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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屏南

今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南海
主持召开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时指出，
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丰
富实践是理论和政策研究的“富矿”，希望广
大理论工作者从国情出发，从中国实践中来、
到中国实践中去，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使
理论和政策创新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
色。

《振兴中的村域中国：本色访谈》一书，正
是这样一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思想的力作。
这部书有深度、有厚度、有温度、有情怀，内容
通俗易读、饶有趣味，既启迪思维，又耐人寻
味，至少有下述三点启示。

把论文写在祖国农村大地上，就是要眼
睛向下，这样才能见微知著、发现问题。“眼睛
向下”，就是把群众当先生，把自己当学生，秉
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这条
群众路线，在该书中被归结为“村域调查”或
者微型调查与解剖麻雀式调查的方法论范
畴。

为此，近年来严小龙教授在寒暑假和节
假日，将本、硕、博三个层次的学生分成若干
调研组，深入各地开展村域调查，足迹遍布湖
南、河南、河北、贵州、安徽、江苏等诸多省份
的约14个县市30多个调研点，行程达万里，
历时近3年。正因为如此，该书才能够汇集诸
多不同类型的生动案例，这些案例基于微观
视角而见微知著，基于宏观图景而析出问题。
这些问题可以被集中表达为：在工农互促、城
乡互补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框架中，面向乡
村振兴战略和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怎样才能
构造与之相适应且合情合理合法的农村土地
产权制度基础。

把论文写在祖国农村大地上，就是要真
诚互动，这样才能求诸乡野、问计于民。农村
重大政策创新，并非只是决策层主观构想的
产物，而更多地是求诸乡野、问计于民的结
果。例如，在农村改革初期，由农民发明和推
动的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等各种农业责任制
形式，这些在公社时期是政策绝对不允许的，
后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名成为国家制
度。

循着这种研究路径，严小龙教授及其团
队与村民、村干部、乡镇干部等几百人，进行
真诚互动交流，了解当地有关农地确权、农地
流转、征地搬迁、扶贫攻坚、村域治理等相关
情况，倾听调研对象的心声和意见建议，既发
现了许多过去所未曾发现的问题，同时也在
调研中感受到农民群众智慧的力量，使学术
研究“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

基于此，他们归纳并总结出“个体化+确
权确地不确股”“合作化+确权确地不确股”

“合作化+确权确地确股”“集体化+确权不确
地不确股”“集体化+确权确地确股”“集体
化+确权确股不确地”等六种确权模式，从而
为思考中国村域土地产权确认问题，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范式。这是一份勇气，也是一次破
冰。

把论文写在祖国农村大地上，就是要实
事求是，这样才能立足实际、科学论道。该书
书名中的“本色访谈”，意指如实反映和如实
记录。正如作者所说，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就
依照这种情形的本来样态反映和记录什么，
尽可能地贴近事实和逼近真实，尽可能地讲
真话、道实情。这意味着该书暗含着一种可贵
的价值观，这就是致力于将实事求是、理论联
系实际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社会主义方
法论原则落到实处。

这种意含推陈出新的方法论至少体现在
如下方面：一是既着力传承宏观叙事的手法，
又努力开创微观写实的风格；二是既进行应
然性的规范研究，说明事物是怎样存在的，又
开展实然性的实证研究，解读事物本来是怎
样的；三是既重视基于单一学科的深入挖掘，
又践行基于学科交叉的科学论道。这种科学
论道的问题指向，就是怎样才能建立健全一
个合理法、懂民情又清晰可辨和易于流转的
土地产权体系。因为合法合情理的农村土地
产权体系是“活化”农村土地资源、放活经营
权的前提，唯有将这一基本问题解决好，围绕
土地做“文章”的农业农村改革才能够顺利推
进。

严小龙教授的这本书，内含了许多有助
于科学施策的启示。

（《振兴中的村域中国：本色访谈》严小龙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吴优优

他们是平凡的生命，付出了十万分的艰
辛；他们也是不平凡的生命，展现了十万分
的精彩。

湘乡罕见病夫妻张伟、危丹合著的长篇
报告文学《与帕共舞》，讲述了自幼患上少年
帕金森症的张伟和患有小脑共济失调症的
危丹，夫妻俩与病同行、因病相识、带病而舞
的励志故事，真实地呈现了他们的苦难、爱
情、快乐、执着、奋斗和感悟。

