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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感人
至深的亲 情 散 文 ，
文字清新简白 ， 真
挚朴实 。 主要表现
失智父亲在逐渐遗
忘的时空 长 河 里 ，
迷失自我 、 孤立无
助的境况 。 女儿是
如何一步步走进他
的世界 ， 安抚他的
焦躁 ， 抚慰他的孤
独 、 害怕 ， 让他在
生命最后的时光里

安然度过， 活得有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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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禹琳

《大清相国》 增补三万字
妥帖安放好每一个汉字

《王跃文作品系列 （2018年版）》 由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 收入了王跃文30年写作生涯的10部重点作品， 包
括 《国画》 《梅次故事》 《苍黄》 《爱历元年》 《大清
相国》 《朝夕之间》 《亡魂鸟》 《无雪之冬》 《幽默的
代价》 《漫水》。 既有对现实百态的锐利表达， 又有对历
史长河的人文发现， 也有对原乡故土的深情回望。 王跃
文说， 每一部作品都是自然而然地呈现， 并没有刻意地
规划何时写什么， 但30年后回望， 还是发现有“现实·历
史·原乡” 这样一条清晰的路径。

在这些作品中， 2007年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 《大清
相国》 畅销百万， 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而此次新版，
王跃文修订增补了3万字。

为什么要如此劳神费力呢？ 王跃文介绍， 因 《大清

相国》 先是为影视公司写的剧本， 虽然当年改成小说出
版， 已经费了很大功夫， 但历经10年， 他又从头到尾对
所有的人名进行了修订， 对一些细节进行了全面梳理，
使作品的文学品格得到了提升。 王跃文认为汉语言太微
妙， 太值得作家尊重， 虽然没有修改主要故事情节， 但
他要妥帖地安放好每一个汉字。

《朝夕之间》《亡魂鸟》被忽视
超越“官场小说”挖掘的是人性

很多人说起王跃文， 就把他与“官场小说” 画等号。
王跃文坦承自己的作品除 《大清相国》 外， 少有故事情
节， 都是力求真实客观、 细致入微地呈现人物的日常生
活， 希望自己秉承一支史笔， 让后来的读者能在他的小
说里读到一个民族的历史。 这种真实使很多人以为他小
说里的主人公都有原型， 但实际上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都是他虚构的。

龚旭东认为， 把王跃文的小说归为“官场小说”， 是
看低了他作品的价值。 他大多数作品的题材是对我们社
会现实生活关照、 审视和剖析。 而中国的“官场” 集中
了这个社会最优秀的人群， 凝聚了方方面面的典型， 更
辐射到我们社会的方方面面， 颇能代表这个时代的真实
面目。 王跃文真正要写的， 是有官员身份的“人”， 是人
在面临人生抉择与在社会关系中的迷惘、 困厄、 突围与
坚守， 因此， 开辟所谓“官场小说” 的王跃文其实超越
了“官场小说”。 王跃文写现实生活的作品中， 在 《国
画》 《梅次故事》 《苍黄》 之外， 《朝夕之间》 和 《亡
魂鸟》 被忽视和低估了， 这两部作品更深地往人的内心
深处挖掘， 真切而深刻地写出了苍凉的人生底色， 具有
很高的艺术品格。

王跃文回忆， 他1995年到河北参会， 时任中国作协
书记处书记兼创研部主任、 作家出版社社长， 现任中国
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对他说， 像 《秋风庭院》 这样的小

说， 写10个， 你就是中国文学的大家了， 当时他大受鼓
舞。 他觉得还有太多的东西没有展现， 包括 《秋风庭院》
的前世， 后来就写了长篇 《朝夕之间》。 而 《亡魂鸟》 的
写作源于在 《湖南日报》 上看到一个女知青的故事， 他
家乡的溆水边曾有一个知青农场， 小时候也和知青一起
玩过， 他就调动自己的记忆和一个作家对现实的还原能
力， 创作了 《亡魂鸟》。

《漫水》是经得起精读的作品
40岁后才懂得回望原乡故土

在王跃文所有的作品中，《漫水》 是他40岁后回望原
乡故土的作品， 获得了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有人认为，
这部对中国传统文化之真善美深情礼敬的作品， 可与沈
从文的 《边城》 媲美。 龚旭东读过五六遍， 认为这是一
部经得起精读的作品， 每次重读都有新的发现和享受。

王跃文回忆， 他很早就想写一部反映乡村生活的长
篇小说， 但40岁以前一直找不到办法进入写作状态， 那
些熟悉的乡村生活变得很隔膜， 但40岁以后， 它们却鲜
活地扑面而来。 2011年底， 正是他最忙的时候， 他背个
笔记本电脑走到哪写到哪， 写完最后一个字时潸然泪下。

