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朝全

2020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和世界都

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在这场考验中，中国

作协派出了赴武汉采访创作小分队，纪红建就

是其中奋勇请战的一位。这是一位军人出身的

报告文学作家，他对于生死，对于生命显然有

着自己的理解。在疫情至为严峻的时刻，敢于

直面危险，深入到疫区，与人民站在一起，和人

民心手相牵，彰显了他作为一名作家坚定不移

的人民立场和百姓情怀。

在武汉期间，他采访了一大批社会各界的

抗疫人士，写下了一批鲜活生动的报告文学作

品，传递人间大爱、温暖和力量，传递生命至

上、人民至上的理念，充分展现了作家的担当

和文学的初心。

在武汉的一个多月，对于纪红建不仅是一段

不平凡、不容易、尤为难忘的经历，更是一段勤奋

工作、深入采访、忙碌而有收获的日子。他的这部

《大战“疫”》正是他此次采访的文学收获。

纪红建的创作与众不同，在于他能够深入

实地去用心观察，逐一访问亲历者和参与者，

具有鲜明的在场感。这种带着体温热度和情感

浓度的来自前线的鲜活的内容，无疑更为准

确，亦更令人信服。他写下的都是自己最真实

的感受、感触与感动，这是其作品区别于其他

抗疫作品的一大特点。

有人说，报告文学创作，三分靠写作七分

靠采访。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纪红建采取的是

一种全面、深入、细致、准确的采访。他在武汉

期间采访了 200 余人，涉及了医护人员、党员

干部、社区工作者、居民、警察、教师、患者、志

愿者、医院建设者和超市职工等社会各界人

士，力求比较全面地反映武汉保卫战、湖北保

卫战，表现中国的抗疫战争是一场真正的人民

战争。这部作品，无疑具有史志的价值。

大战疫决定性成果的取得，依靠的是人民

群众的全员动员，依靠的是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的中国制度的优势，这是中国特色的抗疫经

验和方案，也是中国对世界抗疫事业的重大贡

献。在这些方面纪红建的描写可谓不遗余力，

鲜明地表现了这些重大主题。

这部作品注重聚焦普通人，因此更具说服

力。作者总是努力地收集那些感人肺腑的人物

和故事，表现他们在困境中的奋斗和抗争，表

现人们不屈不挠、顽强坚毅的精神。如武汉同

济医院感染科大夫陈广一直在战疫前线不断

奋勇工作，抢救生命。但是，当自己的女同事来

电求助，得知她的家属疑似感染了新冠肺炎，

因为医院病床“一床难求”，他感到非常的无

助，因此而在内心哭泣。此时的他只能通过电

话，指导对方如何用药。幸亏，这位同事家属最

后转危为安，要不，陈广很可能会愧疚一辈子。

大战疫是一场人民的战争，社会各界的人

士共同参与，勠力同心，是这场战疫最动人的

风景。中建三局一公司的王雅林是一名工程总

监，他本来并未报名参加火神山医院的建设，

但是，当他看到武汉许多患者特别是自己一位

好友的母亲因感染新冠肺炎去世，于是便毅然

报名参加，随后又参与了雷神山医院的建设。

宋燕芬刚刚回到汕头，准备与家人共度春节，

当得知自己的公司要参与火神山医院的抢建，

她毫不犹豫立即赶回武汉投入工作，负责后勤

保障，确保工人的安全。

特别令人动容的是涂盛锦大夫和他的妻子

这两位同济医院的医护人员。在战疫期间，因为

怕万一会感染病毒传染家里人，他们便天天钻

进自家的小汽车里过夜。每天下班以后，两人一

早一晚都回到汽车里休息，然后第二天再先后

到单位去工作。他们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

正是因为这千千万万人的平凡而伟大的付

出与牺牲，让纪红建感受到了这一切。作为一个

记录者，他只是忠实地把这些故事采集下来，记

录下来，告诉我们的读者，引起大家的共鸣。

作者很好地处理了武汉本地医护人员和

外来支援的医护人员的关系，表现他们在战疫

中所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以客观的态度对待

和描写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充分展现了

中国制度的优越性，这就是一方有难、八方支

援，举全国之力，依靠群众，群防群控，有效地

管控住疫情的蔓延传播，真正让老百姓吃了一

颗定心丸。

中国在抗疫中所创造的丰富的经验和取

得的成就举世共睹，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

笔宝贵的财富，作家有义务将这样的财富和精

神发扬光大，总结思考战疫给中国带来的各个

方面的影响。这场前所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改

变了我们的生活，也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方式、

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也让我们对自己的国家

更有信心，更加自豪，更加热爱。这，也是《大战

“疫”》这部作品要传达给读者的思想。

（《大战“疫”》 纪红建 著 湖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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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大战“疫”》：以生命的名义

