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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杰伟

一本《十麻子传奇》摆在了我的案
头， 我竟有如获至宝、 重见旧友的感
觉。

2009年的端午节期间，我回新化科
头棠里老家过节， 经过新化大桥电影
院。 那里，各种摊贩占住影院前边的空
地，我突然一眼瞥到了一个书摊，便走
过去瞧瞧。 只见一个50多岁、个子不高、
晒得黑黄黑黄的农民，用两条春事凳架
起一块农家老式门板，门板上堆满了红
色调封面的图书《十麻子传奇》。

说真的，看到这本书，我首先感到
的是莫名的惭愧。 为什么呢？

1986年我在娄底师专读大三最后
一个学期时， 一个新化籍的同班同学
邹联和来到我的寝室， 跟我慎重地约
好：毕业后我们两个合作，好好地把新
化民间流传的十麻子故事挖掘出来，
整理成书。 我对这个提议深表赞同。

可是大学毕业之后， 我们被分在
不同的学校教书，基本上没有联系了。
我一个劲地想考研，真正地跳出山区。
后来又漂泊在外，历经坎坷；继而又在
一家报社当记者， 天天与大小官员和
老板们打交道， 日子过得忙碌而“风
光”。 整理十麻子故事一事，虽说没有
忘到脑后， 却压根就没有将其当作一
件事来做了。以至20多年过去，根本就
没有“动工”。

现在，一本黑纸白字的《十麻子传
奇》出现在我的眼前，这事居然让一个
农民作家给做成了！ 幸亏我不是当着

这个农民兄弟立的誓愿， 要不我在他
面前真的无地自容。

我跟作者张超进行了简短的交
流，问他这本书卖得怎么样？ 他说，卖
了一万多册。 我心里“呀———”的一声
叫了起来：天啦，一万多册！ 按现在出
版社的定义， 卖到一万册就是“畅销
书”，一个农民的书是怎么卖到一万多
册的呢？ 他说，他几乎每天都到新化农
村几个大的集市上去， 就像今天这样
摆着卖，还给读者签名。 我暗暗地赞他
了不起。 其时我虽然也出了几本书，但
不怕各位看官见笑， 我第一本书印了
5000册，当然是书商印的，与我无关，
就不说了。 我的第二本书自费出的，印
了1000册， 至今还有200多本在家里
的书柜上。 后来的书，也顶多印到三五
千，都是到处找关系去卖。 说卖书就像
卖“老鼠药”未免太过夸张，但要说摆
在大街上卖，能卖一万多册，而且就在
农村集市卖，我肯定做不到，相信很多
作家也做不到。

这是我与张超第一次见面， 也是
最后一次见面。

他是怎么采访、挖掘、整理这本书
的？ 由于时间匆匆， 我都没有来得及
问。 我想，下次有时间，给他作个专访。
这样的民间文艺人士， 真是难能可贵
啊。

可是， 就像写十麻子故事的想法
一样。 采访张超也只是有个想法，一直
没有付诸实施。 直到有一天与新化的
朋友说起张超，说我想去采访他时，朋
友肯定地说：张超已经逝世了。

怎么就逝世了呢？ 张超比我只大
了两岁呀！ 我对此一直半信半疑，但又
无处核实。 因为经过几次搬家之后，我
那本《十麻子传奇》也不知归到何方神
圣的手上去了。 好几次想网购，也是过
了就忘了。

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地，我真的从
网上淘了一本《十麻子传奇》，一看，还
真是那本书，并且有张超的签名。 是张
超签赠给某人的。

虽不是我原来买的那本书， 但我
依然有宝书失而复得之感。

十麻子的故事在新化民间口耳相
传， 流传了近千年。 虽然有不知天高
地厚的清高文人贬低这本书的文学
性， 但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写得不错
的。 以前听过的许多十麻子的故事有
不同的版本，而且知头不知尾，这本
书把十麻子这个历史人物的故事有
头有尾、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了。 我
甚至觉得，张超的文学地位，与记录
鬼故事的蒲松龄有得一比。 可是，就
是在新化文坛，估计也没几个人把张
超当作一个作家，当作一个有成就的
民间文艺家。

