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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
李 迪 著
作家出版社

《资治通鉴》是北宋著名
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撰写的
一部不朽的史学经典，书写的
是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
元前 403年），下至五代后周世
宗显德六年（公元 959年），总
共 16朝 1362年的历史。为了
深入探究这部宏大巨著的史
学魅力，《白话资治通鉴》（岳
麓书社2020年8月出版），在忠
实原著的基础上，增加了文白
对照的环节，以期在轻松阅读
的同时，强化人文理解，从而
帮助广大读者，进一步领略这
部巨著的思想精髓。

《白话资治通鉴》保持了
原著编年体通史的写作惯例，
主要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政
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
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
价，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
成败、安危之迹，也叙述了各
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司马
光意在通过对历史更替的书
写，让后人在洞悉千年荣辱，
慨叹时代与家国命运的思索
中，以史为鉴，把握当下，以新
的姿态，去面向美好的未来。

书中，司马光以纵横捭阖
的如椽大笔，记录上起春秋战
国，下至宋朝建立之前的这段
历史。既聚焦宏大的历史事件
和风流人物，也对当时社会的
经济活动、风习礼俗和文化现
象，予以精妙的点评。司马光
的“叙史”，不是先入为主的自
说自话，而是在追溯过往中，很
自然地通过对笔下人物的语
言、行动、神态等方面的描写，
让历史人物在“活”起来和“立”
起来中，按照历史发展的本身
逻辑，去揭示整个时代的丰富
面向。司马光善于从笔下人物
的情感律动中，去挖掘人性人
情中不为人知的一面，进而从
众多人物的精神层面，去窥察
历史的明与暗，洞悉时代的风
云变迁。叙写中，司马光除保
持史学家一贯的冷静客观外，
还适时性地引入了文学白描的
手法，让历史人物在“活”与

“立”中，有情有义，有血有肉，
因而更具穿越之感。他不单纯
讲古，也讲历史人物的生活日

常和悲欢离合，在充分展示这
些人物的性格命运时，又尽可
能以“千人千面”的多样化描
绘，力求以力透纸背的细节勾
勒，去还原历史的真实。司马
光的这场贯穿古今的摹写，既
饱含着历史的厚重，又不乏文
学的古道热肠。因此，通览全
书，不时会有一种同频共振的
同理感。一会儿，不觉会为各
历史人物精彩纷呈的言语交锋
而喝彩；一会儿，又会沉浸在他
们深沉有力的理论思辨中；一
会儿，更会为他们运筹帷幄的
斗争艺术而叹服。殊为难得的
是，司马光在夹叙夹议的叙史
推进中，竟毫无违和感地将

“史”与“论”，无缝对接到一起，
无疑使他的这场溯史和评议，
显得既真实可信，又闪耀着理
性的光辉。

唐太宗李世民曾言：“以
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
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
以明得失。”《白话资治通鉴》
站在“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的高度，于“叙史”之余，还能
就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相关
历史人物，展开有针对性的评
说，显示出少有的政治成熟。
治国的智慧，理政的谋略，安
邦的经验，民心的得与失，他
都一一予以了高度的概括与
总结。从而，使他的系列洞察
和理论辨析，亘古悠长，博大
而深远。

作为《资治通鉴》的当代
通俗版，《白话资治通鉴》较好
地把握住了原著的神韵，充分
利用现代汉语的文辞之美和
意蕴之美，用浅显易懂的文
字，将原著中的“史话”和“史
论”，大道至简地诠释开来。
文言与现代文的映照互衬，发
幽古之思情的同时，也能让我
们赏析到古汉语的悠悠韵
致。这种由千年历史而钩沉
出的文化追缅，对于我们理解
和把握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
洞悉中华文明的壮阔胜景，都
是不可或缺的应有姿态。

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宝
典需要复活，《白话资治通鉴》
以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用当
代视角，追寻和探究中华历史
文化的生存密码，其美好初
心，值得肯定。而它所带来的
历史借鉴与现实启迪，的确值
得我们在深入阅读中，去细心
品咂和揣摩。

出版社及相关作家在图
书馆、书店等场所，举办各种
形式的读书文化活动司空见
惯，但当他们走进餐厅播撒书
香，未免令人感觉有几分新
奇。今年的上海书展，就演绎
了阅读推广活动跨界尝鲜的
情景。

