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 投稿邮箱：732349208@qq.com

2021年 12月 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曾衡林 版式编辑 刘也 周刊·悦读

龚旭东

胡小平是我敬佩的作家，他工作非常繁

忙，却几十年如一日，业余一直坚持文学写

作。很多作者在写作上不断地重复自己，而

胡小平不是。他在努力坚持中不断追求进步

和突破，创作上不断成长，这在他去年和今

年出版的长篇小说《青枫记》《格局》中鲜明

地体现出来，这两部小说都显示了新的自我

突破。

胡小平长期在金融行业工作，对这个领

域有着深入的了解，因此，他坚持不懈地将

自己的写作视野投向自己熟悉的这个领域，

守住自己看准的这口文学深井深挖下去。他

真正把自己的心投入到自己接触到的生活

中去，感受它，体验它，思考它，表现它，因此

他才获得了今天的成绩。这对许多渴望写出

好作品的作者很具启示性。

胡小平立志写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的

金融生活及其变化、变革进程。他的长篇小

说《催收》《蜕变》《青枫记》和《格局》都是在

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各个重要节点上，展示和

透视社会金融生活的重大现象，他甚至想因

此构成对新时期以来中国金融变革进程的

历史的表达。

长篇小说《格局》仍然是从金融行业或

社会金融生活的角度，表现中国社会的变

化、发展、提升，以及人心的变化与坚守。相

对于表现金融扶贫的《青枫记》，《格局》把时

间推回到世纪之交中国社会金融生活的一

个重要关口，即国有银行股改和国有企业改

制。这是新时期中国金融生活的一个重大事

件。这个关口过得好不好，决定了我们现在

的金融格局，胡小平用“格局”这个词做书

名，用意很深，是站到一个很高的历史层面

来看待世纪之交的银行股改、国企改制。但

表现这么重要的大事时，小说《格局》的开口

却很小，通过一个县级支行和一家国企工厂

的一群普通人来呈现，表现了一个时代大主

题下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单位的真实的

心路历程与嬗变过程，以此来展现中国社会

改革的阵痛和社会转型的艰难。每个人、每

个家庭、每个单位在改革中承受的压力、所

肩负的责任、所进行的努力，很有碰撞感。

其实社会大格局中、大时代中的小人

物，正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与原点，也是社会

发展的中坚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表现“狼来

了”时的风波迭起，表现这些人如何正视矛

盾、勇敢地迎难而上，解决这一点一滴看起

来很细小的问题，就与整个社会大格局紧密

联系起来，历史中的社会大格局正是这样一

点一点地丰满、充实起来的。对此，胡小平有

深入的思考和表现。在作家怎么回应我们这

个时代这一点上，胡小平做出了他的努力，

这是十分可贵的。

在人物塑造上，《格局》表现的是人物群

像，这在写作上难度很大，因为每一个人物

的特色、个性、心理、行为都要能够兼顾，做到

彼此平衡。总体而言，《格局》中的很多人物都

有鲜明的性格，有他们各自遇到的困难、困

境，有各自不同的心性特质。这种表现方式

对胡小平而言是一种突破。他相应地采取了

一些不同的叙述方式，比如银行和机械厂双

线并行又交错、交织，最终合一。在叙述方法

上，当他在这个部分讲述这条线的这个人时，

接下来会转而讲述另外那条线上的那个人此

时正在做什么，这样交替传递性地叙述下去。

也就是说，胡小平在这部小说里找到了一种

比较方便、自然的写人物群像的叙述策略。

这是小平在长篇写作中的新尝试与突破。

在《格局》的人物塑造中，胡小平更关注

于体现人心、情感，着力描绘人的情感微妙

处，在细节和场景描写和处理上做得更到

位，揭示人物的心性和性格，揭示人物内在

本质特征，这是胡小平的一大进步。这是相

对于《青枫记》，《格局》在写作上更上层楼

的重要表现。比如，凌志云和高艳之间的很

微妙的情感描写，彼此有好感，但发乎情止

乎礼仪，以往胡小平是很少会写这类场景

与意味的，但在《格局》里有了突破。

在社会大改革大转型的背景下，激烈的

矛盾冲突、复杂的利益纠葛、艰难的人生选

择，会涉及很多内心的、幽深微妙的人性层

面的内容，揭示这些，是文学真正应该去做

的。文学不是或不仅仅是表达常态化的生

活，而应该揭示更深入广阔的人性和精神层

面的世界，表现一般人难得关注或注意不到

的那些意境和境界。

（《格局》胡小平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湘版好书