《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
蔡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本书把中国 70 年经济发展，特别是

改革开放 40 年经济发展，放在中国历史

的纵向维度和世界历史的横向维度中进

行考察，从经济史和增长理论视角，揭示

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性和一致性，回

答了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什么重要，并论

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同时也

对经济学领域的一些热点话题给出了中

国 学 者 的 解 读 。全 书 视 野 开 阔 ，说 理 透

彻，是正确认识中国经济发展、重塑经济

领域话语权的优秀著作。

《明史》
彭勇 著 人民出版社

彭勇教授在《明史》一书中，运用通

史和专题史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综合各

家论断和多种史料，对明代历史进行了

正本清源的探索和考证。书中详细论述

了明朝的建国与兴盛、危机与革新、民族

与外交、经济与文化、乱局与灭亡，描绘

出一个垂死与新生并存，腐朽与神奇共

生的明代。全书史料翔实，立论公允，逻

辑清晰，在当今明史研究的热潮中，本书

堪称一本可靠规范的学术著作。

牛玉秋

一本好书，问世之际又能恰逢

其时，不论对书还是对书的作者，都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遇，方欣来的

《湘路》就是这样一本书。

说《湘路》恰逢其时，是因为它

的出版正好在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

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

的重要讲话发表之后。《湘路》既真

实记录了湖南公路发展的艰辛历程，

也展示了中国建设“交通强国”的非

凡战略眼光，同时展现了在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中，湖南公路人“甘为路

石、敢承大重”的“湘路精神”。这样一

本书是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

新时代新征程的恢宏气象的应时之

作，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要求的那

样：“文艺要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

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

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一本书应时而生、应运而生还只是具备

了良好的外部条件。要成为一本好书，还必须

具备文学作品的必要品格。说《湘路》是一本

好书有这样几个理由。

首先，它是一本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

于人民的优秀作品。抒写人民奋斗之志、创造

之力、发展之果，正是作者和所有策划者、支

持者的初心和夙愿。

作者从 2020 年以来，自驾汽车辗转奔波 2

万余公里，足迹遍布湖南 14 个市州，采访全省

公路战线各级干部职工 200 余人,涉及人物有

一线养路工、工程技术人员、基层公路局局

长、治超站站长和路政队队长等，采访笔记达

20 余万字。她的脚下功夫和采访功夫成为作

品牢固的基石。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以一个

女性散文作家的敏感和细腻，写出了公路人

的情怀、情义和情趣。

对于报告文学作家来说，特别是以英模人

物、英雄事迹为题材的作品，写出情怀并不困

难。而公路人“甘为路石，敢承大重”的情怀，既

体现了生命的价值，又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甘

愿做一颗铺路的石子的沈世锋，把路当成自己

另一个家的周秀成，在路上走过一生风风雨雨

的李时胜、卢云来、杨彦昌，尝尽治理超载酸甜

苦辣的何继勇，还有许许多多无名无姓、默默付

出的公路人，都是这种情怀的实践者。

写情怀易，写情义难。很多报告文学作品

为了突出英模人物的大公无私，常常把他们

写得六亲不认。这样的人物，“高大”则高大矣，

却令人难以亲近。而方欣来笔下的公路人则有

情有义，感人至深。我们看到“良久，龙把银扑通

一声跪在担架前放声痛哭，从山谷里涌来的风

把他的哭声送出老远……龙长青静静地躺在

长椅做的担架上，去了那个叫作天堂的地方。”

