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ENHUA GANPO ■ 副刊部主办 主编 杨淑玲 美编 杨数 电话：0791-86849979 B3JIANGXI DAILY2018年11月9日星期五 读 书

本版邮箱：ysling2012@163.com 期第
336336

本版邮箱本版邮箱：：yslingysling20122012@@163163.com.com 期第
351351

书
事
书
事

书里书外书里书外

书现场书现场
以《抉择》《国家干部》等经典现实主义作品著称文坛的作家张平，近日推出暌违14年后的新作

《重新生活》。作品一经推出，即引起强烈反响与关注，被认为是一部与时代相称的杰出作品。
《重新生活》通篇都是腐败对人与社会的戕害和毁伤，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反腐势在必行，

反腐功德无量。惟有全民反腐才真正顺应民意，凝聚人心。
作为人民作家，《重新生活》亦是张平创作初心的回归，民本情怀的重温与力铸，是一种别样

形态的终极性灵魂“反腐”。

书畅想书畅想

书语书语

读书随处是书房
□ 杨 方

年轻时喜欢文学，爱附庸风雅，还没读过几本书，却总
梦想有一间自己的书房。看到人家屋里有书架、墙上有字
画的书房，心里非常羡慕。但当年我家租住的斗室尚不足
20平米，哪来的书房？

不过，幸运的是，我家住在老城区最繁华的裕华路附
近，出门向左拐就是市内最大的新华书店，从家里到书店
只需步行10分钟。对我来说，家门口有个新华书店，就如
同守着个“金元宝”，在书店看蹭书是“近水楼台”，那时候
家门口的书店就是我的书房。

数年以后，当我拥有了一个三居室的时候，原来那个拥
有书房的梦想不知不觉早已淡化殆尽。不是我不喜欢读书
了，读书的欲望反而比年轻时还强烈，我感觉有没有书房，
已经不是很重要的事。在物欲横流的浮躁社会里，能够静
下心来读书才是主要的。如果想读书，写字台前、卧室里、
沙发上，甚至卫生间里都可以是手不释卷之地，而似乎只有
堆在床头的书才是我的最爱。作家且庵在一篇文章里这样
写“床头书”，算是说到我心坎上了：“书能带上床，一定是好
书；一个爱读书的人，一定是要有几部床头书的。”半躺在
床，此时我就是那个拥有“后宫三千佳丽”的皇上，床头上摆
的一摞新书旧书，我想“宠幸”哪本就“宠幸”哪本。

陈继儒在《小窗幽记》中说：“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
净土”“眼里无点灰尘，方可读书千卷”。古人的“马上、枕
上、厕上”都是读书的地方，说明人家真的是喜欢读书。真
正喜欢读书的人，无论身处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心无杂念地
阅读，大可不必有个叫做书房的地方来“捧场”。据说，钱
锺书家就没有专门的书房，但又处处是书房。在随笔集
《我的书房》一书中，杨绛的文章这样描述：“我家没有书
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
书柜，各都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何满子的书房叫

“六一居”，意在一室六用，既是书房，又是客厅、餐室、卧
室、会客室、教室，又名“一统楼”。这说明何老爷子也秉承

“读书随处是书房”的理念，无需刻意打造一个“专职书
房”。倒是发现时下有不少拥有书房的富贵人家，其实并
没有半点书香气息，我想，大概只是为了装装门面摆摆样
子的吧。

喜欢读书，处处是书房！

据香港《明报》报道，10月30日下
午，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原名查良
镛）病逝，享年94岁。

金庸，作为武侠世界的大侠，曾经
创作了《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倚
天屠龙记》《天龙八部》《笑傲江湖》《鹿
鼎记》等家喻户晓的作品，其作品被各
种文艺样式改编，深入全球华人的心
坎，素有“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
武侠”的称赞。

