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江情：赣鄱医者逆行记》
蒋泽先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该书聚焦我省抗疫一线和援鄂医务人员的
个体经历，叙写战“疫”者们与死神相伴、与病毒
抗争，以生命呵护生命的感人故事，描绘出病毒
无情人有情、疫事扩散人奋争的感人画面。本书
以事感人，以事传知，歌颂危难时期赣鄱医者救
死扶伤的人性光辉。

《武汉纪事》
李春雷 著 江西高校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反映武汉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阻击
战、弘扬战“疫”一线勇士崇高精神的报告文学。
它以现场采写的方式，形象生动地反映了武汉抗
疫中惊心动魄的感人场景，塑造了在生死关头不
屈不挠的英雄群像，讴歌了抗疫战士为了人民生
命安全，敢于付出、勇于牺牲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西文论讲话》
张 方 著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以史带论，分别选取中
国古代文论和西方文论中的重要范畴、命题和论
断加以论述。作者结合多年的研究经验与教学
经验，为广大读者提出相应的文论学习方法，具
有很好的指引性。

《王福庵篆刻赏析100例》
李刚田 主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本书系首部王福庵篆刻赏析研究类专著，遴
选具有代表性的 100方经典篆刻作品，进行全面
的创作背景研究、印史考证、技法解析与美学赏
析，首次梳理了“新浙派”篆刻的源流与发展基
础，对近代篆刻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启
发意义。

《微习惯：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自我健康管理
法则》
赵鸿丞 著 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本书是一位医师从 96公斤瘦到 56公斤的健
康减重全过程，不仅分享了自身成功减肥的故
事，还分享了生活中人人都可做到、有益健康的
几十种微习惯，并解读诸多常见的健康误区，引
导人们进入健康生活境界，激发自愈力，让身心
全面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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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刘心武代表作品

【 】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

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
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
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
象，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
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俗
话说“半部《论语》治天下”，其为中
国传统农耕社会有序治理贡献了
不可磨灭的智慧。面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在“比任何时候都更接
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进
程历史性时期，《论语》对加强和创
新现代社会治理，让现代人“此心
安处”，有诸多启发和借鉴。

提供“和为贵”的社会治理思
想。《论语》讲“百姓足，君孰与不
足”，把“惠民”“养民”“教民”作为
社会建设的基础；为政应该“尊五
美，摒四恶”“均无贫，和无寡，安无
倾”等，其中“尊五美”之一的“惠而
不费”，即给老百姓带来实惠。孔
子将“礼”提到了治国理政的高度，
主张“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知和
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为实现社会持久和谐，必须“爱其
礼”。《论语》强调“群”，强调“毋我”

“毋意”，反对以个人为中心、反对
主观意气、反对“佛系”。孔老夫子
洞察了人只有在互动中找到自己
的存在感和生命价值，只有克己守
礼，保持“良好的印象”和“给他人
舒服的感受”，建立有序和谐的社
会关系，“己欲立”“己欲达”的人生
理想才可能成本最低、障碍最少。

厚植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底
气。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筚路蓝
缕，在亲历见证中越来越明白和坚
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的
合理性，回答中国发展的理论和涵
养人民心灵的文化正如春笋迎着
春风快速生长，我们真切感受到传
统优秀文化与民族复兴的价值链
接。《论语》中讲“虽百世，可知也”

