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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碧华

教育的本质是爱，世上相关论著
汗牛充栋，但多止于反复论证。也许
笔者阅读量有限，当读完长篇报告文
学集《大山里的小黑板》，眼前一亮。
全书没有一句高深的论述，而是一个
个生动的故事，这些故事串联起来，
便让读者轻松地领悟到了教育的本
质。

这些故事围绕义务送教这条主
线展开。常德市石门县皂市镇岳家
铺村15岁少女杨帆是皂市镇中心学
校8年级学生，2016年确诊为格林巴
利综合征，不得已休学在家。皂市镇
中心学校 9 位教师轮流义务送教上
门，风雨无阻。

如果仅仅是讲述这样一个故事，
或许这本书的意义就是宣传了一个
先进集体，人们获得的就是一次感动
而已。但著者徐虹雨在完成对该典
型集体的新闻报道后，发现了新闻背
后隐藏的更大的价值，她必须把这个
价值挖掘出来，使这个义务送教的故
事升华，从平面化叙述演变为立体式
解读。

从这部书的篇章结构即可看
出著者的匠心。第一章：希望的课
堂；第二章：传承的课堂；第三章：
温 暖 的 课 堂 ；第 四 章 ：觉 醒 的 课
堂。希望——传承——温暖——觉
醒，其间存在着内在的逻辑关系。杨
帆与送教老师的关系，送教老师与前
辈或父辈的关系，走入社会的人与老
师的关系，教育界同行与送教行为的
关系。这几组关系从不同层面和侧
面丰富着教育的本质：爱。

在第一章中，杨帆休学在家后，
一度产生迷茫和失望，送教老师的到
来，如一盏灯照亮了这个无助少女渴
求知识的眼睛，让她重新燃起人生的
希望之火。“只要你能坚持这样，我们
就送教上门”，送教老师对杨帆的鼓
励，虽然简短，却是生命对生命的承
诺。每周四，送教老师往返 20 多公
里山路，总是在预定的时间出现在倚
门而望的杨帆的视线里，冰雪天亦不
曾耽误。

没有一分加班工资，没有一分交
通补助，补课不算工作课时，9位送教
老师的动力从何而来？著者在第二
章中安排的故事，实际上是回答这个
问题。送教老师江慧慧和胡寒松的
父辈都是老师，送教老师戴琳深受中
学老师寇纯翠的影响，他们曾经沐浴
过爱的教育，又自然地将爱传承了下
来，并传递下去。因此，这大山里的
课堂就是一把火炬，一把传承的火
炬。

在第三章中，著者用一串串感恩
的故事来阐释爱的教育是温暖的。
杨帆在一篇日记中写道：“长大后，我
一定要做他们这样的人，让世界充满
爱，充满力量，充满阳光和希望。”教
师节来临时，杨帆和妹妹为老师们每
人准备了一份礼物：一朵康乃馨，一
朵莲花，一只千纸鹤。该章不仅撷取
了杨帆感恩的故事，还列举了全国道
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田工、苏州律师
龚晓春、某银行负责人向国洲等人读
书时，是如何得到老师的关爱并影响
他们一生的故事，从侧面说明温暖的
课堂足可温暖人的一生。

该书的第四章“觉醒的课堂”，列
举了各学校负责人或老师从义教故
事中获得的思想升华。皂市镇中心
学校校长杨万庆说：“真没想到，我们
学校义务送教小分队的故事，如一颗
小石子，在全国教师行业激起了不小
的波浪，并让整个行业重新解读职业
荣光与职业道德。”而杨帆的母亲，一
个村妇女主任，在家庭负债累累的情
况下依然帮助村里三个贫困户，她
说：“老师送教上门，不仅改变了孩
子，也改变了我。”

德国哲学家思贝尔斯曾说：“真
正的教育是用一棵树去摇动另一棵
树，用一朵云去推动另一朵云，用一
个灵魂去唤醒另一个灵魂。”9位义务
送教的老师是用 9 棵树去摇动一棵
树，用9朵云去推动一朵云，用9个灵
魂去唤醒一个灵魂，并最终摇动了一
片森林、整个云层，唤醒了无数的灵
魂，这部长篇报告文学集的意义当然
就非同一般了。

