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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现场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这是财富激增的40年，也是社会巨变的40年。著名作家、茅盾
文学奖得主张炜新作《艾约堡秘史》，立足改革开放的沧海桑田，以其敏锐的视角、精湛的文笔，刻画
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聚焦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如何协调发展的现实。

一本书的诞生，首先基于书写者的智慧和努力。别样的见
闻与体验、不凡的情感与思想；字斟句酌，一个字符一个字符地
寻找，撒豆成兵，一页纸张一页纸张地堆积；在焚膏继晷中兀兀
穷年，在身体的损耗与消减中，让心思细微，让心灵滋长，让精
神飞翔。

一本书的诞生，往久远一些说，还要基于文字、纸张和印刷
术的发明。仓颉、蔡伦、毕昇这些古老的名字早已化为渺远的
星辰，但却始终光耀中华文明的星空，光照世界文明的册页。
一本书的诞生，在新近一些的时候，也基于现代出版业的发
展。古登堡改变历史的发明，让大量的机械复制得以可能，编
排校对、装帧设计、印制发行，在一本书的背后影影绰绰的，有
数个忙碌的身形。

是的，我爱这本书，珍重它要焚香净手，爱惜它至不忍折
页，依恋它到不愿释手。

一本书的完成，需要基于阅读者的读解和领会。于我心有
戚戚焉的共鸣，豁然开朗醍醐灌顶般的启迪，在字符中发现意
义，在纸页间培育灵魂、知识、情感、思想，孤“读”中有无限繁
华。是的，我读这本书，沉潜涵泳，含英咀华。跟所有的物质消
费品不同，书的完成不在于被人购买和拥有，也不在于被人阅
读和陈列，书的完成在于其精神特质是否被发掘和领会，其精
神探索是否被理解和接受。

当作者一个人的低语成为无数读者群体的和声，独唱成
了团，独木成了林。从我到他，从一个人到一群人，同声相
应，同气相求。从此地到彼地，从此时到彼时，无远弗届，代
代传承。正是在漂流与共享中，书的功能不断被扩大，书的
价值不断被增值。一本书可能会破损和老旧，但其承载的内
容和精神却能够历久弥新。

正是因为书的精神属性，由明星丢书，在地铁丢书，漂流与
共享的只是书的躯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书。是的，一本物理
意义上的书，可以在人与人之间随意地漂流和共享，但真正意
义上的书，更能在心灵层面、在精神世界里漂流与共享。

一本书的漂流与共享，这是一件多么美好的事情。吾道不
孤，因为一本书，我们成为精神上的盟友；在人群中或许我们并
不相识，但我们的精神相互支持、彼此慰藉，每一颗心灵都是另
一颗心灵的花园，每一个灵魂都是另一个灵魂的故乡。“虽然，
我只是一粒芝麻，被风吹离了茎的故乡。”“我坚信，也有另一
颗芝麻，躺在风风雨雨的大地上。”“我们虽未相识，但我终极
乐观，因为我们顶的是同一轮太阳。”

我爱书和读书，从来不需要外在的刺激，而是内生的需
求。我爱书和读书，因此在茫茫的人海中避开了那些光鲜亮
丽的面容，而辨认出同频共振惺惺相惜的灵魂。枕着书的呼
吸，借着书的芳香，每一阵风吹过，我们都相互致意。

书的漂流
□ 杜学峰

新书过眼新书过眼

畅
销

这是一本严肃中透着可爱的心理学
教材。该书与很多教材不同，它具有独特
的视角，使用的叙述手法也别具一格。它
以第一人称来叙述有关人格心理学的各
种问题与答案，使读者如亲临大学课堂，
听人格心理学教授将那些有趣的研究和
大师们的思想精华娓娓道来。你既可以
将它作为专业教材，系统而深入地学习人
格心理学，也可以将它作为入门读物，在
它生动的讲述中，了解心理学在我们自身
乃至这个世界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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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搜索即得的信息时代，我们还需
要学这么多知识吗？掌握学习方法，比掌握
知识本身更重要吗？……在《知识大迁移》
中，作者威廉·庞德斯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详
细解答。

