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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惯了方志四平八稳的模样，再看到
龚军辉所著《点墨长沙》截然有别的样式，
如一股春风，让人精神一振。以散文化的
形式来处理长沙地史方志，《点墨长沙》属
于创新，颇可见严谨志书和活泼文艺书写
的结合，因而也颇可琢磨与研究方志的新
颖写作。

《水经注》以来的传统地史方志，给人
以刻板印象，其图书结构一般由地理特
征、历史大事、地方物产、人物传奇、诗词
歌赋、发展规划六个重点部分构成，几者
之间差别显然，如似木桩定位。但《点墨长
沙》突破了这一拘囿，虽然主要重点并未
切除，但将其融为一体，有叙有转，有绘有
评，有咏有论，既充分展现了长沙的优美
山水风景、丰富人文历史、传奇人物故事、
深厚物产资源、珍贵遗存文章，又精确挖
掘了长沙的千古精神底蕴、特定气质嬗变
及剖析了其成因条件、可预轨迹，更具艺
术感染力。譬如写岳麓书院，作者就以三
个片章来刻画：“悠修千年办学史，不断书
生意气”，突出其历史底蕴之厚重；“寂寂
明清建筑学，留垂后世典范”，以建筑为抓
手全面扫描其景观人文；“涓涓细流浇花
木，栋梁才俊屡现”，透析其成才渊源，有
画龙点睛之妙。更为重要的是，43 篇万字
以上长文，可谓将 43 个景点描述得淋漓
尽致，作者又各抓住其景物（景点）特点，
不遗笔力。譬如写山：岳麓山，突出其忠
义；大围山，表现其力挽狂澜；道吾山，精
绘其佛义育人；沩山，彰显其创业不易；芙
蓉山，昭示其五福乞丰；黑麋峰，着墨其传
统感召；谷山，速写其人文影响；大王山，
点笔其王道大义。这样，景物描绘充分丰
富，故事讲述生动曲折，人物剖析有理有
据，文学锲入浑然一体。更叫人称赞的是，
作者利用文体优势，于每篇末添设“画外
之音”，或叙事增谐趣，或议论强主旨，或
抒情鼓士气，有着传统方志非可比拟的吸
睛点。

作为已有一定影响力的中年作家，龚
军辉把诗性带入了方志整理创作之中，亦
把自己的人生经验、读书体悟融于笔尖。
在《靳江：绿杨深处听离骚》中，他咏叹道：

“滚滚东逝靳江水，一首欢歌一曲泪，却不
觉，他只付予了悠悠白云、青山倒影！想
想，我看幽水多妩媚的自作多情，又是多
么愚顽与矫作！”而在《定王台阁：独来酾
酒奠余晖》中，他沉思说：“不知什么原因，
定王刘发虽孝，却没有进入中国顶级孝道
排行榜——二十四孝之中。不少人以此为
憾，认为对刘发不公。其实，个人以为，曾
经的繁华富贵都在历史长河中如烟云消
散，只有精神文明的传承，会在岁月的洗
涤中越显坚韧。刘发的孝，不只是构建了
长沙人的家庭思维底线，更是让长沙文明
的内核在严苛的家国统一思想体系中光
芒熠熠。”

全书 43 篇文章扣住“长沙精神的前
生、今世及未来”作笔，但又立足不同层
面、不同角度来进行细绘精雕，尤其入题、
视角颇可肯定。从入题言，作者采用的方
式多种多样，譬如《古开福寺：漫索诗篇问
诗玄》的开门见山，譬如《朱张渡：潇湘洙
泗德犹馨》的漫笔收凝，譬如《城南书院：楚
材君子六千人》的比较凸现，譬如《明德学
堂：上下求索屈子魂》的大开大阖，譬如《靖
港古镇：只今一叶秋声动》的诗词入画……
从视角上说，11座山、9条水，重在以其优
美景致勾勒为主而探究长沙精神的地史
条件；12 个城市景点、11 处文化地标，重
在以人文历史渗透社会生活而品悟长沙
精神的补注锤打，发掘其思想脉络走向。
这些纵横交叉的观察、透视，如同细密的
血管，把长沙精神激烈的心跳作了精彩呈
现。