（《大山里的小黑板》徐虹雨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晚清大变局》
迟云飞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840年以来的列强侵略及其
所带来的冲击大大加速了清朝的
衰落，由士农工商组成的传统社会
结构发生巨变，清政府不得不进行
改革。然而，恰恰是改革促进了革
命的爆发，迫使清帝最终退位。传
统帝制终结后如何建立新的国家，
当时出现了互相斗争的两种思路
模式：一是袁世凯的集权模式，二
是宋教仁等倡导的民主宪政模式，
这两种模式最终都没有真正实
现。其缘由中包含了丰富的历史
教训。本书收录了作者关于晚清
改革与革命的论文20余篇，自成
系统，集中呈现了作者对晚清改革
与革命的核心观点。

周后明

五月芳菲，万木葱茏。在这个播种希望
的季节，湘籍旅粤作家周后运情系桑梓，整合
雪峰山的林山竹海和历史人文资源，把古老
的竹简制作技术与现代高科技技术完美结
合，将自己创作的《儒将蔡锷》《开国将军袁也
烈》等红色题材长篇小说精装重印，并附《蔡
锷赋》《袁也烈赋》及崀山、南山等风景名胜诗
词辞赋，整合成一套精美的竹简《红色印记珍
藏品》，成功打造出由文学成果向文创产业转
型的“升级版”作品，助力家乡产业扶贫。

周后运1971年出生于洞口县雪峰山下，
这里曾是抗日战争雪峰山会战的主战场。他
的祖父曾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新中国成立
后担任了家乡千年古镇首任党委书记。缘于
革命家庭红色基因的传承和乡亲父老奋勇抗
战壮举的熏陶，伴随着蔡锷、袁也烈等先辈英
雄故事成长的周后运，耳濡目染，从小就形成
了浓厚的英雄情结。长大后，他毅然选择了军
营，艰苦的军旅生涯，磨练了意志，砥砺了品格，
更丰富了他的学识和阅历。从部队退役后，他
放弃家乡安稳的工作，投身到改革开放前沿的
广东，开辟实现人生价值的第二战场。

15 年创业备尝艰辛。文学梦想、英雄情
结、桑梓情怀始终激励着他奋然前行，助推他
实现新的人生价值。他相继创作出版了《儒
将蔡锷》《开国将军袁也烈》等四部红色题材
长篇小说，及大量歌咏家乡的诗赋，先后获得
粤港澳大湾区（惠州）“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
具影响力长篇小说奖和优秀长篇小说奖等荣
誉称号。

“家乡的山水永远是我走不出的情感天
地，家乡的发展始终是我魂牵梦绕的精神家
园。无论我身在何处、走得多远，雪峰山下永
远留有我人生的根脉。”作为旅居广东的湖南
人，周后运平时省吃俭用，但深深感念养育他
的故土，不忘反哺桑梓。2014年1月，他变卖
惠州个人居住生活的房产，筹措500余万元，
回家乡创建了全国文艺家雪峰山创作基地，
开设了农家书屋、书画创作室等，免费供乡亲
们读书习字，被授予“邵阳市最美乡贤”等荣
誉称号。周后运曾告诉笔者：“传承红色文化
基因，助推家乡经济社会发展。这是我近年
来常常思考的一个命题。”周后运做到了。

方芳

《地方》是蔡测海“三川半三部
曲”中的第三部，讲述了他的文学与
精神故乡——湘西三川半从新中国
成立到改革开放后几十年间发生的
事。小说无论思想、语言、行文、结构
等，都有其作为现代小说文本的独特
之美。下面仅就语言和叙事两个方
面略作赏读。

说到语言运用，《地方》的用词、短
语、短句，轻浅组合，音、色、意象俱全。
这至少能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梳理。一
是语汇及结构丰富、疏密有致。复合
词、多词语密集出列时，仿佛为三川半
专门打造的故乡词典，药植、山水、气
候、时日等，应有尽有。二是句式富有
特色。小说行文以短句为主、长短句相
结合，句与句的上下文，或半句半句语
义对接，或前后悖逆而互文，妙趣横生，
不乏幽默与智慧。三是语言富有诗
性。四是选词用语，动宾结构、主谓结
构、并列结构等，信手拈来，富有音律
美。如“三年大旱。中年的一年，冬旱
接着春旱又接着夏旱。人就像赌徒，天
是庄家……人博不赢老天。”五是警句
格言般的语句俯拾皆是。如：“太阳照
过的地方是历史。太阳照着的地方是
地理。”“草烂根不烂，人死魂不死。”六
是修辞上，互文、回文式表达较多，如：