本书中，庞德斯通过剖析信息爆炸时代，
人们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无知且不自知，阐释
了信息时代思维方式的误区，直指信息技术
对自我认知的误导。通过覆盖全美的调查和
研究，以大数据形式揭示了知识与收入之间
的关系，告诉人们学习哪些知识可以让人更
富有、更幸福。同时，还深度解读信息时代的
制胜关键，使读者了解如何利用现有媒体、网
络等资源，在移动知识时代成为真正的赢家。

《人格心理学：
人与人有何不同》
大卫·范德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知识大迁徙》
威廉·庞德斯 著
湛庐文化

《国粹：人文传承书》，堪称一部
形象化的中国人文传统史，也是一部
中国人的心灵精神史。其以优美的
散文笔调阐释中国人文传统、讲述中
华五千年波澜起伏的往事。

作者王充闾是当下重要的散文
大家，他以其正大的面貌、浩瀚的雄
姿、淡然的笔触和云卷云舒的万千气
象，展示了他丰赡、多样的散文创作
成就。作者长期关注中国国粹，数十
年来，读史述史已经成为其精神享
受、思想升华的一种必要方式，一种
无需选择的自动行为。

在某种程度上，《国粹：人文传承
书》可以看做作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
一次隆重巡礼。在这一过程中，他既
看到了庄子对人生做减法的高明哲
学，又笑看秦始皇渴望千秋万代不朽
最终二世而亡的命运；既从“尽信

《书》不如无《书》”中读出了史实与虚
构的关系，又因《周易》生发出对人世
流转、沧海桑田之不变的洞见；既从
丝绸之路上的驼铃声中听见盛世之
音，又能从传统诗词中的情感表达解
读中国人的心理世界。对作者来说，
传统并非相互隔离、区别的文学、历
史、哲学、政治、经济，而是中华民族
的生命之书，它记录下中华民族生生
不息的重重奥秘。

作者在传承、阐发“国粹”的时
候，有一种明确的文化自觉。文化自
觉，是费孝通1997年提出的。费先生
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
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
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
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
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作者的文
化自觉，首先在于他“读史”的方
法。 他认为，读历史，主要是读人，
而读人重在通心。读史通心，才可望
消除精神障蔽与时空界隔，进入历史
传统深处，直抵古人心源，进行生命
与生命的对话。如，作者读“曾国藩”
的视角可谓很有新意。在曾公家书、
传记、诗文被炒得不亦乐乎的时候，
作者认为“这位曾公似乎并不像某些
人 说 的 那 样 可 亲 ，倒 是 十 足 的 可
怜”。他是一个“终身置身炼狱、心灵
备 受 煎 熬 、历 经 无 边 苦 痛 的 可 怜
虫”。不是吗，“曾公”是道德观念的

“人质”，他的本身就是矛盾、悖论的
化身……

同时，作者又说，在读人、通心过
程中，不仅仅限定在作为客体对象的
历史人物身上，同时也应对于作史者
进行体察，注意研索其作史的心迹、
探其隐衷，察其原委。作者写“李
白”，“他的不朽，不仅由于他是一位
享有世界声誉的潇洒绝尘的诗仙，而
且，还因为他是一个体现着人类生命
的庄严性、充满悲剧色彩的强者”。
作者将我们对于李白的看法，归结于

“千古文人心”，也是的确读懂了读者
和李白的。

《国粹：人文传承书》把人文传统
与优雅汉语完美结合，富有诗情画意
又极具激活力。该书可以说是一部
形象化的中国人文传统史，也是一部
中国人的心灵精神史。作者以散文
的写法，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
传统体系，使读者对中国的传统有一
个整体形象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国
粹：人文传承书》作为历史著作来读，
也可以将其作为文学著作来读，这里
蕴含着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

历史文化散文的
另一种魅力

□ 李 迎

《国粹：人文传承书》
王充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年7月

经济与文化演变成长的信史
透视巨富人士
发家史和心灵史

“一位巨富以良心对财富的清算，一
个勇者以坚守对失败的决战，一位学者以
渔歌对流行的抵抗，一个白领以爱情对欲
念的反叛。”这是《艾约堡秘史》腰封上醒
目的推荐语，四句话精当地概括了小说的
核心。