地史方志，强调的是彰显志书的查考
价值与学术价值，或二者兼得。《点墨长
沙》显然兼而有之。在查考价值上，其资料
性、实用性和检索性皆备，为避免传统志
书的古板，作者将原集中于文末的“注
解”，化整为零而入文，但引文出处皆清晰
可见，足证作者立足于志书记载史料的初
心。在学术价值上，作者更是把可读性、著
述性看得特别重要，采用散文化表达解决
可读性，探索长沙精神这一包含广泛而又
具时代意义的显性话题，更具学研参考价
值。从作者呈现的文本看，他的开掘，不只
是重现了其历史进程、预测了其发展趋
势，而且剖解了其对长沙人精神骨骼组成
的意义与作用、转轨与条件、动因与实果，
既全面又独特，既有文化学术深度性，又
有内容立体存在感。大量的排比分析、对
照省思、正反典型，都大大增强了其研究
价值，从而让人更易看清长沙精神的本来
面目，有穿透现象看到本质的洞邃与深
沉。

作为以散文书写的长沙地史方志，
《点墨长沙》作出了有效的探讨，其创新的
形式，给人以启迪。
（《点墨长沙》龚军辉 著 岳麓书社出版）

如果我们做一个调查：试
问当今社会最时尚也最有用的
工具是什么？估计百分百的答
案是手机。

因为手机的功能实在太强
大了。有了手机万事不求人，所
以我们才有机不离手、手不离机
的说法。手机百态也就是世情百
态、人生百态，于是我们就有了
目不转机，手不释机，见机而作，
得机忘怀的说法。多数人都有一
时一会儿离开手机都会发慌的
感觉，遇到要关机的场合，都会
极不自在。2020 来了，5G 时代
已经开启，我真的不知道手机会
给我们一种什么样的惊喜。

当然，手机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会有一些问题，如泄露私
人信息，让骗子横行，诈骗电话
不停，给许多人带来损失和困
扰。手机拉近了远方的距离，却
疏远了身边的人。聚会时建个
群哄抢红包，但过后大家都忘
了，既忘了这个群，也忘了群里
的朋友。

新哥是一个有心人，好多
年前他就开始收藏手机，现在
又以手机世象为主题，创作了
百余幅素描，将我在上面所说
的手机百态描摹尽现，并配以
文字，结集而为《翻页》。

作者回顾自己走过的岁
月，先是读书，后到学校教书，
再到出版社编书，一辈子与书
打交道。但新哥没有忘记自己
的专长——画画。近些年抽空
将手机百态画了下来，累积而
有了本书。

翻页，翻去的是岁月，留下

的是沉思。正如作者在《写在前
面的话》中所说：“一日又一日，
一年又一年，岁月就这样在我
们的不经意间流走了。”

《翻页》整个图书的主色调
是黑白两色。白者极白而黑者
极黑。大概在新哥的眼中，一天
由黑白组成，世界也由黑白组
成。去年新哥去了一趟西藏，这
段雪域高原的经历在书中也有
浓墨重彩的反映，照片被处理
得或抽象或具化，人物如同雕
塑般硬朗，而雪山如木刻版画
一般鲜明。

整本《翻页》，文图结合，文
字洗炼而插图有味，我问新哥
这些素材从何而来，新哥说隽
语来自朋友，灵感来自生活，故
事来自周边，形象来自际遇。读
到其中的一些话，我都会会心
一笑，如“我有一个可怕的念
头，我的长相妨碍了别人。”“无
所事事，就会躁动不安。”等等。
外省人说铁血潇湘，又说不到
潇湘岂有诗，其实真正的潇湘
是活色生香的，是琳琅满目的，
也是有味有品的。大家都说湘
菜多味，湘女多情，湘水多姿，
我想说的是湘书多品。不信，请
读读《翻页》。

新哥今年进六十了，朋友
们早就吆喝说搞个活动庆祝一
下。但新哥不做，说不做寿做本
书吧，于是就有了这本《翻页》。
我以为这是非常有意义也有意
思的事情，祝愿新哥翻过这一
页后，人生迎来更美好的一章。

（《翻页》陈新 著 湖南人民
出版社出版）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王充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人的千年心灵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人文
精神史。它以优雅的散文梳理了中国人文的脉络，描绘中华三千年文
明史上先贤的心路历程，写出了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传承文脉而明道、
修心、守正、创新等叱咤风云的往事，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胸怀、内涵、
坚守、情操。