“饿的时候，食物即药。饱的时候，药即

食物。”
凡此种种，均使得小说语言倍显

亲和、流畅、圆润。
叙事上，“用情”使小说显得格外温

柔动人。很明显，作者有一颗女儿心。
如《村长娘子》这一章，含有萝卜花、白
菜花、脂粉、头帕等的句子次第铺设，引
人入胜。读罢，使人止不住想：这样的
章节，到底是以写女人为主，连所遭遇
的不幸，都被写得无比温婉，流露出作
者灵魂深处对美的事物的独具品位的
鉴赏力与表现力。《身是客》照应着《村
长娘子》里父女俩对村长老婆的思念，
场景极尽温柔，软和无奈。这样的情深
笔法，非一般功力所能及。

落笔轻而小，拿捏有度，但一字万
钧者常见。如，“母亲将一截嫩苞谷塞
进女儿的嘴里。蚂蚁牵线爬满枯瘦的
腿杆。”塞、牵、爬、满，体现女儿饥饿到
几乎进食不了，母亲只能靠霸蛮塞的
办法，让她吃；有组织的蚂蚁急着啮食
一个将死之人，牵着线，黑压压布满枯
瘦的腿杆，场面惊心怵目。

小说的叙事节奏，总体上是舒缓
的。急雨般的语词句也有，但不多。
小说的叙事节奏和结构布局，互为补
益。既然说的是一个庞大的有关

“守”的故事，那么，就不拘松紧形式；
慢下来，缓缓地讲，溪水一样地推
进。这是另一层美。

叙述间，作者还并非刻意地做到
了含蓄委婉，避免直接，恰到好处。
比如《夜夜思君》里，村长思妇，饱患
饥饿的浮肿病人思谁？作者不明说，
但你知我知天下知，大家陡生无望的
悲凉。此时读者和作者，甚至和书中
人物的距离，一下子贴近：都是思

“君”，而君不至。
作者安静地给读者讲述，开头一

句，结尾一句，又糅合了作者不露机
巧的老到，荒凉迎来了繁盛，晦暗有
了光明，从不被记录、记起的人名物
名，有了名字，现实与幻觉交合。《地
方》，是一部美好的小说。

（《地方》蔡测海著 湖南文艺
出版社出版）

谭杰

爱与生命意义，是人类
社会的永恒议题。每个人
都可能会在生命的某些时
刻遭遇相关的困惑，古往今
来的无数文艺作品皆与此
相关。而以论证的方式对
其进行探讨的哲学著作，则
寥寥无几。

我在哲学系工作，同时
对文学和艺术的多个门类
抱有深浅不一的兴趣，《论
爱与生命意义——一项分
析伦理学研究》一书的写
作，可视作我的一种尝试，
即将哲学研究、对文学和艺
术的爱好及对自身实践生
命的反思三者相结合。

爱只是一种情感吗，抑
或与理性和意志有关？直
观地看，爱与一般的喜欢或
好感相比似乎有其独特的
深度，如何理解这一深度？
我们爱一个人、一项事业或
一个集体，需要基于理由
吗？抑或爱仅仅是人情感
和欲望的“喷发”，不需要基
于任何理由？爱对爱的对
象和我们自身有着怎样的

深刻影响？
在人生诸多价值中，对

于评价一个人的生活来说，
生命意义与快乐、道德等价
值 相 比 是 否 有 其 独 特 之
处？人生命的有限与时空
的无限之间的悬殊对比，是
否 导 致 了 人 生 命 的 无 意
义？有意义的生命是否仅
意味着主观上“做自己爱做
的”？抑或生命意义同时也
具有某些客观性含义，意味
着我们需要对他人和世界
有所言说？

基于对当代分析伦理
学相关研究的批评和发展，
我试图论证，爱所具有的独
特深度在于：我们对一些对
象的爱，构成了我们的实践
自我。我提出一种爱的理
论：“爱的共情”，并论证了
生命意义不同于快乐、道德
等价值，爱的价值构成一个
人的生命意义。