“和而不同”“仁者爱人”“为政以
德”“政者，正也”等，这些宝贵的思
想和教诲至今仍然蕴藏解决中国
现代化进程难题的启发和智慧，也
让我们触摸到古老民族卓尔不凡
的文化基因和脉象，使我们更客观
地、更自信地认识自己、认识民族
复兴，增强坚持“四个自信”的自觉
性和使命感。《论语》主要记录的孔
子与他的学生、当时一些名人的对
话及故事，展示了求同存异、经世
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理性
选择和坚定追求。其中“匹夫不可
夺志也”“三人行必有我师”“出仕
行义”“进，吾往也”等，经两千多年
传诵，涵养了我们民族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与时俱进，奋
斗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教人修养“坦荡荡”浩然之
气。孔子劝导人们做君子别做小
人，克己修为，“修己以安人”“修己
以安百姓”，做人群中的“模子”、做
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君子“怀
德”“谋道”“敏于行”，君子人格具
有鲜明的公共性，也是现代市民社
会应具备的人格特征。君子“讷于
言”“敏于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耻言过其行”，做行动派、实干
派。用今天的话来讲，君子话不
多，但做好本职、尽到本分，主动
站出来做公共利益的促进者、公
共秩序的维护者、公共价值的捍
卫者。孔子总在叨念做事做人要
把握分寸，要克己，“乐而不淫”，
对不符合礼制、公序良俗的东西
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
勿言，非礼勿动。”拒绝浪费时间
接受无效信息，拒绝“群居终日，
好行小惠”油腻耍滑，拒绝多思转
自私的精致的利己主义，崇尚“文
质彬彬”“刚毅木讷”“洁己以进”

“三省吾身”等。
学习《论语》、理解《论语》、领

悟《论语》，在消费主义的时代里，
把被物欲拽跑的“心”安顿下来，此
心安放，人便变得干净、帅气，英华
外发，铁粉成群。

《论语》，千古一明灯
□ 何志东

这本《空间感》，是一部
关于时代、社会、人生的特
写。刘心武运用其独特的纪
实性大散文，从空间回望时
间，以一个个独特的空间作
为切入点，记录亲身经历或
亲闻的一些往事，半个多世
纪的历史烟云次第展开：改
革开放前后的北京饭店、巴
黎市内卢森堡公园宽阔的台
阶上的路线之争、落实政策
之后北京的“政策楼”、东四
胡同里的平凡市民在大时代
中的悲欢离合、在巴黎与高
行健的交往……今天对这些
事件的叙述，除了更客观外，
也更多了几分宽容与理解，
显示了对历史的一种“人文”
的解读。读之，字里行间流
淌着深入的思考和诚挚的情
感，给人以启迪，发人深省。

刘心武已是古稀之年，
回首七十余载，人生之思与
时代之感不断奔涌。书中，
他回望生活，体味独特的生
命印记，独具匠心地带领人
们走进一座时空长廊。他用
纪实散文，把文字与真实的
照片、图景交融在一起，试图
引出人们深入的思考。刘心
武对这种文体，有着独特的

阐释：“我让它有小说的特
性，即出人物、有情节、设悬
念、重细节”，比如书中《你在
东四第几条？》这篇，当成短
篇小说阅读亦可，但里面的
所有内容皆为真实存在，而

“这些零碎的文字，其实是想
为宏大的历史叙事填补空
白，为社会的良性调整提供
些微小的助力”。

用刘心武的话说，“空间
感”是回忆自己人生苦旅中
不能忘却的那些空间。作为
老北京，他写了北京的趣事：
老北京人爱面子，比如屎壳
郎胡同，写成“史可量胡同”，

“打狗巷”写成“大格巷”，烂
面胡同写成“烂漫胡同”，等
等 ，胡 同 成 了 他 生 命 的 依
恋。刘心武不仅写了他与文
化名人，如冰心、王蒙、周汝
昌等人的交往，还写了他的
村 友 三 儿 、的 哥 青 岭 这 些
接地气的底层人物。我们
品 味 着 书 中 的 建 筑 空 间 ，
也回味着那苍茫的历史空
间。刘心武从平凡琐碎的
日 常 生 活 中 ，努 力 发 掘 人
性 善 的 方 面 ，饱 含 着 浓 郁
的人情味，有关心、热爱、
理解、同情，虽平淡如水，
却耐人回味。