王跃文也写杂文， 他的杂文集 《幽默的代价》 辛辣
而又犀利， 直击世道人心， 但王跃文所有作品里都蕴藏
着一股温暖的力量。 王跃文称自己写作时， 总要走到笔
下人物的心里， 去“体贴” 他们， 有时达到一种忘我的
境界， 作品完成后再读， 自己都惊讶当时怎么写得这么
好。

王跃文作品背后的“王跃文味道” 是什么呢？ 早在
2009年 《国画》 出版前， 王跃文写的多部中篇小说， 就
被出版社编辑认为有王跃文的味道， 后来王跃文在 《三
湘都市报》 用笔名写专栏， 仍然被读者敏锐地嗅出了王
跃文的味道。 30年后的现在， 王跃文变得更冲淡温润了，
但他称该犀利时仍然会犀利。

刘长华

改革 ， 是中
国过去40年发展
的引擎 ， 也是新
时代前行的动力。
在改革这趟列车上，“螺丝钉”
即基层的干部群众也担当着极
其重要的功能， 特别是对于那
些思想相对保守、 经济欠发达
的地区而言。 徐文伟的长篇报
告文学 《报春花》 正是立足于
一个不大为世人所注意的视角，
为锐意进取、 勇于创新的人们
书写了一部“群英谱”。

作品生动而深刻地呈现了
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原则。 想人民之所想， 急
人民之所急正是中国基层改革的“愿景” 和聚
焦。 《报春花》 涵盖了经济、 农村、 生态、 文
化、 社会、 党建和纪检等多个方面的大命题，
但它们无一例外都落在了实处， 落在与广大百
姓日常生活打交道的地方。

改革意味着攻坚克难， 需要壮士断腕的勇
毅和决心， 需要不畏艰险的力量和干劲。 对于
直面具体问题的基层而言， 这点尤为明显。
《报春花》 在乐观明媚和信念坚定的基调中， 并
没有回避问题， 正是在难题的基础之上凸显改
革的必要性、 时代意义和历史价值。 报告文学
所突出的审美特质———“问题意识” 和“现实关
怀” 从中得到恰切彰显。

“城管” 形象与执法向来牵动着市民百姓
的敏感神经。 诚如作品中写到“城管聘协管” ,
“这种现象确实是我国当前的一个问题， 一个难
题”， 而不少“被曝光的城管与群众冲突的事
件， 处理的往往是协管人员， 而不是编制内人
员”。 这是在考量城管执法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
神。 敢于对工作身份的“亮剑” 和勇于对工作
强度的增压便成了题中之旨。 有些地方城市管
理者能开动思路大胆探索， 通过“优化整合分
散的执法资源” 而有效化解了相应的矛盾。 城
管的担当、 自律和友好擦亮了城市的“名片”，
形象在市民心中焕然一新， 深得爱戴。 “一门
式” 政务服务所带来的缕缕沁人心脾清风， 这
样的清风显然来自痛改前非， 是对过往工作作
风和文化习惯的自我颠覆， “最致命的还是来
自内心。 如对管理者身份的固守， 对权力的眷
恋， 对工作方式的习以为常， 无一不是存在于
我们内心的顽疾”。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
头活水来”， 这“活水” 便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精
神、 求新意识和不断突破自我的能力。 《报春
花》 是在为这些基层改革者整列“成绩单”， 更
是为后来者书写“启示录”。 它是告诉基层的干
部群众要有忧患意识和发现问题的敏锐、 解决
问题的斗志。

“有埋头苦干的人， 有拼命硬干的人， 有
为民请命的人， 有舍生求法的人……” 鲁迅认
为这些就是“中国的脊梁”。 基层改革的主角便
是广大的干部群众。 报告文学离不开真实感人
事迹的呈现， 更离不开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塑
造。 《报春花》 在素材上取样20多个县 （市
区） 300多个机关单位、 乡镇 （街道办事处）
等地， 共采访了1220余人， 所述的改革案例都
是全国和全省有目共睹的典型， 并从中不断映
现出宏观的时代背景。 但人物塑造的重心都倾
向于行政雇员、 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城管员、
村长等身上。 他们在时代精神的召唤下， 变被
动为主动， 以改革者的主人翁姿态出击。 在改
革的攻坚战面前， 作为凡夫俗子的他们有苦衷、
有割舍。 针对这些丰富的内心世界， 作者除了
正面和侧面的访谈， 还“翻晒” 了他们的工作
日记和家庭私生活等， 还原真实的人性的同时，
也昭示了改革这一伟大的历史使命和文化精神
是深入每一个普通人的心怀的。

