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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河图洛书（中国古代文明图案）

新书过眼新书过眼

“文学鬼才”马伯庸在《三国配角
演义》中，极好地体现演义小说“谓敷
陈义理而加以引申”的精髓，基于《三
国志》《晋书》《资治通鉴》等史书的记
载，加以合理的、富有逻辑性的推测
和细节的描摹丰富，以悬疑小说、探
案小说、历史笔记小说等叙述方式，
成就了《街亭》《白帝城之夜》《官渡杀
人事件》等六篇新演义小说，让历史
不再局限于史学家的视角，而像他的
其他三国演义小说一样，为读者提供
了历史背后的另一种可能。

以三国为题材小说众多，但最为
大家所熟知的莫过于《三国演义》，曹
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司马懿等主
要人物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是当之
无愧的主角。但是罗贯中在书中描
写的1191个人物，其中不乏仅提过一
次建议，表达过一次意见，参与过一
次行动，却为一个旧制度的终结和一
个新制度的开始提供了契机的配
角。在陈寿、司马光等史学家所著的
正史中，笔墨都集中于大人物的叱咤
风云、指挥千军万马和带领万千勇士
建功立业，似乎历史是由他们决定和
书写的，而以小人物为主角的精彩故
事却淹没于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和
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中，少有提及或
语焉不详，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
正如马伯庸在《序言》中所说，在这个
时代里，既有大人物的风云际会，也
有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既有扭转乾坤
的宏大叙事，也有跌宕起伏的个人奋
斗。这些海量的细节填塞在大时代
的骨骼之中，使之有血有肉，生动无
比。马伯庸的《三国配角演义》正是
以“一半史实、一半文学”的创作方
式，“从一段史实出发，中间是最狂野
的想象，但最终又可以落实到另外一
段史实上，让首尾彼此应和。”让三国
中的配角走向前台，让他们绽放出如
同主角般绚烂的光彩，以合理推测丰
富历史的血与肉，以细节描写填补历
史的缝隙。

既是演义，自然得依傍史传，再
现成文。《街亭》一文中的主角马谡、
张郃、姜维等都是历史中真实存在人
物，而故事发生的背景——街亭之
战，因马谡纸上谈兵，据山而守，水源
被劫，而导致街亭有失，蜀军北伐失
利，诸葛亮战后执行军法处死马谡，

都是史书中有明确记载的。但对马
谡失守街亭的真正原因、蜀末重臣费
祎被降臣刺杀真相等却未有详细记
载，给马伯庸留了宽阔的想象空间和
创作余地。取材于刘备托孤的《白帝
城之夜》、官渡之战的《官渡杀人事
件》、张绣宛城伏击曹操的《宛城惊
变》等小说皆是如此。马伯庸以史为
骨，以文学创作筑血肉，塑造了《街
亭》中的马谡、《白帝城之夜》中的杨
洪、《官渡杀人事件》中的任峻等三国
配角的另一种形象，讲述宏大历史背
景下的小人物精彩万分的传奇故事。

正史强调如实记录，著史者难免
会带有一定的个人情感，但在体例、
语言等方面都得遵照既定规范。而
演义小说却不同，故事性决定了小说
的生命力，偏重叙述、故事性强是其
重要特点。《街亭》主要讲述马谡战败
后，被朝臣坑害，承担下所有罪名，用
计逃脱死刑后，隐姓埋名复仇的故
事，故事一波三折，高潮迭起，深得

《基督山伯爵》之妙。而《官渡杀人事
件》则以第一人称讲述的方式展开，
集悬疑小说和探案小说为一体，从刺
杀曹操说起，主角任峻通过抽丝剥
茧，层层还原刺杀事件背后的真相；
而《宛城惊变》《孔雀东南飞》《风雨

〈洛神赋〉》等文，更偏向于历史笔记
小说，从剖析史料中的漏洞或不同史
书间的矛盾处入手，将三国中小人物
的经历经过合理推测，进而演义出历
史背后的故事。而在《附记》中，博学
的马伯庸更是通过对史料抽丝剥茧
的分析，不断质疑论证，让人看到演
义作家的严密逻辑。

《三国配角演义》行文浅显，通俗
易懂，故事构思精妙、创作手法多元，
深得演义小说创作精髓，让不论是喜
欢历史笔记小说，挚爱悬疑小说，或
是钟情探案故事的读者，都能在书中
找到所喜所爱，沉浸在“历史缝隙中
的细节”中不能自拔。

在历史缝隙中
寻找另一种可能

□ 李 钊

▲《三国配角演义》
马伯庸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给孩子的儿童诗》
池沫树 主编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冰心儿童文学奖得主池沫树历时
9年，从数万首儿童诗中精选而成，包括徐志
摩、金波、金子美玲等二十余位著名诗人的匠
心之作，精美插图，四色印刷，打造陪孩子读
诗、教孩子写诗的典范读本。书中除了孩子
们天真烂漫的想象力，还有意想不到的哲
理。小朋友读完能有利于增进写作、对这个
世界更加好奇，而成人看完则会拥有一颗童
心，带来快乐，仿佛心灵被洗涤。孩子眼中的
世界值得我们回味千百遍，他们天马行空的
想象力有时会击中人心。