众多读者网友回忆读金庸作品，
几乎表达了一致的感受：金庸先生一
手打造的武侠世界“承载了太多人的
青春记忆和文学启蒙”，自己小时的武
侠世界就是金庸创造的，读过的第一
本武侠小说、看过的第一部武侠电视
剧都是金庸先生的作品，“多谢你，金
庸，给了我们一个永不幻灭的武侠
梦”。金庸虽逝，但其侠客精神永存，
经典永存，只愿经典能够传世，后人继
续传颂经典……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
鸳”，这是对金庸先生一生著有的 15
部武侠小说的概括，这些武侠小说对
中华武侠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笔
下的一个个武侠英雄人物，鲜活生动，
为无数武侠迷读者所喜爱。

这几年，我们在读书界和出版界，
常推出读者最喜爱作家排行榜、读者
阅读排行榜、中国作家社会关注度排
行榜等等，在这些榜上排在前茅的基
本都是金庸先生，他的《射雕英雄传》

《天龙八部》和《鹿鼎记》等，是最受读
者热捧的武侠名著。

金庸不仅写武侠，他自己也是一
个武侠小说迷，有着浓厚的武侠文化趣
味。记得金庸先生在英国剑桥攻读历
史学博士学位之余，经常看的书，就是

“旧”的武侠小说。金庸先生不遗余力

地创作武侠小说，对武侠文学如此珍
爱，让我们读者感受到，金庸先生是通
过写作武侠小说、阅读武侠文学，来寄
寓男人的一种梦想和追求，他的心中也
保留着一种“武侠”英雄梦。

在人们的心目中，武侠是一种古
风。武侠，是一勇者、一智者、一侠者，
英雄侠义，重情讲义，构成了他的人格
色彩；更注重情义，更重视武功，更突
出人道，更强调生命的自由，成了“武
侠”的代名词。爱武侠的那些人，他们
眼中的武侠英雄，往往都具有一种冲
天万丈豪气，胸中小不平，可以酒消
之；世间大不平，非剑不能消也。这种
英雄气，就是一种悲悯情怀，真事业，
真性情，俱在此中。这种英雄气，就是
男儿须挺然生世间，是一种顶天立地
的大丈夫气概——他有侠骨柔情，他
有豪杰肝肠，而有时，武侠的英雄的迟
暮心境和心灵痛苦，体现的也是史诗
的悲壮和诗意的美丽……

我们再来看看金庸笔下的英雄武
侠。金庸自幼深受中国的正统教育，
其心中的“英雄”始终与所有传统意义
上的大英雄一样，都拥有一颗不变的

“侠客之心”。他笔下的张无忌仁义勇
德，宽厚仁慈；萧峰，被称为“最敬佩的
大侠”，他的英雄形象光彩照人，虽为
契丹人，但仍以帮助北宋抗击外敌为
己任，最终甚至以死阻止辽帝攻宋；令
狐冲侠义率真，救助别人从来不为更
深一层的目的，对恒山派仪琳等别派
弟子，即使素不相识、无甚了解，只要
下决心救助了，便毫不犹豫，也不求留
名；郭靖更是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
者，为当世钦敬，后人追慕，他的仁心
义胆是以天下百姓的生死存亡与民族
国家的安危祸福为念，大义凛然，大气
磅礴……

我们知道，人类的文化心理和精
神心理中，藏有一种可贵的英雄崇
拜、英雄情结。这种英雄崇拜，使我
们每一个人因为崇敬实际上高于我
们的人而感到自身更高一些。这种
英雄情结，是我们的一般琐事、枯燥
无味的东西摧毁不了的心中的忠诚
和崇拜。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不管
通过怎样的文化形式在自己的精神
的田园中培植和种下的这个“武侠
梦”，其根本就源于这种英雄情结和
英雄崇拜。

金庸的武侠文化精神，对我们读
者产生了很深的文化和精神的影响。
而现在人们阅读金庸的小说，更多是
情感的需要和心理的需要，这是读者
喜爱金庸作品的主要原因。在今天这
个纷繁芜杂的时代，很多热爱金庸的
读者，通过阅读金庸的武侠小说来寄
寓一种英雄梦想和追求，特别为金庸
小说中的那些勇者、智者、侠者的故事
所激励。这些人物的英雄侠义，重情
讲义，强调生命的自由的精神，不仅构
成了小说中的人物的人格色彩，更成
为读者人生学习的榜样，很多读者说，
金庸的小说是很好的精神导师，人生
中遇到高潮或低谷时，可以从这些小
说中找到精神慰藉……