13 岁被确诊患有少年帕金森症的张
伟，17 岁因病辍学打工求医，后以“与帕共
舞”为名，发表博文、微文20余万字，记录自
己的患病人生。他以自身勇于对抗病魔的经
历，来安慰、鼓励、帮助帕友，已成为很多帕
金森患者心中的精神榜样。

15 岁患小脑共济失调症的危丹，因病
右腿截肢，仅靠轮椅代步。她多年卧病在床，
却咬牙创作现代诗歌、散文500余首（篇），
被誉为“轮椅诗人”和“湖南小海迪”，她坚持

以文字来歌颂生活和生命，来唤醒病友们内心的坚强。
自疾病降临，张伟和危丹就遭到了“行动和自信心

严重的阻碍与打击”，像“孤单的雏鸟，突然折断了翅
膀”。危丹如是形容：“在这样的环境中越活越压抑，连
呼吸都感到不畅。”各自十多年病痛磨难的人生路上，
他们遭受歧视，也曾尝试逃避；面对质疑，也有激烈挣
扎。从极度惶恐，到深深自责，甚至悲痛欲绝，经历生死
边缘，才明白“活着或死去都是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

“活着比死更需要勇气和能力”，患病或许是他们成就
自己人生的一种磨难和考验。于是，他们下定决心“今
生绝不轻生”“唯一能做的就是好好活着”。

命运对张伟、危丹夫妻是不公的，但他们对世界抱
有最大的善意和感恩，两个饱受折磨的生命亦在彼此
的鼓励中寻找到了慰藉，张伟相信“两个人的力量合起
来总比一个人强”，危丹更是期待“野百合的春天来
了”，爱情成了他们最好的加油站。

前路虽远，步履不停。他们互相鼓励，保持着积极
向上的心态，坚强快乐地携手向前。而人生的路上也总
能遇到美好的人和事，让他们感到关爱与支持。对抗病
魔的路上，班主任谭老师、引路人邵明博士、公益讲师
鲁老师……一个个明亮的声音在他们前行的路上不断
地激励和感召着他们，让他们时刻记住“为同命人而活
着，为爱活着，为爱我们的人而活着”。

物质上，他们无疑是贫乏的；生理上，他们是痛苦
的；环境中，他们或许苟且；但精神上，他们绝对是富足
且高尚的。“疾病面前我们无法选择，但人生的道路是
可以选择的。”张伟和危丹为自己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
的人生道路。他们享受恋爱，也兼顾公益。在网上发博
文、更新近况的张伟，撰写了“我——与帕共舞”系列文
章，并受到社会广泛关注。不仅如此，2014年，他还在湘
潭市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关爱帕金森病志愿者协会，任
首任会长，并获“湘潭市2014年度十佳志愿者”称号。而
以轮椅代步、多年卧病在床、坚持创作现代诗歌的危
丹，个人诗集《阳台上的梦想》也列入湖南省作协2020
年度定点深入生活项目。2020年3月，她被评为湖南第
六届“新时代向上向善好青年”。

“《与帕共舞》，是指与疾病和谐相处，这本书记录
了我们的爱情、记录了我们的生活、记录我们的公益，
也是献给那些支持帮助我们的人的一份礼物！”在残缺
的人生中，张伟和危丹充满自信，追梦前行；在自立自
强的道路上，他们也迈出了自己艰辛但坚实的步伐。他
们用坚强扛起了生活，用热爱改变了生活。他们的坚强
是一束光，照亮了还陷在病魔幽谷里找不到方向的病
友；他们的热爱是一股清泉，滋润了许多早已对生活悲
观失望的病患者的心田。

对于新书的出版，张伟和危丹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我们格外珍惜和感恩现在活着的每一天，让它充满意
义，我们才活得有价值，才不会辜负那么多关爱我们的
人”。

（《与帕共舞》张伟、危丹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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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瑞瑞

锁住小说的核

一 部 好 的 小 说 ，应 当 与
它的“核”相匹配。对于小说
的 核 ，王 安 忆 曾 称 它 为“ 思
想”。我想把“核”理解为一种
丰沛而有力的精神流量，它
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一方
面，它指向精神流量的力度，
是一种突兀的动能；另一方
面，它指向精神流量的密度
和厚度，包含多种思想的交
锋。

王跃文《爱历元年》是一
部平实又出彩的小说。当人
们沉湎于喜子和孙离有爱又
争吵的日常生活时，当人们
还为青年孙离那洗不清的丑
闻而难过不已时……中年孙
离与李樵的你侬我侬就开始
了。画风突转，翻天覆地。毫
无交代的急转让婚姻像一床
破棉絮般抖落下来。生活断
裂背后指向的是中国人过去
二三十年的精神变迁与灵魂
沉浮。