据悉，上海文艺出版社与
和平饭店联袂启动“陈丹燕的
和平饭店故事地图导览”，请
来读者和嘉宾，人手一份陈丹
燕作品《成为和平饭店》和秘
境导览地图，一一探寻书中提
到的那些发生过许多故事的
地标实景。这场秘境导览，将
成为和平饭店一项可以预约
的历史文化参观项目。

除此之外，“作家餐桌计
划”是今年上海书展上的一个
创新活动，精选7家有历史、有
文化、有故事的餐厅，邀请作
家畅谈生活美学、推荐个性书
单；每家餐厅将冠名常设一张

“作家餐桌”。
这是一次文学、出版、旅

游的跨界。它不仅凝聚起了
出版社、作家的智慧与力量，
而且，充分调动起了餐饮行业
的积极性，由此，既使得文化
阅读借之走进更大范围人群，
得以更好推广，同时，也促进
了作家作品的营销，赋予了餐
厅经营以愈益浓郁的文化色
彩，可谓互惠互利，社会效益
与经济效益相得益彰。

出版社、作家与餐厅联手
开展文化阅读活动，对于改善
读者的读书质量也有一定程
度的帮助。读书，固然需要静

下心来，沉潜进去，但也不得
不说，善于从书中适时抽身而
出，多到现实当中走一走，实
地融入书中提到的具体场景，
触摸一下书中涉及的相关物
象，亲耳聆听作家、出版者关
于写作出版的前尘往事，势
必有利于加深读者的感性认
知，从而可增强读者的阅读
兴趣与实际感悟，从读书中
获益更多。

随着科技进步与文化发
展，从科学到商界，从文化到
职业定位等诸多领域，都越来
越频繁地玩起了跨界。跨界
思维越来越多地引人关注与
追崇。那种多角度、多视野看
待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考方
式，即为跨界思维。读书需要
跨界思维，播撒书香同样需要
跨界思维。阅读推广者只要
秉持跨界思维，真正找准了跨
界契合点，阅读推广就能冲破
更多现实阻力，探寻更多有效
路径，在新时代条件下赢得更
为广阔的发展蓝海。

关于今年的上海书展，有
业内人士认为，它肯定是历届
场内读者最少、现场分贝最小
的一届，但也肯定是场外受众
最多、线上影响力最大的一
届，“阅读融入生活，书香回归
日常，跨界的上海书展正在走
出‘出版界’、拥抱‘朋友圈’。”
就让这股跨界清流，乘着书展
的东风不断飞扬，让阅读推广
走出阅读爱好者的小圈子，在
更多人内心播下种子，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历史深处的深邃言说
□□ 刘昌宇刘昌宇

从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
记在湖南湘西梨子寨提出“精准
扶贫”，到 2019 年初冬著名作家
李迪采访苗寨 6 年脱贫致富历
程，《十八洞村的十八个故事》在
李迪小说式的报告书写和“点铁
成金”的精准语言装扮下，如梨
子寨那棵300多年的梨树一样高
耸入云，自强不息，让人读到了
十八洞村脱贫致富的秘诀。

作为中宣部 2020 年主题出
版的重点出版物和中国作家协
会“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工程”之一，李迪是在新冠肺炎
疫情之前住进了十八洞村的苗
寨吊脚楼。十多天采访，与生命
奔跑的写作，让该书成为李迪最
后的遗作。作为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理事，李迪被喻为是“一句
话点铁成金”的故事高手，其写
作语言短小精湛，内容以切入点
故事主题见长，既有很强的“在
场感”和思想跳跃性，又有“像春
雷一声炸响”的穿透力量和震撼
效果，这种写作特点在《十八洞
村的十八个故事》中依然个性鲜
明。

十八洞村包括梨子寨等4个
苗族村寨。2013 年习近平总书
记在这里提出了“精准扶贫”的
战略方针，沉睡在贫困中的十八
洞村，自此蝶变，飞翔在脱贫奔
小康的春风里。书中作者采用
第一人称，讲述了十八洞村具有
代表性的18个精准扶贫、自强不
息的故事。而这些经过艺术剪
辑和处理的故事，也彰显了中国
扶贫攻艰制胜的秘诀。

