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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江西古桥建筑的
扛鼎之作

□□ 舒舒仁庆仁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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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脉中揭秘心灵史在文脉中揭秘心灵史

▲《文脉：我们的心灵史》
王充闾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当我拿到马志武教授还散发着油墨香的《江西古桥建筑》一书时，
感觉它沉甸甸的。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本书850多张精美图片和67张古
桥建筑测绘图及插图形成的分量，更是我省第一本向读者呈现江西古
桥 2500年发展历史的长卷，让人感受到这本书特别厚重、有其独有的
分量。作者以现存的2071座江西古桥为基础，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
背景和建筑学、社会学、江西地域文化等视角，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古
桥代表作品，向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精彩的画面，让我这个不懂古桥建筑
的“门外汉”，也在阅读中感受到江西古桥建筑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江
西古代造桥劳动者的聪明才智和高超技艺。此书集文字、照片、古桥测
绘图、插图于一体，图文并茂，引用古代志书等文献和考古成果加以佐
证，且注明出处，是一部严肃认真、有广度和深度的江西古桥建筑的扛
鼎之作。

本书给我的突出印象主要有三：
不畏艰难，孜孜以求，聚沙成塔，实为不易。对现存古桥的调查是

一件十分艰苦的事情，需要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执着和甘于奉献，没
有一颗热爱江西的赤子之心，是不可能完成江西古桥实地调查工作
的。江西古桥遍布境内，过去，相关部门也有调查，发布的数据不一，然
不能全面反映真实面貌。作者从 2017年开始立项调查，耗时三年，努
力使采集的信息准确可靠。调查的足迹遍布江西 100个县区，无论天
晴下雨，还是寒冬酷暑，坚持实地踏勘，一线拍照、现场测绘与资料收集
整理，同时查阅各地古代志书、文献资料，相互印证。多次到同一现场
调查、反复求证；如作者了解到过去未对庐山观音桥进行过科学的测
绘，认为缺乏科学测绘的依据，难以做到对庐山观音桥的正确评价，于
是四次到现场踏勘，并现场安排、指导庐山观音桥的测绘工作，使庐山
观音桥的研究更加深入细致；又如作者坚持第一手资料的重要性，冬天
枯水季节亲自从千眼桥的桥东走到桥西，与多宝乡的同志座谈、交流，
进一步掌握了千眼桥的真实情况；为了现场考察宋代古桥宜丰县巅雪
桥，作者年过花甲，不顾山高、路陡、雨淋，冒着滚下山崖的危险，在当地
同志的帮助下，柱着木棍，满身泥浆，一睹为快；作者曾感慨，许多古桥
若没有当地同志协助，连位置都无法找到。正如本书“后记”中所点出
或没有点出的，成书背后淹没着无数单位、个人为此书付出的默默无闻
的奉献和努力，凝聚着作者及他们的心血、汗水及智慧。

较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江西古桥建筑的面貌，并对江西古桥建筑
文化特征进行了精准的概括，实为可贵。本书有别于作为资料留存的
一般江西古桥收集、汇总、编辑的书籍，而是从江西古桥历史发展过程，
总结出不同历史阶段江西古桥所取得的成就，发展规律与特征。通过
实地拍照、测绘、检测等手段，科学分析，归纳梳理出江西地域古桥建筑
的建造技艺和文化内涵；并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证明古代江西在研
究自然并用于人类造福上独树一帜、蔚为大观。通过现存的宋代至清
代不同历史时期的古桥实物的介绍，加深读者对江西古桥在中国古桥
历史中的历史价值、地位的认识，使读者在了解江西古桥形式、造型风
格、装饰和审美情趣中，感受到江西文化渊源博大及坚定的文化自信。
特别值得一体的是，作者在长期的实地勘察、案头文献资料研读和资料
分析的基础上，归纳总结出江西古桥建筑“实用理性、尊崇自然、风范善
德、美美与共”的文化内涵及传承价值，是本书最大的亮点和最为鲜明
的特色，有力证明江西古桥建筑文化是江西古代文化派生出的独立分
支，丰富了中国古桥文化和江西古代文化的内涵，对今天的桥梁建设仍
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书中将江西现存古桥进行全面系统的“户籍登记”，实为难得。历
时三年的时间，有些经过反复的调查与整理，作者以“桥名”“结构形式”