田耳《一个人张灯结彩》
是一个写小人物的中篇。小
说涉及的题材颇为通俗，侦
探和爱情。但却给人以丰沛
之感，让人们感受到小说之
核的强力。遍布整个故事的
巧合连缀起那本无关涉的各
色小人物们，让读者仿佛走
进阴郁的城中，最终却收获
人性的温情。

追踪语言的声音

越 来 越 多 的 小 说 ，语 言
几乎是被忽视的。曾有作家
说过，现代书面语的波长，缺
少“调性”。我们的创作应当去发掘那些
携带着力量的语言，去捕捉它们的声音。
这种声音可以从地方母语里，从不同民
族异质的发声里，从作家对语言文字富
有个性的创造中去寻找。

在李饵的《应物兄》里，我们一面看
到语言的缄默，一面追踪着应物兄内心
自语的高分贝呐喊。而在湖南作家刘萧
的《筸军之城》里，刘萧创造了一种具有
独特个性特征的湘西风格，语言正是铸
就这风格的主要方式。她的行文用字里
有着一气贯通的气势，让原本驳杂而凌
乱的故事情节被文字的气脉所包裹，形
构出筸军的精魂。

寻求地域的超克

湖南小说创作很多都具有浓厚的湖
湘地域色彩。地域可以展现作家的独特
个性，过度依赖它又会使作家囿于其中
而疏于观念的介入。许多作家开始认识
到地域性书写应向细微伸展、向深处穿
透。于怀岸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巫师简
史》对单纯的地域性书写保持了必要的
疏离与警惕。作者试图思考如何将独特
的湘西文化元素与现实元素结合起来，
使地域性和现实性、审美性和历史性达
成圆融的统一，最终使地域书写能够对
作家强烈的观念介入起到促动作用。

《巫师简史》中，神秘元素是乌托邦
文化愿景得以延续的因素，现代性元素
则反其道行之。在赵天国这一人物身上
悖论性地集合了神秘元素与现代性元
素。神秘元素是“一块锈迹斑斑的羊胫
骨”。历代巫师利用它保山寨平安六畜兴
旺。与法器相对的现代性元素是“枪”，它
在最后一代巫师赵天国身上发挥着比羊
胫骨更为重要的作用。两者的对立是现
代性入侵在物质层面的体现，羊胫骨悄
然失灵和枪的重要性的提升，显示了传
统与现代之间残酷而隐蔽的博弈。

实现风格的突围

一个作家会因自己的一部好作品而
延续某一特定风格，一个好的作家则会
消解自身，实现风格的突围，但这并非易
事。那么，是什么影响了风格的突围呢？
首先是惯性的驱动。许多创作者更愿意
躺在自己的安全空间内，写自己熟识的
环境、人、事物。其次，对当下性的错误理
解。立足当下不等于要和日常站在同一
水平线上。日常只是小说创作的起点和
基础，作者借小说表达的应是质问、是捶
打，是别于众人的思维放射。第三，“快”
时代里信息膨胀对整体性和陌生感的瓦
解，使创作遭遇困境。处在信息过剩与叠
加的时代，信息的迅速传播将所有神秘
的东西在最短时间内祛魅。科幻小说类
别的突起和很多主流小说创作向科幻的
渗透、对科幻元素的启用很能说明这一
问题。

越是在急速变动的时代，作家越是
要慢下来，克服惯性，离开舒适区，向难
度挑战，让思维向外生发，落定某个领
域，进行“阻遏式”写作，实现风格的突
围，成就好的作品。

张强勇

长篇小说《生命线》，描写了战争年
代我党经济与税务工作，真实地再现了
党的税收事业的历史雏形。读完后，我
不禁为小说中蓝子天、秦瑾、苗风涛等
第一代税务人艰苦而磨难、平凡而伟大
的事迹所打动。

在南方某革命根据地，共产党人蓝
子天临危受命，筚路蓝缕，组建了一支
共产党的税收队伍。从抗日战争到解放
战争，他们同日本人、国民党反动派、汉
奸、土匪等势力作斗争，用鲜血疏通、保
障了中国革命胜利的生命线。

小说作者谢枚琼是一位资深的税
务工作者，曾在湖南一个市级税务部门
工作生活 30 多年，经历了不同历史时
期的税制改革，对不同时期的经济社
会、税制改革、税收实务烂熟于胸。多年
的基层税务工作实践、长期的文学创作
经验以及深厚的生活积淀，让谢枚琼的
税务文学创作如同信手拈来。