《亚洲家族物语》
[日] 濑户正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日本摄影协会奖、木村伊兵卫奖获得者，日本摄影家濑户正
人的自传性质图文随笔，也是其家族的变迁史。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到
九十年代，叙事的时间跨度约半个多世纪，叙事空间则随着作者人生的
足迹在泰国乌隆、曼谷，日本福岛、东京，以及越南河内之间徘徊。

刚刚过去的 2019 年，于家
国而言，抒写了浓墨重彩的盛世
华章。于小我而言，虽无建树，却
也有着平淡中的不寻常。在我收
藏的众多词汇中，内心鲜活着一
个关键词——“感动”。

几年前，我利用闲暇时间
采访写作完成了《中国失独家
庭调查》一书。没想到的是，在
这么一个日新月异的新媒体时
代，在书出版发行了几年后的
2019 年，我依然收获了诸多刻
骨铭心的感动。

我感动于一次次千里的
相见，感动于一份份执着的爱
心,感动于一次次感动后的感
动……

12 月上旬，奇寒无比的一
天，办公室虚掩的门被轻轻推
开，伸进半张老人的脸，问，是
韩老师吗？我说，是。她拖着一
口行李箱一步跨入办公室，“终
于找到您了！”她说，读了《中国
失独家庭调查》，又从报纸里知
道我生活的城市，便找了来。原
来，她是江西赣州的，在当地的
一张小报上看到了我的报道，
里面一句话透露了我生活的城
市——怀化。缘报寻人，大海捞
针啊。我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吗？老人说，没有，只是为了来
看看您，当面对您说声谢谢！我
感动得不行，决意留老人住下，
老人婉拒。最后她说，只求我将
她推荐给她周边的失独老人，
因为她学的是护理，可以为需
要帮助的失独老人服务。说完
这些，便急着要走。我只得送她
下楼。她一脚跨进冬日的寒风
里。看着拖着一口箱子、在寒风
里颤颤巍巍的沧桑背影，我再
也无法控制涌流的泪水。

而这样的相见，又何止她
一人？

2019 年 12 月 7 日，广州爱
心人士邓放国及他的团队向全
国失独家庭发出邀请，请大家
相聚萍乡。来自全国 12 个省区
的 50 多位失独父母来了。会
后，他们才告诉我，因为知道我
参会，所以，再忙也要来。一位
辽宁省辽阳市的大姐，老伴患
病多年，离不开她的照顾，为了
能来，不得不以每天 300 元的

工资请了一个护工，而她则坐
了两天三夜的绿皮火车，穿越7
省市行程 2390 多公里。见到我
的那一刻，她激动地说出一个
字：值。

这次聚会，缘于一年前的
一次相见。2018年11月上旬的
一天，爱心人士邓放国带着他
的 CEO 团队，突然出现在我面
前，每人怀揣一本《中国失独家
庭调查》，翻开书页，字里行间
划下了圈圈点点的线条和符
号，书页的空白处写满了密密
麻麻的感想文字。他们之所以
来找我，是因为他们在做公益
时，知道了《中国失独家庭调
查》这本书，于是团队骨干人手
一册，大家划重点、作笔记、写
感想。之后，他们决定找到这本
书的作者。辗转多地，通过多
人，终于联系到我。他们说，他
们的唯一目的，就是通过我牵
线，走进这个群体，去关爱他
们。我先是愕然，继而怀疑。但
最终我还是选择了相信。他们
组织了三人小组，走进一个个
家庭，手牵手，面对面，并花巨
资在江苏盐城大丰建起“绿色
生命纪念馆”，免费为死去的孩
子制作精美的水晶牌位，安放
其中……渐渐地，质疑声、排斥
心如冰雪融化般消除。正因为
此，邓放国提出了这次萍乡聚
会的倡议。

在萍乡，大家像过节般度
过了难忘的三天三夜。特别是
当去到准备建造养老基地的东
桥镇长塘村时，蓝天白云，青山
绿水，鱼塘水库，建设中的美丽
乡村历历在目，喜悦之情无以
言表。活动结束后，他们写下了
这样的心得：“在这个美丽的乡
村择一小屋，在心里开启安静
的角落，经营自己的尊严与美
好，不畏风雨，不怨后事，宠荣
不惊，安之若素，体验着放下后
的惬意。晨起迎着晨曦与大自
然亲密接触，傍晚迎着晚霞余
晖与自己窃窃私语，用一朵花
开的时间守望自己的余生。”