十八洞村“赌鬼、懒鬼、酒
鬼、大鬼、小鬼”的思想能够转
变，是因为领导干部“时刻把村
里事当自家事，把村里人当自家
亲人的角色定位和处事特点”，
这是十八洞村精准扶贫取得巨
大成绩极为重要的因素。如《金
兰密》讲述了父亲死了母亲改嫁
妹妹走了的“酒鬼”龙先兰，被扶
贫工作队队长龙秀林带回家当
亲弟弟一样对待。给他出钱摆
鱼摊，生意不成又出资让他去学
养蜂，挣了钱又帮他盖房子、娶
媳妇，建设了“金兰蜜”蜂场。《关
键时刻》中，村里的“酒鬼”闯进
扶贫队长给省领导汇报的会场，
砸了场子。但这位扶贫队长却
不计前嫌，用心暖热了酒鬼，帮

他致了富，过上了幸福生活。《黄
桃金灿灿》中的隆吉龙，舍弃了
南方的富庶生活回乡种黄桃。
他以身示范，包揽风险，让村民
看到效益尝到甜头，无怨无悔地
帮助村民种黄桃、传技术，被村
民们高票推选为村主任……懒
汉变急汉，生活奔小康。这些不
仅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榜
样，更让我们明白，好领导不在
说的好，只有实干才能赢得支
持，干出实事才是根本。

十八洞村能够从“脑袋空、
钱袋子空、家庭空、集体经济空”
中走出来，是因为扶贫“要让他
们自己干出钱来”。习近平总书
记到村里发出的号召警醒了十
八洞村人的思想。《头上剃字的
人》村民杨超文，养殖、打工都没
富裕，后来抓住乡村旅游开发，
养鸡，开农家乐、民宿，终于走上
致富道路。为此，他特意在后脑
的头发间剃出了“十八洞”三个
字以感谢对家乡的爱。《就是悬
崖我也要跳》中的隆英足，舍弃
高薪回乡创业。一个女孩子睡
在山上，与两头猪为伴。家人反
对，村民质疑和冷嘲热讽，但她
坚持推广养猪技术，做大做强养
猪产业，终于成为拥有几千头猪
的养猪专业户。《爱在拉萨饭店》
的老板龙拔二大妈，因为贫困流
了无数次的泪，但她总说“没得
事”，这种人生的洒脱与通透，使
得她终于在扶贫政策扶持下开
起了饭店，过上了好日子。为了

感谢党恩报效祖国，她的儿子大
学毕业后选择了赴拉萨支教，而
她的饭店也起名爱在拉萨……
这些感人至深的脱贫故事，无不
说明脱贫关键，在于激发贫困者
的内在动力。

十八洞村的故事有欢声笑
语，有涕泪交流，有为理想的不
懈奋斗，更有纯净如水的爱情和
为爱的不舍不弃。虽然种种艰
辛溢于言表，但作者的小角度却
让我们洞见了大世界，那是中国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铿锵脚步。

阅

播撒书香 何妨跨界
□□ 周慧虹周慧虹

十八洞村十八个脱贫故事十八洞村十八个脱贫故事
□□ 秦延安秦延安

著名作家李迪于2020年6月29日因
病医治无效离世，这位长年奔赴一线取
材的作家此前倾情采写的反映农村脱贫
攻坚的报告文学《永和人家的故事》近日
由作家出版社推出。

据悉，为了采写《永和人家的故事》，
李迪五去永和，走遍了这个只有一条马
路的小县城，收获了许许多多的故事，精
选了 33位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展现了当
地红红火火的脱贫攻坚战。这33个故事
凝聚了劳动人民的勤劳与智慧，槐花饼、
大红枣、剪纸、豆皮、粉条、驴肉……最有
烟火气的词语背后，是最有力量的生活
意志，这群善良的人们，在当地政府的指
导下，用勤劳的双手，走出了自己的康庄
大道。

从《丹东看守所》《警官王快乐》《004
号水井房》到《听李迪讲中国警察的故
事》《加油站的故事》等，李迪创作了中长
篇小说、报告文学 30余部。多部作品拍
摄成电影、电视剧，荣获国家多项文学奖
及中国新闻报告文学金奖、“三个一百”
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公安部金盾文学
奖。他写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代表作：

《傍晚敲门的女人》，相继在俄国、法国、
韩国出版，开创了中国推理小说走向世
界之先河。

李迪创作的中长篇小说、报告文学，
每一次都不会让人失望，每一次都为读
者创造一个“故事场”，在那里，看故事的
人跟书中人一起哭、一起笑、一起品苦、
一起回甘，一起经历人世百态。

（高 凯）

作家李迪遗作
《永和人家的故事》出版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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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恒久处见功力
——读《国家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研究》