翻开书页，俯首皆是惊奇。“我生命的
底色是仁慈的，有太多爱，也有太多恨。
我将为自己任何一点残忍付出代价，自谴
至死，最后煎熬在风烛残年里……”小说
中，张炜以这样朴素明快的文学语言，凝
结了广阔的诗意和厚重的心灵思索，常常
给人以激荡灵魂的叩问。

从上世纪的《古船》《九月寓言》，到
“中外文学史上最长的纯文学作品”——
茅盾文学奖巨著《你在高原》，张炜是中国
当代最多产、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作
品屡获国内外大奖。他坚持文学作品的
纯度和严肃，沉入生活的“深水区”，用文
学的方式审思时代大变革，几乎每一部作
品都会引发高度关注、甚至争议，犹如当
下社会的一剂“独药”。

这一次，作者又将笔触对准了改革开
放以来文学创作较少涉足的题材领域
——中国暴富人群，用从未有过的视角和
深度来揭示他们的发迹史和心灵史，以及
资本的“原罪”。

《艾约堡秘史》
让你邂逅文学之美

《艾药堡秘史》称得上是一部出人预
料的奇书：就高超精湛的语言艺术、层层
递进的叙事技巧、深接地气的当下生活、
复杂迥异的人物形象来说，无疑是当代文
学中最为迷人的创作之一，也是作者最具
有突破意义的长篇力作。

小说通过一个私营企业巨头（当下屈
指可数的巨富）吞并风光旖旎的海滨沙岸
的典型现代事件，聚焦当今中国经济发展
与生态保护之间既高度依赖又相互纠结
的尖锐现实，直指工业化城市化和资本膨
胀过程中的公平与正义问题。

集团总裁淳于宝册饱经磨难，世事
洞明，具有极为罕见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由一个当年的文学青年成长为当今声名
显赫、举足轻重的大实业家。由他亲手
缔造的狸金集团成为一个无坚不摧的北
方王国，然而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与
一个小小渔村的对峙中却陷入了一场胜
负难分的痛苦鏖战。小说浓墨重彩塑造
了一个居身海角的勇者吴沙原，深刻揭
示和展现了他从土地中汲取力量、不畏
险峻的令人感动和信服的整个搏击过
程。两位男主人公与研究拉网号子的民
俗学家欧驼兰的爱情纠葛，因为别具心
裁和一唱三叹，遂成为曲折动人感人至
深的奇妙篇章。

小说对民风俗韵特别是半岛地区的
拉网号子给予了深入探究，以缜密严格的
学术品格，铺展为全书的色调与底蕴，是
贯穿于近三十万言中不绝于缕的旋律。
矛盾错综复杂，运筹与攻防、妥协与坚守、
忍韧与撞击，构成了全书跌宕起伏、悠长
激烈的华彩乐章。

《艾药堡秘史》又是一部“爱情大全”，
是关于情与欲在资本隆隆推进的物质主
义时代最细致入微的描述。吴沙原的奉
献与牺牲，深爱和顽强，对生于斯长于斯
的小小渔村深不见底的情感，也许是书中
最能打动人心的部分。

《艾药堡秘史》可视为作者奉献给广
大读者的一道文学盛宴，是中国新时期一
部经济与文化演变成长的信史。

十年之约
匠心打造大家力作

“每一部长篇，都要酝酿15年以上。”
这是纯文学创作的“张炜式倔强”。

1988 年，《艾约堡秘史》的“种子”在
张炜心中开始萌芽。

2008 年济南书博会，让张炜与“老
友”——湖南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
长，中南传媒集团董事长，文学评论家龚
曙光邂逅重逢。这一次，龚曙光伸出了