对于《空间感》，刘心武
特别珍视，亲自为这个集子
创作了彩插作品。四幅水彩
画不是所谓的“插图”，不是
摘取文章中的场景加以“再

现”，但这四幅图却又实实在
在与书里的文章血肉相连。
刘心武如同童心玩味，穿越
于时代风云之中，镶嵌在生
命和记忆之中。正如刘心武
所说，“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总不免镶嵌在一定的时空
中。对时间的敏感，往往大
于对空间的敏感。”显而易
见，从时间流逝中，我们已经
生发出诸多喟叹；但对自身
所置身过的空间，有所感悟，
而特意从“空间感”的角度诉
诸文字，也非常必要。此时，
刘心武铭记一个个生活画
面，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幅时
代的长卷。

刘心武为什么这么热爱
散文随笔的创作？这是因
为，对于他这样一个勤于思
考，时刻关注社会人生的作
家来说，散文随笔是最适合
的载体，承载着作家对人生、
人性的探寻，以及对人的灵
魂深入细致的开掘。刘心
武曾经说过，在自己的散文
随笔中逼视人的灵魂、解析
人生的奥秘。在现实生活
和写作里，刘心武都继续坚
持着一个原则，那就是：个
体 生 命 的 尊 严 高 于 一 切 。
而这是他今后将守卫的生
命底线，也是献给我们的一
句肺腑之言。

读着刘心武这样一本真
情的文字，俨然在倾听一位
智者侃侃而谈，让我们静静
地反省，心境渐渐变得更加
纯净而美好。刘心武把自己
的所思所感在书中娓娓道
来，听一听他的碎语，我们多
少会得到一些启发和教益。

回味镶嵌生命的空间回味镶嵌生命的空间
□□ 张光茫张光茫

《班主任》
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新时期

文学的发轫作，获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人民

文学》编辑部意料。当时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
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
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的来信。而
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
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
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
感应和共振。刘心武的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
或惊醒了他们，这就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小说最成功
之处。

《钟鼓楼》
这部小说只写了 1982年 12月 12日这天上午 5点到

下午 5点 12个小时里，在北京钟鼓楼一带发生的一系列
貌似平凡却很值得玩味的事。四合院里的薛家办喜事，
没想到婚宴上竟出现了惊险场面；女大学生单恋着一位
年轻的翻译，而年轻翻译和他的对象却又受到一位农村
姑娘的干扰；一位离过两次婚的“浪漫女性”，大胆地追求
着一位副部长；当年北京丐帮的后代到婚宴上来大吃大
喝，不想后来却被一位不动声色的老头点穴瘫倒；一位热
心人却处处惹人厌烦；一位老编辑被一位“文坛新秀”气
得发抖……作者笔下出现了一系列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
象。在他的娓娓叙述中，读者还可以了解北京钟鼓楼的
沿革、四合院的变迁，饭馆酒肆的兴衰，结婚风俗的变化，
集邮武术方面的知识……本书内容丰富，手法新颖，把庄
重的历史感和深刻的命运感交融在一起，使读者听到时
代的足音，想到民族的使命，标志着作者在创作上进入了
一个新的阶段。

《飘窗》
2014年推出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飘窗》，

被奉为20年来现实主义力作。书中透过飘窗展开了一幅
当代“清明上河图”，展现出当代各个阶层人物的生存困
境、人性尊严以及斑驳的世间风景。

在《飘窗》中，刘心武描写了包括薛去疾、歌厅妈咪、
水果贩子、司机保镖、黑社会老大等在内的近 30个人物，
虽然只有十几万字，但以纷繁的线索和巧妙的勾连，展现
出当代各层人等的生存困境和人性的复杂多面。“有些人
你以为很粗粝单纯，但是走近后，全然不是那回事；而有
些人的善，却不经意间存在于你想象不到的角落。”刘心
武描写的这些人，或许是他的朋友甚至故交，或许是他主
动跟他们长时间交谈过，或许仅仅在他的飘窗台上晃动
过，或许是从哪里“移接”过来，而今在他笔下，透过他们
的生命轨迹，呈现出本真的面貌以及斑驳的世间风景。