邹莉

一次大规模的病毒传播所带来

的伤害堪比一场战争，谣言满天飞，

全民开始焦虑。孩子很迷惑，这个世

界怎么了？病毒为何如此可怕？

是啊，为什么？我们极尽一切

措施想保护孩子，“恐吓”或者“威

胁”孩子不能做什么，却忽略了孩

子的自发性成长。我决定要跟孩子

好好说说，新冠肺炎病毒是什么？

它是怎么传播的？它进入人体后的

运行机制是怎样的？它对人体有什

么影响？我们怎样做才能阻断它？

我找了一些资料，简化语言结合实

际讲给他听，结果令人欣慰，孩子

觉得很受用，并衍生了很多其他与

健康相关问题，这种好奇心与当时

的环境有莫大关系。

每 一 个 母 亲 对 孩 子 的 反 应 都

特别敏感，作为一个职业是图书编

辑的母亲，自然决心要策划一套医

学健康绘本，献给所有为孩子普及

健康知识时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

然的大人，献给所有为疫情改变他

们生活轨迹而迷惑不解的孩子。

我想起了一直关注的“图图是

道”公众号，这是中国日报旗下致

力于以漫画长图、浅显易懂兼具趣

味性的表现形式向年轻群体普及

科学知识的新媒体号，每篇内容都

有相关专家署名审核，他们有成熟

的文字、插图以及专家团队，与他

们来合作推出写给孩子的医学健

康绘本，在出版速度、质量上都有

保证。我当即联系了该公众号内容

统筹策划人王晓莹老师，把我的想

法道了出来，两人一拍即合！

我 们 计 划 从 与 孩 子 最 相 关 的

10 个健康问题入手，选取能提高孩

子兴趣点的角度，以富有童趣的插

画、幽默的笔调和通俗易懂的文字，

从生命的密码、身体的重要防线、身

体对外部环境的反应和应激超能力

等重要的医学知识来全方位解读人

体神奇的健康机制，最后商定推出

《总是受伤的小肺肺》《和星星的孩

子做朋友》《我的体内有超人》《被蜘

蛛咬了会变蜘蛛侠吗？》《我的眼睛

有魔力》《我就喜欢笑哈哈》《假如我

可以冬眠》《过敏君，快走开》《肝大

侠有超能力》《抗生素的战争》10 个

主题。文字内容由深耕医疗领域 11

年的资深主任记者张周项老师主

笔，定稿需要医学专家对其科学性、

专业性再度审核、把关，这套绘本不

同于大部分同类书，它不仅仅是简

单的健康常识普及，而是着重讲述

人体神奇的运行机制，我们把它定

位为一套医学启蒙绘本，希望孩子

能 在 日 常 防 护 上 成 为 自 己 的“ 医

生”，我们给它起了个让孩子有代入

感的名字：“我是小医生”。

我们拿到稿件后，在做编辑加

工时发现本子中有少量专业词汇过

于晦涩，认为是不是可改成口语化

的表述，我打了份彩样出来给我家

孩子试读，却不曾想孩子出乎意料

的喜欢，而且知识吸收率非常高。在

与医学文编商量讨论后，我们一致

觉得孩子有必要知道更严谨的知

识，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表述，我们决

定对这些词汇在旁进行注释，希望

先在孩子心里种下一颗种子，慢慢

发芽，但开出的一定是健康的花朵。

对于童书而言，能在第一时间

抓住孩子眼球的封面设计尤其重

要，我们请了集团首席设计师谢颖

老师做整体装帧设计，谢老师的厉

害之处在于能抓住选题的“魂”，这

套书定位在功能性绘本，我们希望

设计尽量偏向简洁，能从第一视角

突出健康主题。用纸也非常讲究，

内文哑粉纸细腻雅致，色彩丰富，

但印刷柔和不伤眼，每本书切口处

都磨了圆角，完全杜绝了大部分图

书书角锐利容易割伤孩子的隐患，

这套书从内容到呈现形式，都充分

契合了“健康”这个主题。

人体非常有代表性的器官，普

及了各器官的机能、机理，同时剖

析了病理，让孩子们知其然并知其

所以然，冷静对待及处理身体的不

正常状态，学会运用正确的方法提

高免疫力，少生病，生了病不慌张，

不害怕医生，树立科学的健康观，

铸就健康体魄。

（《我是小医生 全10册》中国

日报新媒体 著/绘 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出版）

胡渔

中国传统书院自诞生那一刻起，距今有

多少年历史？中国自古以来，有多少座书院？

中国书院为何弦歌不绝？关于书院众多的疑

问，研究著述可谓浩如烟海。对传统书院的一

般爱好者，或有志于探索书院文化的读者朋

友来说，邓洪波教授新作《千年弦歌：书院简

史》是一部不可多得的作品。作者以幽默轻松

的笔调，带领读者叩开中国书院的大门。

书院是因读书人而兴起的。清代袁枚

《随园随笔》卷十四所记之“书院之名，起唐玄

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

书之地”一段文字，在学术上虽有待商榷，但

至少阐述了古代书院最初的功能之一，近似

今天的出版机构。这种界定在书院的发展过

程，早已突破了原有的框架。在书院身上，最