“规模”“孔数/孔跨”“年代”“所在乡镇（村）”等栏目，按江西11个设区市
100个县（区市），进行整理汇总并详细的分类造册，表格呈现。可以说，
是江西古桥建筑的“信息户口本”，让人一目了然。通过这本书阅读和
查阅，可迅速全面了解现存江西古桥建筑的方方面面，确有“一本在手，
江西古桥都有”的实际效果。既便于读者或古桥爱好者查阅，又便于古
桥所在地和相关部门适时、合理的实施保护，还强化了社会大众对本地
古桥的保护意识。达到好的阅读效果和理想的社会预期。

自古而今，在广大农村地区，人们最愿意比的是什么？恐怕就是建
屋盖楼了。往往，谁家的房子盖得高大漂亮，其主人走在人前都感觉腰
杆挺直，颜面放光。

万绿丛中，总不免有红花点缀。湖北省松滋市姜家岭村，诚可谓引
人注目的红花一朵。在该村，村民们“不比做屋，只比读书”。全村仅
282户1058人，这些年考出了11名博士、32名硕士、108名本科生，被称
为“荆州博士第一村”。

不以物质拥有多寡论英雄，而以子女金榜题名、学业有成为殊荣，
姜家岭村的这种新“比”风，比出了农村新气象，比出了时代精气神。尤
其令人欣慰的是，如此一比，并没有将该村的物质条件比下去，相反，姜
家岭“20年来没有一个学生辍学”“现在全村没有一个贫困户，还成了
远近闻名的省级生态村、文明村”。

古语有云，“书中自有黄金屋”，话是说得俗了些，然而俗中多少还
是有几分道理。姜家岭村不同寻常的“比”风，有力地说明了，读书不仅
不会读穷一家子，反而可以读富全村人。这其实也不难理解，树高千尺
也忘不了根，村子里不断走出的各种高素质人才，哪能不尽己所能回报
桑梓，这样的回报多了，又岂能不于润物无声中促成“化学反应”，给家
乡发展带来质的变化？

由姜家岭村崇尚读书的状况，不免联想到时下的乡村阅读。固然，
此“读书”与彼“阅读”并非同一件事，但两者之间毕竟有着某种内在的
关联，都是在学习的路途上成长进步。前段时间，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发布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其中提到，近三年来农村儿童图书阅读率、阅
读量等主要指标低于全国平均值，农村的亲子阅读行为也在下降，家长
陪伴儿童阅读的时长也在缩短。为此，今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提议，
应有效改善农村儿童阅读环境，解决农村儿童阅读短板。

可以说，少年儿童是麦苗谷种，春种一粒粟，秋收万石谷。让读书
学习之态在广大农村蔚然成风，不仅需要培育和弘扬“不比做屋，只比
读书”的良好乡风，而且，要注重着眼于少年儿童，尽可能调集种种社会
资源，想方设法创优外在条件，全方位呵护少年儿童的精神成长。只有
越来越多的农村孩子热爱阅读，善于学习，从小养成了良好习惯，打牢
了智力根基，才能日渐助推学风、家风、世风紧密相连，进而促使一个
人、一个家庭、一个地方的前程日臻美好。

“人生富贵驹过隙，唯有荣名寿金石”，物质意义上的“富贵”不是不
可以追求，然而与之相比，以读书学习为代表的“荣名”更可影响深远，
尤其值得追崇。当前，实现农村地区彻底脱贫，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已到了紧要关头，就让更多农村地区加入到“不比做屋，只比读书”
的行列中来，使农村人才辈出，以层出不穷的人才促乡村振兴，助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早日实现。

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全国报纸副刊最佳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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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比做屋，只比读书
□□ 周慧虹周慧虹