读着如此温暖的文字，谁
也难以相信，它出自曾经深陷
悲悯、怨愤、绝望的失独老人
之手。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红
色基因的传承和弘扬，多次强
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
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
承好”。湘潭市一批退休老党
员、老同志，牢记总书记嘱托，
秉持初心使命，在红色教育中
独辟蹊径，利用湘潭作为一代
伟人毛主席故里、红色资源特
别丰富厚重的独特优势，精心
创作《少年毛泽东》连环画，并
于 2019 年 10 月由湖南美术出
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连环画
一、二两册，是计划出版发行的
系列连环画《毛泽东的故事》的
首集。抚卷品读，该连环画具有
以下三大鲜明特色。

“小人书”讲述大人物

连环画《少年毛泽东》取材
于毛泽东 1901 年到 1911 年间
的生活和求学经历，淋漓尽致地
展现了他勤于学习、善于思考、
勇于斗争、长于谋略、宽于待人
又嫉恶如仇的聪慧果敢少年形
象。当时的中国正遭遇“数千年
未遇之大变局”，内忧外患的交
织、新旧思想的碰撞，慢慢波及
少年毛泽东，促使他开始积极探
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少年的这段
经历深刻地影响着毛泽东的一
生，使他在今后的革命生涯中遭
遇各种困难时能勇敢抉择、敢于
担当，日后更推动着这个国家从

“大变”走向“巨变”。
以“小人书”的形式讲述伟

人毛泽东的少年故事，帮助读
者特别是广大青少年读者了解
领袖的成长历程，对于激发其
培养高尚情操、树立立身为国
的崇高理想具有积极意义。因
此可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义
的创举，是呈献给人民群众特
别是广大青少年的一份鲜美营
养的红色精神食粮。

小故事彰显大智慧

青翠的山岗下，柳树成荫，
一幢青砖灰瓦的私塾矗立在柳
荫中。不远处的池塘里，蜻蜓与
蝴蝶在田田的荷叶间嬉戏，房
子里不时传出朗朗读书声。下
课了，孩子们都迫不及待地冲
出屋外嬉戏玩闹，这时却有一
个孩子“岿然不动”，手执着书
卷，微皱着眉头，嘴唇嚅动，仿
佛还在回味私塾先生讲授的圣
贤道理，或是背诵着书卷里的

金句名言……这是连环画《少
年毛泽东》开篇勾勒出的少年
毛泽东读书的情形。

少年时期的毛泽东读的是
旧式私塾。他精读“四书”“五
经”，接受的是“修身齐家治国
平天下”的儒家思想教育，这让
他从小就养成了同情劳苦大
众、以天下为己任的良好品质。
当贪玩误事丢了牛的小伙伴们
受到父亲责罚向他抱怨，他巧
妙地将大家的能力、特长结合
起来，合理安排，既喂饱了牛，
又让大家玩尽了兴，小伙伴们
亲切地称他“牛司令”；当先生
责怪他带头下池塘游泳时，他
不卑不亢又恭敬地引用《论语》
章句表明孔夫子赞成洗冷水
澡；当同学萧三以“目旁是贵，
瞆眼不会识贵人”为联拒绝借
书时，他以“门内有才，闭门岂
能纳才子”从容应对，赢得了萧
三的尊重和友谊；当贪心的族
长盗卖祠堂粮食，准备惩戒承
七胡子杀鸡儆猴时，十几岁的
他就敢于带领族人批判族长，
并成功让他追回粮食，向族人
道歉……

连环画《少年毛泽东》就是
这样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小故
事的讲述，从不同侧面向世人
呈现一个真实可感的少年毛泽
东，彰显出他的理想追求、崇高
品质以及为人处世等大智慧。
全书形象生动、通俗易懂，具有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艺术感
染力。

小细节赢得大口碑

连环画《少年毛泽东》编委
会历时五年多精心编绘该书，
坚持以严谨的史实考证打造故
事的经典性、以少年的品格和
心性塑造人物的真实性、以生
动鲜活感人增强故事的可读
性，做到了“政治导向正确，重
要史实准确”。同时，该连环画
全彩印制，画面饱满、色调明
亮、乡土气息浓郁，展示了一代
伟人毛泽东的少年风采，是一
部难得的以史育人、以史铸魂
的精品之作，是一部弥足珍贵
的缅怀、歌颂少年毛泽东的扛
鼎之作，是一部采用传统文艺
形式讲述当代红色故事的创新
之作。

（《少年毛泽东》符国保
主编 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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