历史的真实在于细节的真实。《生
命线》是第一次以文学的方式书写税务
人，在文学的序列上正面出现税务人这
一形象。阅读谢枚琼的《生命线》，让我
们回首第一代税务人走过的路，那是所
有的税务人都难以忘怀的路。在小说
中，蓝子天带领税务人员冲锋陷阵，打
开局面，他们是新中国税收工作的“先
行者”；他们无私奉献、淡泊名利，是新
中国税收的“奉献者”。

小说用真实的细节讲述了在税收

工作初创时期，税务工作是一个既艰苦
又危险的工作。小说中写到了有税务工
作者遭遇特务枪杀、随身携带的票据和
经费被劫的经历。但是敌人的疯狂迫害
并没有吓倒税务人。他们怀着对党和人
民事业的忠诚，个个视税款为生命，宁
可丢掉性命，也要保护税款的安全。

谢枚琼的小说细节无一例外都具
有美感，很多的章节和段落都具有散文
之美。作家用的是白描淡写、流利晓畅
的语言，如：“染黄的树叶是这个季节的
肤色，枯叶纷纷落下，在地上厚厚地堆
积一层。”

文学需要创新，创新离不开根基，
创新离不开作家真实的生活环境。创新
也不只是形式的问题，更是内容的问
题。《生命线》一书，不只是为了找寻抗
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收税人的一些故
事，而是站在新的文化、文学高地，设置
一个大背景，大背景里有时代的变迁，
而变迁下有人物的命运，故事力度强，
时间跨度长。引导广大读者，特别是纳
税人和收税人，寻找我们的生存之根、
发展之根、生命之根。

谢枚琼的《生命线》，是一部新寻根
文学，作者着力点放在自己熟悉的人和
事，这样的文学，既有非虚构文学的浓
度，也有纯文学的生活质感。在他的小
说中，写的是战争年代，兵荒马乱，但是
作家没有刻意让主人公承受战争的大
苦大悲，而是以一种大爱之心，尽量抚
平战争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心灵褶皱。

谢枚琼在选择故事和塑造人物上，

拿捏得很有分寸，于神态、细节、心理描
写中细细描摹，生动塑造了一批立体、
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故事环环相扣，
情节设计合理，戏剧冲突激烈。云淡风
轻地从生活场景、故事细节中，动用自
己的文化积累，体现文字背后的力量，
紧紧地抓住了读者的阅读需求。

将残酷的战争、战争中的人性以及
税收历史融为一体，在从容不迫又饱含
深情的叙述中，《生命线》为我们填补了
战争中的税收文化这一空白。

我们能发现那些共同经历的人与
事的瞬间，他们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
限，已经刻入了我们的生命。照亮我们
曾经走过的路，不忘初心，这就是我们
阅读《生命线》的意义和价值之所在，也
是作家创作的初衷和初心。

（《生命线》谢枚琼著 中国青年出
版社出版）

《月落荒寺》
格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月落荒寺，这个极具东方禅意的名字背
后，是烟霞散尽的人生感悟，是蝶化庄生的今
世情缘。小说以一段充满曲折的男女情事为
主线，以典雅的学院派笔触，细密勾勒出都市
知识分子与时代同构又游离其外的精神生
态。华美的古典诗词穿插其中，营造出亦真亦
幻的缥缈氛围，恰如“月落荒寺”这个意象所
示的，清净，空无，却有一丝光亮。小说在具有
神秘感的故事中蕴含对人生和社会的隐喻，
探寻人性内部隐微深邃的复杂性，揭示了当
下社会中知识分子的精神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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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历史真实照亮税收生命线

《你好，安娜》
蒋韵著 花城出版社出版

人的一生很长，“恶”总会在某个地方某
个角落等着擒获你。当你与恶不期而遇，该何
去何从？是成为它的奴隶，还是战胜它？安娜、
三美和素心三个闺蜜，用一生对这个问题做
出了回答。她们不断地用亲情和友情去忏悔
罪责，弥补过错，最终找到了真相，获得了彼
此的原谅，也使人生不再留有遗憾。生活或许
与我们年少时期望的完全不同，友人各奔天
涯，多年后杯子碰到一起，全是梦碎的声音。
但是即便如此，也应心怀大爱，不断救赎，找
回人性深处的至善。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