拿到这本书时， 我直接翻了我印
象最深的尾页， 寻找那里留下的两个
联系电话。 第一个没有打通，第二个居
然打通了， 那是张超堂哥张绍隆的电
话。 张绍隆说：张超早就死了，51岁的
时候就死了！

“高手在民间”，但民间文艺高手
们生活之艰难，追求之不易，又有多少
人重视或挂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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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鑫森

这几天， 我一直在兴致勃勃
地细读陈文潭小友即将付梓的
《守土集》。 在我年过七十的昏花
老眼中，文潭还很年轻，虽已过知
天命之年，以当下流行的界定，依
旧是中年最好的时光。 他20岁时
已进入文艺评论的行列， 春去秋
来，堪称名副其实的“老将”了。 这
本文艺评论集， 是他从历年众多
的评论作品中精选出来的， 举凡
文学、绘画、书法、戏剧、音乐、摄影
皆有所涉猎， 正如老友寻坚评价
的12个字：“思想深邃，才思敏捷，
运笔机智。 ”

书名《守土集》，这让我想到
“守土有责”一语。 作为株洲市文
艺评论家协会的掌门人和身体力
行的评论家，他的视域和精力，首
先是关注、阅读、评析、推介这一
方水土的文艺创作， 几十年如一
日，殚精竭虑，功莫大焉。 当然，他
也涉笔乡土之外的文艺家和作
品，如谢璞、林希、姜贻斌……传

神取貌，绣口锦心。 但对株洲的文艺家，他倾注了
更多更浓的情感与寄望，则是不争的事实。 比他年
长的，如郑玲、刘强、叶之蓁……与他同代的或更
年轻的，如刘波、万宁、秦华……因他与被评者彼
此熟谙，知根知底，写来往往得心应手，亦公正亦
丰盈。

他领导的协会创办了一份以评论为主打的报
纸，一直坚持到如今。“观察”与“守望”意思相近，
为乡土文艺鼓与呼，其声高远。 同时，文潭在春光
秋色中，以文艺评论为主项，耐得住寂寞，甘当配
角，乐为人梯，为株洲的文艺繁荣默默耕耘。 以他
的才华而论，完全可以多操持几种文艺样式，但他
心无旁骛，以“守土”自励，这是很了不起的！

文潭的评论，很少高头大章，大多短小、精致，
见思想，见性灵，特别是一些具有诗意和哲理的关
键性评析，耐读而让人颖悟。

他评价女作家万宁的小说：“有一个很好的切
入点，能够用独特的眼光透视大千世界。 她是新闻
记者出身，多年的职业生涯对她观察社会生活、体
察人情冷暖、发掘创作素材的能力很有帮助。 比如
《麻将》，素材就是一个仇富的新闻故事，类似事件
在记者生涯中是经常能碰到的， 她的小说往往能
以这样的新闻事件为切入点。 ”

他评说老画家黄大希的漫画：“大希先生的
‘糅画’，就是在漫画的基础之上，糅入国画的一些
技法，在有限的篇幅之内，使画面更生动，情趣更
盎然，情境更诙谐，观者更喜爱。 ”

他评析吴安浩诗集《一天一夜》：“在安浩先生
的笔下，儿时的生活、校园的记忆、父母之爱、手足
之情，无不闪现出诗歌艺术的灵光，感动着‘生命
的光芒’。 人到中年，逐步走向成熟，早先的激情得
到沉淀，如久藏的美酒更加醇和……”

文潭的“守土”，不但“有责”，而且“有成”。读者自
可在集子中去细细品味。我以为他之所以在文艺评论
上取得可喜的成绩，与他的多藏书、勤读书有着十分
密切的关系。 他在《我的书房“听雨楼”》一文中，透露
出许多信息：“回首往事，五十余载，四度置办‘书房’，
个中况味，不一而足”；“说到藏书，主要是两类：一类
是自己多年收集、购买的，一类是诸多师友赠送的”；
“我以为，正如大学不必强调大楼一样，书房也不一定
强调面积、设施，只要能放得下自己喜爱的书籍，只要
能提供阅读、写作之用。 ”