“橄榄枝”，他想向张炜“私人订制”一部
长篇小说。张炜欣然接受，并决定把“私

藏”了多年的《艾约堡秘史》，作为一份
“厚礼”赠送给这位文学上的挚友。“出版
湘军”掌门人龚曙光更是拿出最大的诚
意，亲自为张炜的这部力作担任图书责
编。

作为《艾约堡秘史》的责任编辑，龚曙
光读了作品不下十遍，他这样评价作品：

“《艾约堡秘史》首次以文学的方式正面透
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现实，以犀利的
笔力直面社会暴富阶层的生活与灵魂，以
诗意与切肤的文字剖开了一个暴发户既
强横又虚弱、既骄奢又枯冷、既丰富又苍
白的发达史、心灵史、情爱史。小说表现
了经济骤变时代中国社会四十年的经济
缝合与人性的撕裂，从财富的匮乏之殇到
财富的盈足之殇，经济发展与自然保护，
资本膨胀与人性的迷失等等为人关心的
话题。”

湖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龚湘海读完
这部小说后表示，张炜的作品找到了一个
非常好的切口，很多人写改革开放后 40
年往往流于表面，但张炜从人性角度，凸
显了改革开放四十年后人性的嬗变，“你
可以在小说中看到这样的顶级富豪是怎
么生活，是怎样的穷奢极欲；又可以看到
在暴富后，他的灵魂找不到方向，不断在
精神、情爱中的挣扎和反省，表现了经济
巨变时代，从财富的匮乏到财富盈足的过
程中人性的撕裂”。

谈及书名“艾约堡秘史”，龚湘海说，
淳于宝册小时候非常悲惨，两岁时父亲
去世，被一个老奶奶收留。后来他又被
地痞流氓打压，备受凌辱。在北方，“递
哎哟”就是“求饶”的意思，所以张炜将淳
于宝册集团总部叫作艾约堡，并把小说
取名为《艾约堡秘史》，艾约堡是主人公
屈辱的标志。

《艾 约 堡 秘 史》的 立 意 是 很 高 远
的，因为它既关注了人物的个人命运，
也通过小说的故事折射社会发展大面
—— 追 逐 财 富 与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的 关
系，是在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发展转
向 质 量 和 效 益 并 重 的 良 性 发 展 轨 道
上，对社会发展的一种反思与追问，给
人以深刻的启迪。

推荐理由：

●茅盾文学奖得
主张炜直面财富激增
时代，再度反思社会演
进得失。

●一位巨富以良
心对财富的清算。

●一个勇者以坚
守对失败的决战。

●一位女神以渔
歌对流行的抵抗。

●一个白领以爱
情对欲念的反叛。

●一个财富王国
的疯狂膨胀，一位私企
巨头的驳杂灵魂。

●一部透视中国
巨富人士个人生活和
精神世界的长篇小说。

《艾约堡秘史》
张 炜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

□ 辛 阆

在鄱湖纹理中
抒写江西文化自信

一位从江西走出去的作家，被故乡大地上那种旷古的历史
与文明所感染召唤，回到自己出发的地方，全方位行走鄱阳湖流
域，通过发掘鄱阳湖文化，从地理的溯源到人文的探寻，来阐述
与解读江西这块土地上悠久的文明史。经过 4年的努力，行程 3
万多公里，走完了江西的 60个县区，最终形成札记逾百万字，筛
选、提炼成 36万字的书稿，最终，一部关于鄱阳湖流域地理历史
文化的著作《大湖纹理》呈现在读者面前。

这本书的作者，正是对鄱阳湖文化情有独钟的江西籍作家
凌翼。

纵览全书，《大湖纹理》是一部展示江西文化自信的极好教科
书。该书全面系统地梳理了数千年来，江西鄱阳湖流域形成的纷
纭复杂的深厚文化，透过山川风貌，解读赣鄱文明。在创作主旨
上，作者以造房子的态度来写书，精心架构，精雕细刻，通过对自然
山水、地理环境、历史人文、器物神韵等的描摹抒写，笔触涉及生
态、经济、政治、战争、宗教、文化、科技、教育、艺术等等，汇集理念、
学术、民俗、传说、考证等于一体，成为历史地理学术文化的综合
体。在创作艺术上，《大湖纹理》叙述宏阔，笔法自然老到，结构疏
密有致，为地域文化创作提供了一种范例。因此，这部著作，既是
读者了解鄱阳湖水系与江右文化现象的极好读本，又是张扬江西
文化自信的一部气韵生动的鄱阳湖地理史诗。