生活纷繁丰满，情节扣人心弦。在这部展现当代人
生存困窘与拷问人性坚脆的作品里，活跃着一大群今日
文学中罕见却又如此鲜明的各类人物，充满了作家的敏
锐发现、独特感受、深刻反思和无限悲悯。书中浸润着人
道主义思想、知识分子自省意识、风俗世相中人的生命状
态，是一部地气丰沛、思力深沉，性情、感应和生趣都格外
丰饶的长篇小说。

◀《空间感》
刘心武 著
漓江出版社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其山东
高密旧居就成了旅游热点。没多少天，莫
言老家院中的树苗、萝卜等均被拔光，连青
草也不放过。有游客边扯树叶边许愿，希
望让儿子也沾沾文曲星的才气。对于大家
为了功利心而狂热崇拜莫言的行为，我们
在保持谴责的同时也要多一分理解，因为
中国人获得诺奖的难度实在太大了。如今
出现了零的突破，我们又怎么不会欣喜若
狂呢？不过对我们这些文学爱好者而言，
参观作家的旧居是非常必要的，这有利于
我们重回文学发生的现场，给自己找到在
文学之路上前进的动力。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师卢桢近年来致力
于文学旅行，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去探访
那些与文学相关的景点。它们也许是作家
的故居、文人的墓地，还可能是文学事件的
发生地或是文学博物馆。在文学旅行的过
程中，卢桢逐渐认识到，始于风景止于诗
心，文学旅行崇尚创造力的发挥。理解了
这一点，旅行的记忆就不再是你与著名景
点的合影，而是火车站停摆的钟表，菜市场
里争吵的商贩，弗拉蒙戈女郎的舞步，小巷
里跑调的歌声……细节经验越独特，你自
己的精神地理就越丰富，你离文学作品的

真实就越近。
卢桢认为，文学旅行可以激发我们重

新在现实中审视经典文学，甚至产生一种
亲历经典诞生过程的鲜活感受。卢桢最近
出版的《旅行中的文学课》以文学旅行为主
题，分为“欧陆光影”“亚非土地”“南美天
空”三个板块，收录了《雨果先生的中国梦》
等35篇散文，记录了作者游历世界时探访
到的诸多文学景观，以及由文学之路导引
出的当地风情。具体表现为对文人故居的
探访，对作家墓地的拜谒，对文学博物馆的
游览，对当地文学传说的追慕，对各国特色

“文学之旅”的体验。
雨果先生的中国客厅、朱丽叶家的阳

台、王尔德墓碑上的唇印、吸血鬼德古拉
的城堡、开往勃朗特故乡的复古机车、普
希金走过的最后一级台阶、略萨初吻胡利
娅姨妈的舞台、聂鲁达攀登过的马丘比丘
……本书涵盖英国、法国、德国等知名的
世界文学旅行目的地，此外，西亚、东欧和
南美的经典作家以及与他们相关的文学
景观也被纳入本书的视野。本书通过晓
畅且深情的文字，结合作者拍摄的精美图
片，为读者理解作家、作品乃至世界文学
提供了新的维度。

以《在伦敦寻找老舍故居》为例，作者
谈到老舍故居入选英国遗产委员会的资格
审查并且挂上蓝牌很不容易。根据英国政
府的规定，被挂上蓝牌的建筑一般情况下
不得拆除或改建，以保证文化的长久性传
播。作者谈到，他逛名人故居时有个习惯，
就是会特意想象如果自己是故居的主人，
推开房门，走下台阶，眼前看到的是什么景
色。由此，作者引申出老舍文章中与伦敦
有关的一些描述。譬如在《二马》里老舍感
喟：“伦敦真有点奇怪，热闹的地方是真热
闹，清静的地方是真清静。”通过如此联想，
想必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老舍当初创作类
似作品的心境或感悟。

