 。 《曾国藩 》 修订版对
书里书外涉及的人物关系 、 官场
制度 、 社会风俗等方面 ， 均进行
了深入的解析 。 同时 ， 借助数字
化技术升级 ， 通过视频讲解 ， 更
详尽地还原了与曾国藩相关的历
史事件。

《南极之南》
毕淑敏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以旅行为线索 ， 写的却
是不一样的人生和思考， 它有着
温暖而坚定的内核， 展示的是对
生命的善意与真诚， 如涓涓暖流
穿透人心 ， 让我们的内心柔软 、
安宁， 更加强大。

读有所得

底层叙事的灵性书写

从故事到人心的勘测

我写我书

父亲与我的文学启蒙

好书导读

今天我们
怎样爱孩子

走马观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