（记者 毛江凡）

书事

品书品书

著名作家、编剧六六，代表作有《心
术》《蜗居》等。一直以来，六六都以犀利
直率的形象示众，敢言敢为。商学院毕
业后，六六精修医学和国学经典，“怼人
不倦”的她开始偏重“内功”的修炼。这
些心得纳入了新书《只有岁月不我欺》。
书中，六六从“话题女王”到“通达智者”，
将人世起伏的真实经历化作深沉有力的
笔谈，对人性、情感等方面的体悟把握惊
人，深蕴哲理。

六六精读国学后，视野宽阔了，阅
历深厚了，文笔也更加成熟大气了。我
们这一生，幸福的根源在哪里？每个人
都没有深究过。大多数人都认为忙忙
碌碌是幸福的，而生活本身不允许你闲
着。忙着忙着，就忘却初心了。忙碌，
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冯友兰曾经说过，
人生有四重境界。第一重是自然境界，
饿了要吃饱了要拉，这都不用教；第二
重是功利境界，除了活着，人还想干些
什么，要被别人知道，要被社会认可。
最后便是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一个
人若总是暴躁、愤怒、满腹怨气、无限愧
疚，只能说明修行得还不够，还在“功利
境界”里面打转。

六六对生命实相、善恶天道的阐
释，深刻洞见。她说：“生老病死是每
个人都无法选择的，唯有‘权钱色’三
关，足以让人类在迷宫转几十万年不

得脱身。”她认为，你当下为感情，为头
衔，为利益而困惑、烦恼、伤神，可这些
大多不会改变你未来人生的轨迹。旅
行的美好在于，那些永远不会再见的
人蓦地走进你的生命，把一句上天想
传 达 给 你 的 话 说 出 来 ，然 后 带 走 不
谢。那些与你没有任何交集的人，与风
景一起被你封存进记忆，裹进生命画
卷。所以，只有那些对自己有要求的人，
才会进步；那些对员工有要求的老板，才
是对员工负责。

“女强人”六六早就明白，没有谁会
永远被人爱被照顾被呵护，也没有女人
单靠外貌赢得男人的尊重。她说：“你把
所有的时间，每分每秒都用在进步上，到
中年，你终于可以喘口气。还可以把你
曾经视为依靠的男人一脚踹掉——如果
他不进步，跟不上你步伐的话。”回忆自
己的情感之路，六六说，我们不会永远 24
岁。最好的结果是：岁月写在脸庞，心像
24 岁一样雀跃，充满希望。被爱是儿童
时期的幸福，而爱人才是成年人的享
受。张牙舞爪的强势是内里脆弱空虚的
表现，真正的强者则是：我坦荡荡将我的
弱点放在你的面前，你却不敢或不忍把
我伤害。

每个人对成功的定义大不相同。在
六六看来，为赚钱将自己后半辈子的快
乐搭进去显然不值得。她说，我们都被
眼前的困局蒙蔽了双眼，看不见远方还
有朝阳在升起。我们从落地起，就在玩
升级打怪的游戏。一路走来，考大学，早
恋，失恋，结婚，离婚，找工作，失业，炒股
票，亏钱，买房子，受骗，生娃……每一道
坎儿，都是过关的必经阶段。坎儿全过
完了，人生也就 Game Over 了。别太认
真，只要不死，就能重来。就怕你一时想
不开，不玩了，就再也没有机会等着看自
己老年有多精彩彩。所以，成功不过是
一生睡得安稳。

阅读中印象最深的几句话是：“我见
过很多天资很高的人最终‘泯然众人矣’，
也见过很多小时‘未必佳’的人，通过自
我修炼‘大时了了’。差别就取决于，你
每天，是否在勤劳地偷懒。聪明不是人
人都有。努力却没有天资的区别。”这实
际就是一碗“心灵鸡汤”，在滋补的同时，
又提升净化了心灵！

书畅想书畅想 忙碌，
为了更好地生活

□ 高中梅

《只有岁月不我欺》
六 六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8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