马云说，金庸对阿里巴巴的创业
和成长有着很深的影响，“只因一个

‘侠’字，结缘半生”。腾讯集团副总裁
张小龙说，当年开发 foxmail邮件系统
的名字，就是源于金庸笔下“令狐冲”
这一小说角色。而对我们个人来说，
我们拥有“武侠梦”“英雄梦”，这还是
属于我们的心灵生活，是我们通过文
化记忆的形式，来超越现实生活，完成
自我的精神历程，证明自我的一种精
神性的存在。

我们年少时忙着上学升学，青年忙着找工作，中年上
有老下有小，老年虽然说可以卸下为生活奔波的辛劳，却
可能有疾病缠身的隐患。人生好像从懂事开始就一直匆
匆忙忙，不见停歇。有多少人真正懂得自己活着的意义，
真正停下来感受生命里的滋味？世间纷繁迷眼目，我们
常常忘记自心，什么才是自己拼命追寻和守护的？也许
在丰子恺的《简单甚好》你能找到合适的答案。

《简单甚好》是一本生活散文集，文章篇篇充满温情，
贴近人心，处处透出生命的智慧，饱含着丰子恺简单质朴
的人生哲理。虽然作者生活的年代和我们今天的生活已
经大不相同，但人生命的本质没有变，生活的真谛即便相
去千百年也如此。读丰子恺的文章就像在寒夜里挑灯前
行，即照亮脚下的路，又温暖持灯的人。

作者在《渐》里说，一个人的内心清净而纯粹，便能
“一粒沙里看出世界，一朵野花里见天国，在你掌中盛住
无限，一时间里便是永结。”越简单纯粹的人，越是修养
好、修行深的人，他们能看透世界，看懂自心，了悟生命的
根本。如此，生活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我们怎样净化心灵，怎样做到简单甚好？丰子恺倡
导不妨看看孩子们，从孩子们身上或许能得到大启发。
成人丢失的东西，在孩子身上却是盈满的。孩子的初心
都是简单而美好的，因为他们最接近生命的本质，还没有
学会用世俗的眼睛来看待一切。

在《给我的孩子们》里作者写道：“你（瞻瞻）要我抱
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
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
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
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
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寥寥数笔，作者把一个孩子的天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孩子就是想哭的时候大声地哭，想笑的时候开怀地笑。
丰子恺从孩子身上获得启迪，只有孩子能撤去世间事物
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他称赞孩子
们：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
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
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斫丧，是一
个可怜的残废者了。

从初心出发，你才能发现生命的本相，在世智尘劳的
现实生活中，大人最应该向孩子学习。看到生活的别处，
或许能发现不一样的风景，忘记人间有忧。

在这个万象世界，每个人有每个人想守护的东西。
或者是爱子，或者是颜面，或者是金钱，其实哪一种不是
生活本身。世事纷繁，我们能做到的只有静观。丰子恺
的文章充满生机和希望，无论你处在哪个年龄段，处在人
生的高峰或低谷，都能从其作品中看到一种云淡风轻，随
遇而安的淡定。

“猫儿相伴看流年”的逍遥人生，并不是无所事事
的人生，而是在简单平实的生活中，去做自己喜欢的
事。丰子恺的一生都在用心、用生命感受生活的瞬间，
他用一颗悲悯的心去发现生活中的美与善，用一双灵
巧的手，绘制出大众喜爱的漫画作品，写出令人感动的
文章，至今启迪世人。

人生在世，过眼的只是表象，过心的才是真实。生命
的本色其实就这么简单。在喧闹而光怪陆离的生活中，
退却虚华的壳，才能安守生命的纯粹。

因简单而幸福
□ 西 离

◀《简单甚好》
丰子恺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年10月

作家张平因《天网》《十面埋伏》《抉择》《国
家干部》等反腐小说而被公众所熟知。时隔14
年，张平携新作归来。近日，他推出了最新反
腐长篇小说《重新生活》，讲述了一个家族的故
事，对他们而言是一段尝尽人情冷暖的痛苦历
程，是一幕挑战人生落差的反转戏剧，更展现
了信仰与欲望的存亡较量。