这样的文字怎能不让人潸然泪下。而龙运跃那

一句“熬过来就好了”，在不紧不慢的口气中又

包含了多少兄弟、叔侄情义。

写 情 义 难 ，写 情 趣 更 难 。在 人 们 的 观 念

里，英模人物似乎总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

而在方欣来笔下，公路人个个都是血肉丰满

情趣盎然的人。养路工贺先达业余学养生讲

养生课，接受采访时非要给采访者唱歌，唱完

一段还有一段，让作者不禁泪目。王名流半路

停车，连作者都猜不到他要干什么，原来他是

看到路边有一蓬八月瓜，硬要摘几个让作者

尝尝。他递过瓜，“呵呵一笑，露出雪白的牙

齿”，是多么暖人心脾。一桩桩，一件件，都显

示了公路人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

作者笔下公路人的情义和情趣，充分表

现了他们人性的光辉。

其次，这是一本重视结构的书。大家都知

道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其实长篇报告文

学又何尝不需要严谨的结构呢。只不过报告

文学常常满足于事件本身的逻辑，满足于按

事件的逻辑展开叙述。

方欣来的这部作品前后两稿在结构上进

行了调整，充分显示了她的结构意识。她合并

了第一稿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原来的两章是

同一命题从不同角度叙述，第一章是从人的

需求进入，第二章是从历史发展的需求进入。

其实归根结底历史的需求来自人的需求，人

的合理需求最终总要集合为历史的需求，合

并到一起逻辑更顺畅了。第二处调整是增加

了一章——“党建引领在路上”。经过合并和

增加总章数没有变，总节数也没有变。她只是

把原来散见于各章的与党建有关的几节集中

到一起了。这样的调整一点儿也不伤筋动骨，

却一下子使党的领导在湖南公路事业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更加突出鲜明。

（《湘路》 方欣来 著 湖南教育出版社

出版 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原研究员、

著名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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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立新

耀红教授的散文集《一路还乡》，是一

部以故乡山水人文为题材的用心之作。多

年来，耀红沉浸于家乡山水生活与文化底

蕴的采撷，一时一处，一点一滴，有如樵夫

砍柴，又似神农尝草，把捡拾来的饱含人生

感受和历史文化深蕴的风景、风物，都装在

对于“家乡”的《日知录》般的心怀里。久而

久之，便也如丘似山，琳琅满目，光艳如珠

了。

人生其实无论做什么，只要用心，且又

持久，总能编织出丰硕的自我慰藉。耀红是

有心人，初次见面时他便给了我这样的印

象；耀红也是善于用心的人，相交一段之

后，我又发现了这种“机密”。真不是夸大其

词，能用心、善用心，确实是一个人最可宝

贵的人生资质。

耀红用心很细，从文字里就能看得出

来：“从老屋的门前抬头北望，就见到那株

高大的白果树，那撑住一角云天的白果树。

没人能说出老树的年岁，就连村里最老的

老人。”“斑鸠的唱词，永远这么朴素、简单、

经典。它从《诗经》时代，一直唱到今天，唱

到被沙沙细雨濡湿的早晨。”“多年之后，与

紫苏在城市里重逢。其时，它们躺在菜市场

的香葱和韭菜之间无精打采，像一群沦落

天涯的游子……颜色虽是紫的，灵魂却完

全不再是当初。”

耀红书写家乡这类纯粹自然的事物，

也书写融涵在家乡山水间的历史人文。“去

年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走进了张百熙的

出生之地沙坪镇金霞村。金霞，与其说是一

个地名，莫如说是一个意象。我想，那命名

的灵感，是不是来自屋脊后的那些曙色和

斜晖？”“松坡于云南风生水起，令一个人坐

立不安，此人就是袁世凯。”“沈从文，一个

从边城走向世界的‘人’，又何尝不是一只

美丽的凤凰。”