大限度地呈现出一种文化的张力。这种张力，

因书院的参与者、建设者、倡议者甚至游览者

而兴，让书院一次又一次实现突破。这也正说

明了书院作为古代文化场所的包容力。

书院给读书人提供了精神的冶炼场。古

人讲究修身养性，在读书人群体里，有不少

更喜游览名山大川，如是每发现一处世外桃

源或幽静之地，就想在此筑炉讲学，成为书

院的雏形。读书人首先是以自己的能力修建

了这些容身之所，继而在这种场所里，重新

锻造自己。有的以书院为圆点，不断扩大文

化的半径和辐射区域，教化一方。

书院还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里的伦理

稳定器。书院在古代的身份有时候很尴尬。

官 方 教 育 大 行 其 道 时 ，书 院 也 会 跟 着“ 沾

光”，因为这些书院也是教授国家钦定的正

统学说。当朝代更迭时，书院犹如“弃子”，任

其自生自灭，但这种“灭”可能是书院有形建

筑被毁灭，但书院所宣扬的伦理价值体系，

早已藏至于民心。因为有书院在，它所集合

的文化内核，能帮助周围的人，或在一些特

殊的历史时期稳定人心，校正人性。

书院的兴废是一个时代或者社会是否

开明的检验标准之一。书院虽经历过“独尊

儒术”的一个时期，后来逐渐接受了道、释两

家，让三种文化在书院里集合，这不就是一

种文化包容力的表现么？它从形式到内容，

都非常坚定的展示了古代的“书院自信”。

晚清中国大门被迫打开，依据相关不平

等条约，在沿海一些地区，建立教会书院。这

类书院的存在，深深刺激了中华传统文化，

让传统文化在应激之下，重新扬弃。

书院走到今天，没有古代那么有“神圣

感”了。我在一些景区，甚至闹市里，偶尔抬

头一看，就可能看到有一牌高悬，上书“XX

书院”，走进去一看，其实就是一个“呆萌”的

场地——有几十本书，有一个茶座，四壁挂

着几幅可能是名人的字画，其实就是我们普

通人的书房了。当然书院作为书房的功能，其

实在民间的个体关怀下复活了一部分。但从

另一个层面来说，书院也在逐渐被“泛化”，就

此引申出书院在现代社会的使命，尤其是有

一些官方背景的书院，如何在这个什么都着

急的时代里，做一些慢的事，但又能体现书

院本身应有的文化尊严，而非“市场前景”？

凡关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人，都不会

忽视书院在古代、在今天所起的重要作用。

邓洪波教授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

书”及丛书中的《千年弦歌：书院简史》，从书

院历史、书院教育、书院经费、书院精神、书

院建筑等方面总结传统书院精华，探讨书院

千年来弦歌不绝的原因，解读新时代下书院

的时代价值和文化教育使命。即以“书院文

化建设”命名，其着重于“建设”二字，时刻提

醒我们书院文化，在今天急剧变化的时代

里，有些式微，还须诸君努力“建设”。

不管人们如何评价中国书院的地位、作

用、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当下，我们完全可以

坐下来，打开这本《千年弦歌：书院简史》，重

新梳理我们早已长满杂草的内心。

（《千年弦歌：书院简史》邓洪波 著 海天

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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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掘文学深井 不断突破自我
——读长篇小说《格局》

书院：读书人的天堂
——读邓洪波《千年弦歌：书院简史》

书里书外

《红船启航》
丁晓平 著 浙江教育出版社

本书以报告文学的笔触，生动讲

述了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的传播、“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以

及中共一大在上海望志路和嘉兴南

湖召开的经过，完整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创建的非凡历程，深刻阐释了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

的大事变”，伟大建党精神是指引和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精神

动力。

《湖南红色教育简明教程》
蔡文辉 刘艺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本书以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主体，