作品在从容的叙述、 冷静的描写中绘就了
一幅幅鲜活的人物图志。 富有意思的是， 除了
两三个长篇的“特写”， 更多的是“素描”， 这
种“素描” 就是以事带人， 人因事而显。 这完
全符合“螺丝钉” 的精神品格和文化想象。

《报春花》 应运时代、 选题新颖、 视角独
特、 立意不俗， 为新时代改革的“螺丝钉” 们
谱写了一支情真意切、 内容翔实、 风格清新的
赞歌。 基于严谨的社会调查， 又融入了自身的
切实实践和情感体验， 有理论素养和文化情怀，
能思想、 敢抒怀， 逻辑严密、 文字生动， 是一
种值得深入关注的存在。

(《报春花》 徐文伟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

苏潜

今年初，霍金去世，他留给世人的，除了耀眼的科学成
果和奇迹般的一生， 还有一本破纪录的科普著作《时间简
史：从大爆炸到黑洞》。 这是一本全球销量过千万，引发无数
人对宇宙和前沿物理兴趣的科普经典。 而在物理学家李淼
教授最新的科学启蒙读物《给孩子讲时间简史》中，他向前
辈霍金致敬，试图向孩子们讲述前沿物理学中时间的概念，
希望孩子也能轻松读懂霍金，理解时间。

时间， 是人类自诞生以来便试图去用理性描摹和认识
的。 古有夸父逐日，成为人类追逐时间的壮举中浓墨重彩的
一笔。 前沿物理学中的时间，更是藏着整个宇宙的秘密。 如
何给没有物理基础的孩子讲物理中的时间？《给孩子讲时间
简史》一书分四大部分：“关于时间的历史”、“时间箭头是怎
么回事”、“令人生畏的暴涨”、“谁是宇宙中最长寿的”，内容
科学严谨，语言生动活泼，文中还配上了许多充满童趣的精
美彩色插图，为孩子们把时间的故事娓娓道来。 每一章的末
尾都附有延伸阅读， 讲述一些和本章内容相关的有趣小知
识，为不同年龄段的小读者更深入的思考提供素材和路径。

前沿物理学的瑰奇和壮丽， 可以为孩子的想象力插上
科学的翅膀。 但哪怕真正的行家里手，也很难把高深的前沿
物理知识深入浅出地讲出来， 让小朋友既有兴趣， 又听得
懂。 在少儿科普领域已耕耘多年的李淼教授显然深谙此道，
“给孩子讲前沿物理学” 是李淼教授备受好评的口碑系列，
充分体现了他“只要方法得当，没有什么不能讲给孩子”的
科普理念，其中《给孩子讲量子力学》更是斩获了今年的文
津图书奖。《给孩子讲时间简史》延续了这一系列的经典风
格，口语化的表述，极日常的例子，用贴近生活的角度带孩
子们走进“时间”这个奇妙的领域：从古代到今天，我们是怎
么计量时间的？ 时间，也就是宇宙是怎么开始的？ 为什么时
间会向一个方向流动？ 以及宇宙里各种事物的寿命，等等。

因为是讲给孩子听，相比霍金，李淼教授更喜欢用类比
和举例，语言很口语，完全是和小朋友说话的语气，经常插
入一些科学家们有趣的小故事，再加上可爱的插图，读起来
一点不枯燥。 比如书中有一个比喻，形容我们整个宇宙的过
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面包不停地膨胀，而上千亿个星系就像
镶嵌在这个巨大面包中的葡萄干， 相互之间的距离随着面
包的膨胀越来越远。 非常生活化，很容易理解记忆。 李淼教
授还会用哈利·波特等孩子们熟悉喜欢的角色来举例，勾起
他们的兴趣。

这本书让小读者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里， 不知不觉就
走进了科学的殿堂，跟随时间的脚步，领略宇宙的浩淼与神
奇，在孩子们小小的心中，种下一颗科学的种子，如银河的
星子般闪闪发亮。

(《给孩子讲时间简史》 李淼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吴弘林

“真的猛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
淋漓的鲜血。” 理想与现实， 自古名家多有论述； 人
性善恶， 伦理学家从未停止过争论； 未来究竟如何，
人生是否值得活， 无数智者先知亦在积极探索。 英
国著名作家、 漫画家阿兰·摩尔的图画小说 《守望
者》 便是一部竭力寻求人的终极答案的书。 它入选
《时代周刊》 评选的1923年至今百部最佳英文小说，
被赞誉为“冷峻的心理现实主义之作， 它是图画小
说史上的一块丰碑。”