古人说：人生第一快事，无非读书。 对于文潭
来说，还有一件快事，即评书。 这“书”，是一个文化
符号，涵盖了文艺方面的林林总总。 我祝他在文艺
评论上，取得耀人眼目的业绩。

解锁历史的密码

陈 良

中国是历史悠久并注重“修史”的国度，流传下来
的史料（正史与野史）浩如烟海，哪怕穷尽一个人毕生
精力也难以全部通读。 史料看上去很多，具体到某个
人或某个事件，往往只有片言只语。是故，知名学者刘
绪义认为，一切历史都只露半边脸。 官修《明史》历时
百余年，呈现出来的只是“半边脸”；那些民间的方志、
族谱、笔记，呈现出来的照样是“半边脸”。

《历史只露半边脸》一书，按照作者刘绪义的话
说，就是让读者能看到没有露出的“半边脸”。 在本书
序言里，作者开宗明义指出，我们无法去改变历史，但
是我们可以改变对历史的看法。 所谓“看法”，就是对
客观事物的见解。对于同一事物，人们会众说纷纭，提
出种种见解。同理，对于同一历史人物或事件，人们也
会提出不同的见解。 问题在于，只有正确的见解才有
价值。 所以，学者看历史，关键是怎样看，提出怎样的
见解。

本书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重新进行考察与分析，
解开破译真相的密码，不仅让隐藏的“半边脸”显露出
来，而且提出令人信服的见解。以往史家或学者，大都
依据露出的“半边脸”（表象）做表面文章，喜好贴标
签，将繁杂问题简单化，把深层原因浅显化，乃至得出
一些似是而非的结论。 刘绪义是学哲学出身的，他说
自己对历史的兴趣纯然是出于好玩兼好奇。“无心插
柳柳成荫”，正是因为深厚的哲学修养，使得他善用哲
学方法观察与思考，不会被表象所迷惑，也不会落入
前人的窠臼。比如，关于酷吏，有学者归因于法家思想
的影响，也有的说是法儒融合的产物。刘绪义则认为，
酷吏既不属于儒家，也不属于法家。 不能以官家倡导
什么，就用什么贴标签。因为“事实上历代王朝从来没
有一个稳定的主义，汉代无论‘以孝治国’还是‘独尊

儒术’都只是一个幌子。 ”此言震聋发聩。 王朝如同人
格化的个人，唯有“观其言、察其行、知其底”，才能做
出准确的评判。

腐败是一个沉重的历史话题。 可以说，没有哪个
王朝没出现腐败问题，也没有哪个王朝不是因腐败而
灭亡。 为什么历代王朝不断重复前“腐”后继的故事？
在《西汉开国腐败的制度原因》一文中，刘绪义找出了
问题的症结。 历代之所以屡陷腐败泥潭无法自拔，主
要是家天下的体制设计，历史上的王朝更替，并没有
信仰追求，只是成王败寇，即便是李世民、朱元璋等英
主深知腐败对于政权的危害， 并采取各种控制措施，
其目标也只是保住自家的皇权；与王朝共生的官僚集
团也没有所谓的信仰， 有的只是对荣华富贵的追求。
由此看来，腐败不仅是制度设计问题，而且与文化习
俗相关。

唐太宗将历史喻为一面镜子， 可以照见历代兴
替。但是，历史只露半边脸，直观地感知并不能获得正
解。 刘绪义透过未显露的“半边脸”，以其理性思辨与
逻辑推理为不少令人困惑的问题寻找答案。《同样是
沿海，齐鲁两国差距咋那么大》，让我们明了“不同的
政治与改革思路与文化政策”， 导致齐鲁两国命运迥
然不同。《蜀汉灭亡后吴国为何变成纸牌屋》，从孙皓
前期有所作为到后来胡作非为，推出“穷折腾是一个
国家灭亡的征兆” 的论断。《清朝官员说话方式的嬗
变》，展现清朝官员从说好话到不说话、再到说假话的
嬗变过程，最后得出“晚清的失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败在地方官的谎话上”的结论。《西汉政坛上的不安全
感》， 说出了历代王朝的通病， 在充满阴谋权斗的宫
廷，“没有制度的保障，任是帝王、后妃、王子、丞相、功
臣都没有安全感”。