小说讲述了延门市委书记魏宏刚因贪腐
落马后，其家人和亲友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巨
大变化。原在市重点中学读书的外甥女绵绵
突遭失学危机，正直律己的姐姐魏宏枝接受组
织调查，魏宏刚的儿子丁丁辍学失踪，魏宏枝
的老母亲一病不起，苦心经营的小家面临野蛮
拆迁……故事围绕着魏宏枝一家的遭遇一路
写下来。小说不再聚焦于纷繁复杂的反腐败
斗争场面，而是将叙事重点逐步向与此有关联
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倾斜，既关注民生，也对腐
败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社会百态、人情
冷暖跃然纸上。

身为市委书记，魏宏刚曾在这个市工作了
很多年，可以说，这个地方的所有问题都与他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待他落马后，他的子女
亲属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困难，可以说都是他
一手造成的。在腐败的魔爪之下，人人无可幸
免，当然也包括他的亲属和子女。也许只有到
了如此的结局，他的子女和亲属的遭遇才会让
他痛心入骨，悔恨终生。反过来说，一个地方
主官，当你的孩子和亲人也深陷你所营造的社
会环境，同老百姓一样生活的如此艰难困苦
时，你还会无动于衷、不知悔恨、毫无感觉吗？
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主要立意，是一种“别样的
反腐”。

《重新生活》没有设置正面人物独战群邪，
而是从一开始便安排“省里最年轻的市委书
记”魏宏刚被宣布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审
查，“双规”已成定论。这个小说中最大的反派
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现身，他的形象就如一幅
拼图，是通过亲属、朋友、同事、司机乃至纪委
对其出身、仕途、劣迹的回忆、描述和控诉来逐
渐完成的。张平几乎将全部笔墨都用来反映
魏宏刚坠落政坛一事给家人亲属带来的灾难
性影响，借宁校长之口道出了“如果一个领导
干部不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做事，那他的所作
所为，不仅会伤害到他自己，很可能还会伤害
到他的亲人和子女”这一主题。

《重新生活》，无疑是一部“近距离地描写

现实”、反映“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的现实
主义力作。张平依然坚守着“作家绝不可以远
离时代与人民”的写作理念，正如他 20年前在

《抉择》后记中所说：“我的作品就是要写给那
些最底层的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
永生永世都将为他们写作。”《重新生活》将反
腐的重任重新交付于人民。魏宏枝面对各种
利益的拉拢引诱，始终坚守为人的清白坦荡底
线。姐夫武祥以慈父良夫的坚持隐忍，呵护着
千疮百孔的家庭。绵绵和丁丁以“成长”少年
的尊严，捍卫着家族荣誉、荡涤着世俗偏见。
而司机刘本和以及医院副院长李翔龙，以知恩
图报和忠诚善良的人性高贵，践行着民间道义
的人文伦理。在这部小说中，张平将“人民”真
正推到了小说的中心位置，将“人民”灌注到了
小说之中，作品饱含着民本情怀，撼动人心。

张平在《后记》中说：“这才是我的一部真
正的反腐作品”，因为它“通篇都是腐败对人与
社会的戕害与毁伤”。“贪腐文化，贯穿于数千
年的中华历史之中”。真的，我们这个古老的
国家在过去那种源远流长而又根深蒂固的贪
腐文化中浸泡得太久了，太久了。一人升官，
所有的人们，包括那些淳朴、善良的人们，都去
附和、谄媚、讨好、巴结，更不用那些投机取巧、
別有用心的人，都争着去吹捧、勾结、利用。

与其说《抉择》《天网》《十面埋伏》是反腐
作品，倒不如说是描写了干群关系、党群关系
的良性回归。《重新生活》则完全是腐败对一个
家庭、一个区域以至一个社会的戕害和摧残。
通过对一个区域的主要官员腐败的陈述和描
写，展示了腐败给整个区域带来的难以想象的
巨灾大难。这种系统性、组织性、全局性腐败
所导致的危害是所有人都应警醒、都应深思
的。小说就是提醒人们从社会和生活的另一
面看腐败，并能真正感受到这其中的重大危
害。现实生活也确实如此，当一个人无权无
职，成为普通百姓时，才能看到事物的真相，才
能看到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