满书都是此类的文字，把情感和理趣

都用并不沉重的轻灵话语表达出来，使人

读了不累，甚至还能减轻疲劳。不过稍一动

念，便又感觉每一段轻松的文字背后，都多

少有些搁不下的凝重。虽然形式上举重若

轻，但实质上是拈轻带重的。

就说书名——《一路还乡》吧，虽然看

似轻巧，却让人无法真正如释重负。

每个人都有现实上的故乡，但每个人

的精神，其实又都终无所归。回到现实中的

故乡虽不困难，可精神的归宿却始终下落

不明。就像李白词所写的一样：平林漠漠烟

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

楼上愁。玉阶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

归程，长亭更短亭。

脚下可以踩到故乡的土地，精神却不

知“何处是归程”。我们从何而来？我们为何

而来？我们向何处去？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

去？要是想到这些问题，人生就像背着石头

趟水，能否走上对岸完全不可预期。无论活

上多大一把年纪，对岸都一样遥不可期。

目标难期，可却不能懈怠，何时懈怠

了，何时就沉下去。所以，目标究竟在哪里

呢？这种问题还是不要无休止地纠缠下去，

就像武松在景阳冈上遇见了老虎，“只顾

打！”完全想不起套路，平日习武的招式，在

这种时候是派不上用场的，有用的只是不

能被吃掉的觉识。如此说来，先不要管“我

从哪里来”，也不要问“我向何处去”，只要

背紧石头顽强地走。虽然背着石头走很累，

但却别想放下，这是没办法的，这石头来时

就已粘在我们的背上，卸掉的侥幸是根本

不存在的。

走着走着，便会发现，原来“归程”就在

脚下，坚持走下去，不管有多么山险水恶，

不论有多少长亭、短亭。到一短亭喝一口

水，过一长亭唱一首歌。就算沉没在没有到

达对岸的水里，也还能留下一路的歌声，在

身后袅袅，在空中飘移。

路虽然走不完，但是歌是不能停歇的，

这就是文学，这也是哲学，或许也正是耀红

教授《一路还乡》的心之所致。《一路还乡》

还在封皮上印下了我一句不着边际的“荐

读”话语——“家乡是自然的山水，如果没

有善于体会的心灵，我们就等于失去了家

乡。”

（《一路还乡》黄耀红 著 漓江出版社

出版）

一部以故乡为题材的用心之作

赵林

西方人言必称希腊，其中一个很重要

的原因，是西方的很多文化形态都奠基于

希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

和艺术之根都在希腊。”这从侧面说明，希

腊的文化形态对后世西方的影响直到今天

依旧极为深刻。

现在被人们熟知的西方的艺术、宗教、

文学、哲学乃至科学，都可以从希腊找到根

源。希腊不仅在很多方面启发了后世，更重

要的是，它在某些领域达到的巅峰令后人无

法企及。毫不夸张地说，古代希腊创造了一

段充满魅力、永远说不尽、道不完的文明。

那么，西方的这些文化形态是如何在希

腊这片土壤上滋生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

从较为清晰的历史脉络和线索中寻得。

众所周知，人类文明主要发生在旧大

陆。1492 年，意大利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发现

的新大陆，也就是美洲大陆，虽然有着属于

自己的、自生自灭的古老文明，但是这些文

明基本上都是在一个封闭的状况下发展起

来的，对人类的历史进程并没有产生太大

的影响，比如自生自灭的玛雅文明以及被

西班牙人摧毁的印加文明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人类文明最早的奠

基者主要在旧大陆，也就是今天的亚欧大

陆，以及撒哈拉沙漠以北区域，那里是一个

自然连接的板块。

按照人们对文明史的理解，旧大陆文

明在民间通常被称作四大文明古国，即中

国、古代印度、古巴比伦和古埃及。但从学

术角度来看，学者们一般认为应该有五个

重要的文明中心，除了刚才说的四大文明

古国，还有一个就是以克里特为代表的爱

琴文明，它既是希腊文明的前身，也是西方

文明的源头。

从地域的角度来看，这五个文明中心

都依傍大河或海洋，从东到西依次是黄河

流域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

明、尼罗河流域文明及爱琴海文明。

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这五个文明中

心从古代开始便形成了两个对照非常强

烈的文明轴心，其中一个是东方的文明轴

心——中国。

中国西部崇山峻岭众多，自古以来，这

些地方的地理环境就比较险恶。汉朝的时

候设立了河西四郡，即武威、张掖、酒泉和

敦煌，当时还有通往西域的两大门户——

玉门关和阳关。唐代诗人王之涣在《凉州词

二首》里写道：“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

玉门关。”王维在《渭城曲》中写道：“劝君更

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言下之意，便

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是人迹稀少的高山

大川。

阳关往西是昆仑山，然后是天山，再往

西就是著名的葱岭（现在的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再往西，就到了今天的中亚地

区，包括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

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五个

国家。

西边是高山大川，西南有难以逾越的

喜马拉雅山，这导致中国的中原地区自古

以来和西域之间的交往便非常少。直至汉

朝张骞出使西域，中原王朝通往西域的道

路才逐渐开辟，著名的“丝绸之路”的雏形

正是此时出现的。到了唐宋时期，丝绸之路

逐渐大盛。

由于与西方之间的联系很少，中国文

明的发源和兴盛都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

境之中，无论是面对外族的入侵，还是与周

边和平地交往，中华民族始终以自己的文

化特色为根本来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以

夏变“夷”。

（摘选自《古希腊文明的光芒》，赵林 著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东方的文明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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