7月5日，106岁的作家马识途在成
都宣布封笔，并公布《封笔告白》：“我年
已一百零六岁，老且朽矣，弄笔生涯早该
封笔了，因此，拟趁我的新著《夜谭续记》
出版并书赠文友之机，特录出概述我生
平的近作传统诗五首，未计工拙，随赠书
附赠求正，并郑重告白：从此封笔。”

马识途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诗
人、书法家，曾与巴金、张秀熟、沙汀、艾
芜并称“蜀中五老”。马识途的代表作
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巴
蜀女杰》《魔窟十年》《沧桑十年》等。

百岁之后马识途依旧笔耕不辍，
2016 年出版回忆录《人物印象——那
样的时代，那样的人》，2017 年动手写

《夜谭续记》。2018年更是出版了18卷
700万字《马识途文集》。《夜谭续记》是
他宣布封笔前的最后一本小说，也是
1983 年出版的《夜谭十记》的续作，近
期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82 年，马识途受时任人民文学
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先生邀约，记录了
其在参与地下革命工作中遇到的奇人
异事，集结成《夜谭十记》，1983年初版
即印了二十万册。2010 年，马识途的
小说《夜谭十记》中的《盗官记》一章被
改编成了传奇电影《让子弹飞》，由此广
为人知。

《夜谭十记》出版后反响很好，韦君
宜当时建议他借鉴意大利著名作家薄
伽丘的《十日谈》的形式，继续写一个

“夜谭文学系列”，但负担繁重行政工作
的马识途，确实没有足够精力进行文学
创作，于是这一搁置就是 30 多年。但
他并未忘记自己的诺言与对文学创作
的欲求，104岁时，哪怕是患了肺癌，也
没有影响他动笔写作《夜谭续记》。

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识途记述
了这段经历：“在我开笔不久，癌魔第二
度入侵我身，我住进了医院，这本书稿
的创作也面临半途而废的可能。家里
人为我的病情担忧之际，我却想起了司
马迁发愤写《史记》的故事，这激励了
我，我也要发愤而作。我曾经对朋友说
过，我的生活字典里没有‘投降’二字，
我决不会就此向病魔投降，我要和病魔
斗争，和它抢时间，完成这本书稿的创
作。我让子女把稿纸带到医院继续写
作，出院后我也是一面积极治疗，一面
坚持写作。医院的医生护士认为我得
了这么危险的病满不在乎，还奋力写
作，真是怪人。其实这毫不可怪，我就
是要和病魔战斗到底，正像当年我做地
下革命斗争工作不畏死一样。”

就在马识途完成《夜谭续记》这本书
初稿之际，马识途的保健医生告诉他，经
过半年多的药物治疗，马老肺上那个肿
瘤阴影竟然看不到了，查血的指标也完
全正常了。马老的身体奇迹般地好了！
一家人皆大欢喜。马老还请大家吃饭，
正式宣布自己已经战胜了癌魔。他还戏
说道：“咋个，癌魔和我斗，落荒而逃了

吗？哈哈！它看我写完小说，它就甘拜
下风，它也下岗了，逃跑了。”

在《夜谭续记》后记中，马识途意志
铿锵地说“一个人只要不怕死，便会勇
气百倍，一有勇气，更有力量战胜危险
和痛苦。”

马识途这位文学老人在病中发奋
写作、最终战胜病魔，不仅彰显了这位
老人的顽强的生命意志，展现了他的不
屈的写作者的生命“姿态”，更是凸显了
他的执著的文学精神和信念的追求。

我们说，在文学艺术的写作过程
中，身体是本钱，是基础，但这还是需要
通过心灵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发挥作用
的，甚至，在身体条件很差、疾病缠身的
情况下，心志的力量，意志的力量，却是
起决定的作用的。德国伟大诗人歌德
曾和爱克曼“谈到过写作过程中身体的
疾病状态以及身体与心灵的相互影响”
这个问题。歌德说，“心灵可以起支持
身体的作用，这是不易置信的”。歌德
经常患胃病，但他靠着“心灵的意志和
上半身的精力把我支持住了”，“不能让
心灵屈服于身体”……