深入阐述湖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

家的红色基因、红色精神，深情再现

了他们伟大的红色功勋，全面展现了

湖南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开展红色教

育情况。该书集中优质专家编写，结

构上采用总分结构，由总论、理想信

念教育、政治忠诚教育、思想路线教

育、党的宗旨教育、党的纪律教育 6

个篇章组成，共 26 讲，为党员领导干

部教育提供实用高质教材。

《藏在木头里的智慧：
中国传统建筑笔记》

朴世禺 著 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

在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之中，雕

梁画栋、拱桥卧波般的古建筑，如同

人们心中的“白月光”，变得遥不可

及。本书从建筑逻辑出发，探寻古代

建筑的材料和使用方法，分析古人之

所以这样建造房屋的原因，解释了古

建筑视听设计的奥秘以及传统建筑

新生的可能性和启示。作者希望借由

此书，分享中国古建筑中蕴含的那些

超越时代的智慧和技艺，找寻诗意的

栖息之地，拉近传统与现实的距离，

揭示古代建筑艺术的真谛。

走马观书

黄峥荣

时光因为沾染诗歌而别致起来。洛夫先

生的诗歌，像一坛窖藏经年的美酒，芳香四

溢。每晚入睡前，我喜欢打开洛夫先生的诗

集，慢慢细品，味之甘醇让人心旌摇荡。

记得那是 2018年 3月 19日，朋友圈惊闻

洛夫先生在台北荣民总医院逝世，享年91岁。

我的心里生出莫名的苦楚。一直以为洛

老笔耕不辍，会一直写下去的，也期待他再

次回归故里，能同他见上一面。

打马赶回家乡衡阳，邀请曾任迴雁诗社

社长的郭密林老师一起前往相市。

与家乡朋友聊天，对他们竟然生出羡慕嫉

妒来。他们或陪同过先生游石鼓书院，或存有

先生墨宝。而我只有两位毛院同学给我留的先

生诗集袖珍册，后来在网上购了相同的一本。

我出生于衡南县，喜写作、音乐，习国

画、油画，信奉最美的诗歌就是一幅徐徐展

开的迷人画卷。在洛夫的诗行里，我找到了

这份感觉。

到洛老故居，触摸有些斑驳的门檐，温

暖的旧照片，我心里居然生出沧桑与无奈。

乡愁渐行渐远，斯人不再笔下生花，我心里

的一盏灯就这样远了吗？门前十分开阔，田

埂伸向远方，天空有些灰暗。

我的心浮上忧愁，《众荷寂寂——送别

尚未谋面的洛夫先生》，“三月十九日龙抬头

的第二天/雨丝又长又密抬眼处/众荷寂寂/

烟囱在写一封长长的信/因为风的缘故他的

笔迹固然潦草/与众荷一起唤一个温婉的名

字……”

3 月 21 日，家乡送别洛老的诗会上，我

朗诵了自己临时写就的诗行，我的泪无端滑

落，我哽咽到差点无法结束。

诗魔乘诗云游仙境，人间少了几多诗意

与趣味！以后再翻阅洛老诗歌，心里该平添

多少惆怅与唏嘘？

喜欢洛老诗歌的力度，震人心魄。“说着

说着/我们就到了落马洲/雾正升起，我们在

茫然中勒马四顾/手掌开始出汗/望远镜中

扩大数十倍的乡愁/乱如风中的散发/当距

离调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一座远山迎面飞

来/把我撞成了/严重的内伤/病了病了/病

得 像 山 坡 上 那 丛 凋 残 的 杜 鹃 ”（《边 界 望

乡》）。“严重的内伤”与“凋残的杜鹃”相互呼

应，乡愁催人老，读过诸多乡愁主题诗歌，洛

老这首令我有被撞击的冷峻感、凌厉感，和

思乡难归的凋零感。

一首经典之作，百读不厌！

喜欢洛老诗歌的优雅，美到心悸。“惊起

的/一只水鸟/如火焰般掠过对岸的柳枝/再

靠近一些/只要再靠我近一点/便可听到/水

珠在你掌心滴溜溜地转/你是喧哗的荷池

中/一朵最最安静的/夕阳/蝉鸣依旧/依旧

如你独立众荷中时的寂寂/我走了，走了一

半又停住/等你/等你轻声唤我”，爱，如影随

形，无声无息，仍惊醒心中一朵莲。

喜欢洛老诗歌的创新，中西融合。“世界

乃一断臂的袖，你来时已空无所有/两掌伸

展，为抓住明天而伸展/你是初生之黑，一次

闪光就是一次盛宴/客人们都以刺伤的眼看

你——/在胸中栽植一株铃兰/从灰烬中摸

出千种冷中千种白的那只手/举起便成为一

炸裂的太阳。”

七十多年前，他漂洋过海，定居台湾，

从军官到编辑再到诗人。洛夫抱赤子之心，

与诗歌相恋。曾以一首《石室之死亡》搅动

四海；

挑大梁，开启台湾现代诗的崭新时代。

长诗三千行，一首《漂木》再震文坛。

“我是火，随时可能熄灭，因为风的缘

故。”“诗魔”洛夫，在大陆或许并不家喻户晓，

在台湾乃至全球华人文学圈堪称诗界泰斗。

耄耋之年仍然在写，新作迭出。此刻，洛

夫追寻的，是年轻时由于命运作弄而渐行渐

远的故土，近二十年，几次回乡，皆为其故。

洛夫，原名莫运端、莫洛夫，衡阳相市

人。我托友人带了许多相市烧饼，一边咀嚼

莫运端的童年，一边品读他的诗歌，甜而不

腻，日子于是变得从容。

迷失在一池荷里书香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