重回文学发生的现场
□ 彭忠富

我的故乡是东北林区的一
个小山村。在我少年时代，那
里还没有通上电。每天晚饭
后，我都独自一人到小屋子里，
点上一盏煤油灯，坐在桌前，开
始阅读。不知不觉，已经到了
午夜时分，我也有了困意了，便
合上书本，吹灭了桌子上的灯，
准备休息。在月圆的晚上，当
灯吹灭了以后，月光便照进了
屋里，银色的月华洒满了各个
角落，也洒满了我的全身。那
一刻，我便有了一种如梦似幻的
感觉，仿佛置身于自己所读的故
事中。

如今，我已经成了专职撰
稿人，因此，读书于我而言，就
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兴趣，而更
像是一种职业了。我每天都
要拿出五六个小时的时间进
行阅读。我的阅读时间，仍然
是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小城
睡着了，我仍然坐在书房里，
守着一盏台灯，静静地阅读。
一卷在手，神游千古，思接八
荒，于耿耿青灯下尽享夜读的
乐趣。张昌华先生写过一本
书，叫《书窗读月》，我很喜欢
这个书名。有月亮的晚上，我
读得累了的时候，就站起来伸
伸腰。为了能让月光照进室
内，我故意关了灯，朦胧的月
色便充满了整个书房，也照亮
了我的全身。披着满身月华
的我，在书房内静静地沉思，
思考文学、思考人生……那个
时刻，月光与我同在，我与月

色融为一体，感觉到了生命的
有限和宇宙的无涯。

夜读生活，充实了我的生
命，使我的精神变得更加充
盈。我喜欢这种生活，喜欢在
静静的有月光的晚上，坐在书
房里读书。读庄子的飘逸、读
东坡的洒脱、读唐诗的博大、读
宋词的精深。人的生命是有限
的，但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使有
限的生命变得厚重一些。很多
个夜晚，读完一卷书之后，我会
关了灯、走到窗前，抬头仰望苍
茫的夜空，遥望明月和浩瀚的
星辰，那一刻，我总会想到康德
的那句名言：“这世间使我们感
动的东西有两样：一样是我们
内心的真实；另一样就是我们
头顶上灿烂的星空。”。

一直固执地认为，读书最
好的时间，就是在晚上。“明月
不知君已去，夜深还照读书
窗”，宋人刘子翚的这两句诗，
让人心觉怆然。“夜深人静风儿
轻，正是男儿读书时。”夜读的
生活虽然寂寞，但却是愉悦的
精神之旅，它能使人的心灵在
喧嚣中沉静下来，心如止水，进
入忘我的境界。万籁俱寂，夜
阑人静，在橘黄色的灯下，隔着
时空聆听大师们的教诲，觅一
方内心的独白，寻找属于自己
的那一片宁静，清风拂心，宠辱
不惊，与天地精神独往来，所有
的惆怅会随之释然，从而生发
了一种淡淡如菊的意境，拥有
了一份云水悠悠的心情。

吹灭读书灯，
一身都一身都是月是月

□ 唐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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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文坛当代文坛，，刘心武是令人尊敬的作刘心武是令人尊敬的作
家家。。他以他以《《班主任班主任》》闻名于世闻名于世，，其长篇小说其长篇小说
《《钟鼓楼钟鼓楼》》曾获得茅盾文学奖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20世纪世纪 9090
年代年代，，他成为他成为《《红楼梦红楼梦》》的积极研究者的积极研究者，，对对
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红学在民间的普及与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用。。而在最新随笔集而在最新随笔集《《空间感空间感》》中中，，刘心武刘心武
则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则以细腻敏锐的笔触，，书写历尽沧桑后的书写历尽沧桑后的
人生智慧人生智慧，，回味镶嵌生命的空间回味镶嵌生命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