□ 庄德水

陈富国教授的新著《国家治理视域下
公共精神建设研究》最近由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我近水楼台先得月，第一时
间拜读了这本书。此书20余万字的篇幅，
内容丰富翔实，逻辑清晰明朗，阅读起来
十分惬意又令人深思。确实是一本具有
强烈问题意识、扎实理论功底和厚重学术
含量的学术著作，秉承了学术研究的严谨
科学态度，可谓于恒久处见功力。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掀
起了研究社会公共性问题的热潮，至今
方兴未艾，公共精神成为其中研究的一
个学术热点。相对而言，学界从现代国
家治理视角对公共精神进行研究的成果
还比较少，优秀成果就更鲜见。作者很
早就开始关注社会公共性问题，此后一
直致力于公共性相关问题的研究。《国家
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研究》是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最终研究成果，是作
者从国家治理视角探讨公共精神建设的
代表性著作。本书既从宏观的国家治理
视域对公共精神生成进行清晰勾勒，如
对公共精神生成的中国路径进行三个维
度的考察、对公共精神生成的中西差异、
趋同进行比较分析，也从中微观层面探

讨公共精神生成的严谨论证，如从生态
视阈或乡村治理视角下考察公共精神的
阙如与提升、现状与困境，做到了理论研
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历史分析与逻辑
分析相结合，思路清晰、论证严谨，为国
家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勾勒出了一
个清晰的图景。

本书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是一部
从国家治理视角研究公共精神建设问题
的力作。如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公共精
神生成的逻辑考察》一章中，作者从“国
家与社会”的结构向度、“政府—市场”偏
好向度、“权力—权利”民主向度三个层
面综合考察了公共精神的中国生成逻
辑，其论证严密、思路清晰、内容丰富。
又如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
的中西比较》一章中，作者对中外公共精
神的差异、趋同进行深度剖析，在比较视
阈下向读者展示了中西文明之间的差异
以及可资借鉴的地方，使其论证视野更
为宽广，论据更加充分，颇有说服力。此
外，在《国家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的
战略应对》一章中，作者从坐标向度、制
度安排、具体举措的立体架构上提出了
公共精神建设的中国方案，为推进国家

治理视域下公共精神建设提供新思路与
新方法，在实践中能为推进人们积极参
与公共生活，唤醒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
主动性与自觉性，促进社会和谐、政治民主
和国家善治等提供理论指导和现实关怀。

本书体现了作者的创新精神，立足
于转型中国国家治理实践。作者强调国
家治理视域下的公共精神建设只有在

“中国共产党—政府—市场—社会”的
“正三棱锥”结构中运行，才能稳健有效，
为应对公共精神危机，促进国家善治提
供了一种新的学理分析范式。书中从

“国家—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这种新
的理论框架探讨公共精神建设问题，体
现出一种的强烈的问题意识与哲理反思
精神。本书亦体现了作者的公共精神和
公共情怀，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作者对当
前国家社会建设的忧思、对社会公德问
题的关注以及对倡导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积极热忱。

在撰写《国家治理视域下的公共精
神建设研究》过程中，作者阅读了大量的
国内外文献资料和相关政策资料，包括
国家治理和公共精神相关的文献，以便
准确界定、厘清国家治理和公共精神的

概念，系统探讨国家治理与公共精神的
内在关联。

为达到立论依据科学牢靠，作者运
用马克思主义“国家—社会”关系理论，
从国家治理视域考察公共精神生成逻
辑，剖析当前我国公共精神的现状及其
困境，并就中西方公共精神生成的不同
路径、趋同态势进行分析。最难为可贵
的是，力求站位高远，与国家发展战略相
衔接，与时代要求相契合，以中国现阶段
国情为依据，以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尝
试提出符合中国现代国家治理目标追求
的战略对策。

功夫不负有心人，陈富国教授厚积
薄发，先后在相关选题上获得两项国家
社科基金项目的立项，发表学术论文数
十篇，成果丰硕，个别论文成果观点新
颖、论证严谨，被学界同仁所引用。他

“十年磨一剑”，生动地诠释了坐冷板凳
的精神，在今天这个学术稍显浮躁喧嚣
的年代，可以说难能可贵。相信他会在
前期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深化社会公共性
研究，也相信他必将取得更多更有价值
的研究成果。期待作者在公共哲学研究
方面取得更丰盛的学术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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