与心灵鸡汤类畅销书
不同，此书乃中文学术著作
中首部关于爱与生命意义
的哲学研究书，初读起来应
该并不“亲人”，尽管通篇用
日常语言撰就，几乎没有哲
学“行话”，但书中对概念的
繁琐界定和密集的论证，可
能使人望而却步。然而，严
肃的哲学讨论必然倚赖含
义尽可能准确的概念和语
言，并以清楚明白的方式来
讨论问题。理解任何严肃
的哲学论证都需要一定的
耐心和精力，即使其主题仅
关乎日常生活。

如果对以上问题有兴
趣，并能够克服最初的阅读
障碍，相信你应该能从此书
中得到些许智性的收获。

（《论爱与生命意义——
一项分析伦理学研究》谭
杰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董莹

《大国飞跃——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由党史专家张树
军、闫茂旭撰写，湖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是一部讲述近代以来中华民
族变迁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简
明读本。

历史视角与理论逻辑相互支撑

《大国飞跃——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以“康乾盛世”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为历史脉络，以长视角
和整体史观，描绘了中国这个古老
的东方大国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
壮阔历程。

该书史论结合，由中国人民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过28年血与火
的洗礼赢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
胜利，得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
国”；由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
起来的伟大飞跃，得出“只有社会主
义才能救中国”；由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得出“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由中华民族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
大飞跃，得出“只有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全书融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于中华民族的发展史，通过揭示

中国近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
律，深刻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与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
和逻辑。

思辨性和可读性相互统一

《大国飞跃——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讲史实、谈体悟，不
仅易读，而且颇具思辨性。比如，
在阐释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三
者的关系时，指出站起来的核心要
义是民族独立，富起来的核心要义
是人民幸福，强起来的核心要义是
民族复兴，指明三者之间既相对
独立又相互依存，既具有阶段性
也具有连续性。为帮助读者准确
把握站起来的深刻内涵，以有别
于富起来、强起来单独成章的设
置方式，将站起来划分为“中国人
民站起来——革命篇”“中国人民
站起来——建设篇”两篇，阐明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民族独
立和人民解放，而1949年至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前，中国进行
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积累了重要
的思想、物质、制度条件，为新的历史
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
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也正
是经历了革命和建设的长过程，中华
民族才真正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到
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为增加可读性，该书在严谨的
史论中注重真实的历史细节、鲜活
的历史故事的嵌入；注重用人们所
熟知的红色歌谣、红色诗词等塑造
情境，拉近距离；注重标题的打磨

和语句的拿捏，史料翔实，通俗易
懂，特别适合广大党员干部和青少
年阅读。

史料性和现实性相得益彰

“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
今。”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面临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如果我
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和
青年人，能使自己具有深邃的历史
眼光，学会敏锐地观察中国和中华
民族百余年来的政治、经济、科技、
文化等各种变化，始终走在时代发
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
列，我们的党就能够永远立于不败
之地，我们的事业就能够不断开拓
前进；反之，无视历史大势，固步自
封，作茧自缚，就会导致国家和民
族的衰亡。

该书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次“伟大飞
跃”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我们深刻认
识中国共产党历史、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历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
提供史实遵循，为我们在新时代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提供理论
支持，同时也可对我们养成敏锐地
洞察和把握当今世界大势提供一定
的借鉴。简而言之，引导读者以历
史的眼光看待和分析问题，是该书
的意旨和现实意义所在。

（《大国飞跃——从站起来、富
起来到强起来》张树军、闫茂旭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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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马观书

《巷里林泉》
故园风雨前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本文字温润幽默可爱
的随笔集。林泉是文人心里的美
梦，身居市集，总妄想逃去有山林
泉石的美丽地方。而作者的林
泉，在故乡、在街巷，无论幽美还
是俚俗，她都照单全收，且甘之如
饴。全书分为“一晌光年”“朝朝
暮暮”“眼前人”三辑，读来令人唏
嘘，含笑带泪。“一晌光年”记录扑
面而至的世情片段，那些路人、芳
草、云雾，都像知道作者揣着妙笔
而决意把常人觉察不到的故事端
出给人看；“朝朝暮暮”记遥远、如
梦的印象，记起自己是谁，记起曾
经历的生活，记起一切何以如此；

“眼前人”则是更为深沉却未必再
有回响的回忆，那些已走远、走
散、走失的同路人留在了此书中，
成为与现实并行的眼前人。

《地方》的语言美及叙事美

湘版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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