物理学上有不确定性原理，意思是说粒子的位置
与动量存在不确定性。其实，历史也存在不确定性，历
史决定论并不能解释一切。 历史具有双重性，有必然
性，也有偶然性。 不少学人迷信权威，注重必然性，而
忽视偶然性。 刘绪义观照历史的双重性，对偶然性有
独到的见解。 比如，他指出汉武帝“独尊儒术”并非历
史的必然，有时候决定历史命运的恰恰就在于它的偶
然性，或者只是在于某些人的一念之差。在《历史上那
些“任性”的改革者》里，刘绪义从另外角度审视吴起、
商鞅、王莽、王安石、张居正等改革者，指出他们改革
失败有一个共同原因， 他们都有坏脾气（骨子里任
性），以任性、强力意志推行改革，往往使改革走向另
一面；假如他们脾气好，有可能化解各方面阻力，改革
也许能成功。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不过刘绪义给
了一个成功案例， 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也曾遇到巨
大阻力，但他的好脾气最终成就了他的改革事业。

我与刘绪义并无深交，只因在一家央媒上与他一
同开过专栏而知其人读其文。拜读《历史只露半边脸》
过程中， 不时为他的精湛分析与深刻见解所折服，同
时也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共鸣。 如今，这部佳作正在
全国书市畅销，相信会赢得广大读者的垂青。

（《历史只露半边脸》 刘绪义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穿越时空的
价值印记

唐月娥

《穿越时空的价值印记———国学经典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何继善院士题名、
张尧学院士作序，中南大学董龙云、杨雨教
授主编。 该书因其厚重的文化底蕴、鲜明的
价值取向、生动的现实关照、鲜活的语言风
格，深受读者喜爱。

本书选题视角独特，力求融国学经典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于一体，深入挖掘国学
经典古诗文的时代价值，以国学经典系统阐
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弘扬国粹，传承经典，坚定文化自信，
增强道德自觉，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本书共分三册，内容设计新颖，分别从
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 社会层面的价值取
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进行解读。 每册分
别从相应层面的四个主题展开。 每个主题由

“主题简述”开篇，每章前面有“导读”，“导
读”之后并列“经典阅读”“鉴赏指津”“趣味
故事”“古为今用”“知识链接” 五个部分，相
辅相成，浑然一体。

全书注重表达创新，既考虑传统经典的
艰涩，又注意到纯理论的枯燥，试图把国学
经典、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现实生活贯通
起来，把思想性、经典性、趣味性、实用性融
通起来，语言清新、质朴、活泼，故事生动、形
象、感人，标题精炼、大气、工整，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 这套书以“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
量”为宗旨，以相关国学经典古诗文为切入
点，通过对经典的解读，探寻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亘古不变的经典价值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时代价值，探寻中华文化传承发展
的初心，探寻当代价值认同的初心，使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根植于心，使国学经典
永远散发出熠熠夺目的光彩， 瓜瓞绵绵，晖
光日新。

（《穿越时空的价值印记———国学经
典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董龙云 、杨雨
主编 中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简单甚好》
丰子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丰子恺在简单中
见快乐的人生哲学，表达了人只要
怀抱一颗简单的心，一切向自心寻
找 ，就能摆脱生活的苦 ，把生活过
得有趣的人生观。

读有所得
书与人

与农民作家一面之缘
微书评

特别推荐

走马观书

《强国长征路》
王文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作者走访调研了近百个国
家，从全球“未有过之大变局”讲
起，分析中美博弈的长期性，解剖
“一带一路” 的细节与未来脉络，
论证全球治理对中国社会的 “成
人礼”意义。全书还提炼诸多强国
崛起的思考， 畅想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