《重新生活》没有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但
由小见大，心理描写细致入微，故事情节曲折，
揭露腐败给周边人带来的损失和戕害，写得很
真实。印象中最深的，就是作者说的，一个领
导干部，只有同老百姓的生活同质同量时，才
会真正体会到百姓的甘苦，才能真正下决心去
解决老百姓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因为腐败侵
蚀的是人心，侵蚀的是人的道德、思想和人的
行为准则，侵蚀的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精
髓。因此，我们所有的人必须“重新生活”。否
则，我们都会被人类文明淘汰出局！

的存亡较量的存亡较量

张平，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中
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抉择》

《十面埋伏》《天网》《国家干部》等。先后数十次获全国
优秀短篇小说奖、赵树理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金盾
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茅盾文学奖等重要文学奖项。

作为以创作现实主义题材著称的作家，张平的作
品几乎是出一部就被改编一部，被搬上荧屏、银幕和舞
台，这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很少有的。

《重新生活》
张平 著
作家出版社
2018年8月

金庸给了我们
一个“武侠梦”

□ 许民彤

《大河书》
在南昌首发

江西青年诗人王彦山诗集《大河
书》首发式，近日在南昌举行。王彦山
是我省优秀青年诗人，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曾参加诗刊社第 30 届青春诗会，鲁
迅文学院第 21 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
班学员。他的诗歌沉郁顿挫，又善于在
开阖壮阔中观察生活的极细微处，具有
鲜明的语言特质和思想魅力，在中国诗
坛上拥有一定的影响力。

《大河书》是王彦山继诗集《一江水》
后的第二本诗集，是作者写作体系中的
一个重要里程碑和起点。诗集由江西高
校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江西省作家协会

“江西故事中国梦”江西文学重点扶持工
程扶持。《大河书》的出版，是江西青年诗
歌群体成长的一个重要标志。

（记者 毛江凡）

人生需要
自律

自律让你克服慌
张，摆脱焦虑，告别孤
独，赢得繁华人生。畅
销作家初小轨重磅新作

《自律的人生不孤独》近
日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正式出版发行。

本书是关于自律的热门主题书。不
懂自律，世界就会弃你而去，任你在不安
的岁月中孤独穿行；如果持续自律，全世
界都会拥抱你。我们对于繁华人生的希
冀，值得我们对自己严格一点儿。作者
通过50篇文章，明晰地表达了她的这种
生活态度和人生主张。我们对未来的梦
想、对人生的希冀，要通过自律才能达
成。如果懒散成了习惯、不自律成了生
活的常态，人生就会越来越痛苦、孤独，
而学会自律，就可以克服慌张，摆脱焦
虑，告别孤独，拥抱生命的丰饶。

（尹艳君）

信仰与欲望
□ 张光茫

关于作者

作者观点

部分作品录

《国家干部》：在直言诤谏“权谋文化”丑恶现状的同
时，勾勒出了一幅酣畅淋漓的当代政治社会画卷。

《十面埋伏》：古城监狱侦查员从一服刑犯身上发现
重大犯罪嫌疑，继而牵扯出一起涉及监狱外的大案。

《凶犯》：一部关于阵地、关于信仰、关于坚守的长篇
小说。

《孤儿泪》：这是一部还没有全部写完就已经被发表
连载，还没有转载完就被数十家影视公司争购改编权的
作品。

《天网》：塑造了一个敢于面对上级而坚持正义、坚
持原则的好县委书记刘郁瑞。共产党员不可见利忘义、
忘本，权力是人民所赋予的，你漠视人民的疾苦，你也将
被人民所抛弃。

《抉择》：不但对腐败现象进行了无情而充分的揭
露,而且对反腐败斗争给予了热情而充分的展现。

张平表示，他反对那种专门寻找阴暗面，专门展
览、渲染丑恶现象的所谓创作，他认为，现实主义作品
在批判现实问题时，不应把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气节一
起批判掉，至少要表现一部分或者一批不妥协的正面
形象，在揭示深层次东西时，可以严厉反省剖析，但不
能自虐，这是一个文学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