《三体》 于2015年拿下了科幻小说界最高奖
项———雨果奖， 其实 《守望者》 以一部图画小说的
身份在1987年也拿下了雨果奖。 《守望者》 的故事
背景设置在美苏冷战时期， 一个核战随时可能一触
即发的时代。 意识形态掩盖下的利益争夺， 战争阴
影的长年笼罩， 让每一个个体选择为政治让步， 向
利益妥协。 所谓人情也被惶恐与紧张取代， 人与人
间只剩表面的友善了。 处在充满危机的世界， 希望
亦成了一件危险的东西。

《守望者》 中的英雄们想将世界从这种危机感
中解救出来， 但这时蒙面英雄已被定义为非法分子，
他们不得不扺抗社会的排斥与驱逐去尽力完成自己
的职责。 在解救途中， 正义， 救赎与未来的定义遭
到英雄们不断的反思与质疑， 最后的结局令人拍案
叫绝。 书中不断出现的名句“谁来监管守望者？” 道
出了阿兰·摩尔对英雄主义最深刻的质问。

《守望者》 的确是在讲述一个英雄拯救世界的
故事， 但绝不是正义战胜邪恶的简单套路。 在书中

的世界中， 你看不到纯粹的正义与邪恶， 难以分清
孰是孰非。 英雄， 群众， 政府， 每一个角色都极其
复杂， 宛如现实生活， 这要多亏了书中震撼人心的
心理学特征描述。

不少读者读了此书后都感慨人性本恶。 的确，
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必然对社会有着深刻揭示， 对
人性有着深入的挖掘。 但笔者认为 《守望者》 要说
明的并非人性本恶， 而是证明人性的脆弱。 当理想
与现实发生冲突时， 我们该如何抉择？ 是直至身死
而持理想不死， 还是随现实妥协？ 《守望者》 的英
雄们怀着救世的理想， 却只能学会妥协， 以求最大
程度地挽救危局。 妥协能带来利益的最大化， 无疑
是一种成熟的智慧； 而拒绝妥协的最后结果可能不
尽人意， 但这是崇高人格的体现。 二者从来没有对
错之分， 关键只剩选择。

诚然， 《守望者》 是一本颇为沉重的书， 但此
书的目的除了揭示现实与人性， 亦含有启迪， 启迪
我们在任何时刻都要心怀光明， 不断奋勇前行， 纵
使妥协也不忘初心。 《守望者》 既是一部关于脆弱
人性的悲剧， 亦是一曲赞歌， 对于那些不断为自己
理想而拼搏， 不计成败， 挣扎着守住温情、 坚守自
我的人们的一曲赞歌。

一部好的文学作品是能够疗救人心的， 只不过
有些如春风和煦， 有些如寒风刺骨。 《守望者》 在
揭露尽现实之后才遇见理想， 在经历了所有的黑暗
后再憧憬光明。 诚如书后结语所言： “那会是一个
坚强的世界， 坚强并充满爱的世界， 死得其所。”
未来如何， 我们都难以预料， 但是现在， 我们仍可
以好好把握， 好好活着。

读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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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推荐

史笔般的真实
———王跃文创作路径

11月 18日下午 ， 湖南首家公园内的
书店长沙乐之书店·天心店启幕第一天 ，
就迎来了以 “现实·历史·原乡 ” 为主题
的 《王跃文作品系列 （2018年版 ） 》 新书
发布会 。 现场 ， 创作逾 30载的湖南省作
协主席 、 著名作家王跃文与著名文艺评
论家龚旭东对谈 ， 剖析了他的作品成功
打动一代又一代读者背后的 “王跃文味
道 ” ： 史 笔 般 的 真 实 、 对 文 字 的 敬 重 、
温暖的力量 。

湘版好书

时间里藏着
整个宇宙的奥秘

我读经典

《守望者》：人性的脆弱之书

走马观书

《曾国藩 （唐浩明讲解版）》
唐浩明 著 岳麓书社

本书独家收
录唐浩明先生历
时一年录制完成
的1000 分钟讲解
视 频 。 视 频 中 ，
唐浩明先生为读
者逐章详解书里
书外的世相人情，
帮助大家把握历
史脉络 、 理清人
物关系 。 无论是
书里涉及的各式
人物形象 ， 还是

宦海风波、 社会风俗等方面， 唐
浩明先生都对其进行了深入的分
析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