阅读舒展选编的《钱钟书论学文
选》，看到钱钟书援引西方十六世纪的
一位学者撰写的《文人厄遇录》，介绍历
史上文人墨客遭受身体“贫、病、夭折、
刑戮种种灾毒”，他们虽身受磨难，生命
饱受摧残，但不悔其志，不向命运低头，

“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

法》修列”，这也正如孟子所言，古今成
大事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
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
心忍性，则移其所不能……这是写作者
身残志不残的最好写照。

在马识途这位老人身上，我们看到
了闪烁和烙印着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道
德精神和文化人格，强烈地感受到他身
上生命和文化的力量，面对病魔不悔其
志、不向命运低头的精神，感佩他的生
命和心灵的高度，禁不住使我们这些文
学的后来者对他的文学传奇、生命传奇
充满深深的敬意……

马识途的文学传奇
□ 杜 浩

一个民族将自己的心灵灌注
在文化上，其文脉无疑就是它的
一部心灵史。理解一个民族的灵
魂，就要知道这个民族的文脉。

“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个人心
灵的丰满强大，离不开对中华五
千年文明的认知与运用，更为关
键的还要如何看待和描绘这个文
脉的历程。中国当代散文大家、
文化学者、诗人王充闾的《文脉：
我们的心灵史》，把历史的恢弘叙
事、文化的宏大格局融入中国文
化的历史日常描述中，让读者形
象地感受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人生
智慧和精神血脉，追寻中国人延
续几千年的心灵秘史，它是新时
代不可多得的文化巨著。它选取
中华文明长河中的朵朵浪花，以
大散文笔法讲述五千年刻骨铭心
的往事，点亮人们心灵中的那一
盏灯。

文脉，就是文明演化的历史
血脉，随着人类一代一代的繁衍
而被延续保护下来，成为全人类
的共同财富。经过漫长的熏陶浸
润，逐渐成为一种民族精神、民族
灵魂。文脉是一个民族的魂脉，
从根本上说，更是一个民族的命
脉。《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是一部
形象化的中国人的千年心灵史，
也是一部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史。

它以优雅的散文梳理了中国
人文的脉络，描绘中华三千年文
明史上先贤的心路历程，纵贯中
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揭秘中国文
化托命之人的心灵世界，写出了
中国的仁人志士为传承文脉而明
道、修心、守正、创新等叱咤风云
的往事，以及中国人所特有的胸
怀、内涵、坚守、情操……让人们
在一代代文脉相传之中，得以明
晰我们民族的心灵史；回荡在漫
长的悠悠岁月中，理解我们的国
家是如何一步步走过来的。随着
人类的一天天进步，哲学、文学、
艺术、思想随之繁荣起来，文脉升
华到一种新的境界，这也正是人
类灵魂的发展之路。本书把文脉
传承与心灵历程完美结合，既能
薪火相传、心心相守，又能有益于

塑造自己的心灵，解除我们今天
内心的困惑，升华人们的情感境
界，让文脉一代一代地延续弘扬，
相传留存，以感化天下、泽及四
海。

本书作者王充闾具有深厚系
统的国学素养、宏阔的文化视野、
高超的文学叙事手法，多年研究
中国文脉，“读史通心”，用心感悟
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这本新书
就是他积三十多年的研究，写就
的一本具有总结性的著作。本书
揭秘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文化人
物，解读众多铸就中华民族性格
的元典，梳理数千年一脉相承的
中华文脉，转换中国文化传统的
当代价值，把中国古典文学、美
学、哲学、宗教等跨越历史时空的
精神财富熔于一炉。

这部既文采飞扬又厚重深
沉、既洋溢着中华智慧又极具个
人睿智的著作，在今天是意义非
凡、不可替代的。相比于其他中
华文化方面的著作，这部书有独
一无二的创新特征：第一，王充
闾在本书中讲的中国文脉，是他
站在古今贯通、文史哲交融的大
国学角度面对的。他从幼年就接
受系统的国学教育，以后又系统
地接受现代大学教育，在饱读诗
书基础之上，历经多年现实的而
非拘泥于某一专业的沉淀，对中
华文化已是融会贯通。第二，王
充闾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及写作，
起步于经典，实践于现实，还遍
访海内外的遗迹实地考察。他的
行文典雅，却不是卖弄学问；他
有书卷气，却远非书呆子。他的
这部书讲中国传统文化，却更悉
心做现代转换，关照现实，为今
天所用，并且情感浓郁，读来兴
趣盎然。第三，王充闾第一次把
文脉与心灵打通。他长年读史、
研史、写史，“读史通心”是他的
一大创造性提法，打通文脉与心
灵就是水到渠成，自然天成。第
四，依然是大家的散文笔法，依
然文采飞扬，依然是大文化的典
范之作。虽然这样，但全书贯
通，犹如一气呵成，体系浑然而
成，读来不忍释卷，装帧也令人

爱不释手。
王充闾在散文、文化、诗词等词等

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各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他的
许多作品许多作品，，被选人各种语文教材被选人各种语文教材
和语文试题和语文试题。。尤其是尤其是《《国粹国粹》》出出
版两年行销十余万册版两年行销十余万册，，并且获得并且获得
中宣部中宣部、、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中国图书中国图书
评论学会举办的“中国好书奖”，
近日又获得中国三大图书奖之一
的“中华优秀出版物”提名奖。
他以其丰硕的成果、突出的贡
献、厚重的积淀、特有的风格，为
大文化写作树立了一面旗帜、筑
起了一座新的里程碑。他六十
年来出版的七十余种著作，在海
内外四十余家出版社出版。还
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首届

“冰心散文奖”。多年来王充闾
一直得到文学界、学术界的充分
重视，有许多专著对他进行学术
研究，他的创作水准和学术地位
得到公认。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
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
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没有繁荣的文
化润泽，我们的心灵也难免枯
竭。这部书在新时代应运而生，
它从数千年中华文脉中，让今天
的读者更好地看清世界、了解自
身，渗透生活、呵护心灵，更好认
识历史、把握今天、面向未来未来。。品品
读读《《文脉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我们的心灵史》，》，感知中感知中
华文化发展演进的文脉肌理华文化发展演进的文脉肌理，，开开
始我们的寻根文化之旅始我们的寻根文化之旅，，让我们让我们
的心灵也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中强的心灵也在中华文化的滋养中强
大起来。

文化是心灵的归宿，《文脉：我们的心灵史》日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与前期出版的《国
粹：人文传承书》《逍遥游：庄子全传》同属“王充闾人文三部曲”。本书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人的千
年心灵史，也是一部中国人的人文精神史。它以优雅的散文梳理了中国人文的脉络，描绘中华三
千年文明史上先贤的心路历程，纵贯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揭秘了中国文化托命之人的心灵世
界。这部书与您一起，走进五千年中华文化长河，以“温情与敬意”打开中国人的心灵秘史，为我们
今天心灵的强大提供有力的精神依托。

《国粹：人文传承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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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以优美的散文
阐释中国人文传统、讲述中华五千年
波澜起伏的往事，通过对先祖、人文、
河山、传统的认知和感悟，写出了中国
传统的人文情怀、精神世界、心灵空间
及中国文化特有的理念、智慧、气度、
神韵，让人们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民
族的沧桑正道，领悟日常的安生立命
之道、斯文优雅的人生理念、生存处世
的生活智慧，增添中国人心灵深处的
文化自信和自豪，让古老的中华文明
在当代呈现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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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
在守住中华国粹的同时，又能在当今
世界明辨从哪里来向何处去，拥有一
颗永远的中国心。

《逍遥游：庄子传》作者依据《庄
子》本文及相关史料，在实地调研的基
础上，精心组织素材、深入构思;以散
文形式、写实手法，全面展现传主的生
命历程、思想轨迹、性格特点，阐明传
主哲学、文学方面的成就及其在国内
外的深远影响。本书以全新的视角、
生动优美的语言，为世人展现出一个
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子，
使我们有幸在今天还能如此拉近同这
位文化巨人的距离，了解他的成长历
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的重
大贡献与巨大影响，是一部极具个性
特点的上乘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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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铜鎏金山纹兽足樽
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