《小说的越界》
刘剑梅 著
天地出版社

《小说的越界》分为“女性的水上书写”
“文学的变幻之旅”等四部分，收录了《博尔赫
斯的梦》《文学如何面对暴力》等 12篇文艺评
论。作者深入剖析和解读博尔赫斯、布鲁诺·
舒尔茨、奥尔加·托卡尔丘克等当下热门大师
杰作，触及时代最鲜活的话题和标签，如女权
意识和女性主义等，契合时代的节奏和观念
变化。这是一个批评家的私人阅读史，也是
这个批评家与作家和读者的共同阅读史。

《大运河漂来紫禁城》
单霁翔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书讲述了中国大运河的故事。中国大
运河开凿近 2500年，全长约 3200千米。如果
说长城是中华民族坚挺的脊梁，那么大运河
就是我们民族流动的血脉。作者从线性遗
产、活态遗产的专业视角，以不同层面的运河
景观为逻辑顺序展开叙述，浑厚大气、娓娓道
来，在为读者勾画中国大运河古今风貌的同
时，也将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实践融入文字
之中。

冬至，是我国从古至今的一
个传统节日，也是现代二十四个
节气之一，千百年来许多文人雅
士曾不惜笔墨把它作为吟咏歌
赋的对象。

“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
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
谷铜驼非故乡。”冬至大如年。
在古代，冬至这天，在外的人必
须赶回家过节，表示年终有所归
宿。而唐代诗人杜甫遇上这个
节日，想回家又脱不开身，倾诉
着离乡背井的酸楚，于是提笔赋
诗《至后》。

白居易在《邯郸冬至夜思
家》说：“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
灯前影伴身。想得家中夜深坐，
还应说着远行人。”这首诗生动
地描写出诗人在旅途中思家念
亲之情。山高路远，他想象着家
人如何惦念自己、牵挂自己，曲
折地表达了对亲人无比深切的
思念，读来格外温婉、深淳、动人
心肠。

宋代诗人陆游《辛酉冬至》
诗：“今日日南至，吾门方寂然。
家贫轻过节，身老怯增年。毕祭
皆扶拜，分盘独早眠。惟应探春
梦，已绕镜湖边。”这首诗里，诗
人感叹今天已是冬至日，而我家
门前却冷冷清清，因为家里贫
穷，就这么平平淡淡度过。就是
如此，诗人还是不觉感叹，人已
经老了，实在害怕时间的流逝，
年岁的增长。接着笔锋一转，诗

人写到冬至祭祀完以后大家互
相搀扶，分完食物早早睡去，在
梦中去探寻昔日镜湖春天的美
景，以梦表达对逝去青春岁月的
怀念之情。诗中虽然没写到“冬
至”二字，却以独特新颖的巧妙构
思和平实直白的语言，把过冬至
的情景和感受写得酣畅淋漓，读
来让人很是感伤。

冬至预示着寒冬的到来，这
个时候，也意味着开始进入一年
中最冷的“数九”严寒天气。

“试数窗间九九图，余寒消
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余白，看
到今朝是杏株。”元代诗人杨允
孚的《杂咏》，生动描绘了一幅老
北京人，在寒冷的冬日从事数
九、画九的生动场面。大街小巷
天寒地冻，可古人依然生活得多
姿多彩，他们采取做游戏的方
式，驱赶严寒，热热闹闹度过寒
冷的冬天。

过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
长，阳气回升，节气循环，唐代诗
圣杜甫的《小至》：“天时人事日
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这是对
寒冬过后，迎接明媚春光的最好
诠释了，无论何时读来都给人以
激励奋进的磅礴力量。

在冬至时节，放下手机，就着
温暖的灯光，沐浴着淡淡书香，静
静地品读这些古诗，思绪跟着诗
人的文字激情飞扬，用心体味诗
人的深情和怅惘，亦可心有所感，
情有所牵，冷暖自知。

书语书语

《易·系辞上》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
之。”相传，上古时，黄河中浮出龙马，背负“河
图”，献给伏羲，伏羲依此而演成八卦。洛河中
浮出神龟，背驮“洛书”，献给大禹，大禹依此治
水成功，遂划天下为九州，又依此定九章大法，
治理社会。河图洛书相为经纬，乃中原文明的
基石。著名作家李佩甫的长篇小说《河洛图》，
则以河南巩义康百万家族为蓝本，着力描摹在
河洛文化的孕育下，以康秀才、周亭兰、康悔文
为中心的几代人，由“耕读世家”走向“中原财
神”的创业史，面对运与命的倾轧，时与势的胁
迫，如何顺势而动，起死回生，走向鼎盛发达的
财富传奇。其惊心动魄、峰回路转的艰辛历
程，折射出晚清到民国时代的国运家境。作家
通过对康家“留余”古训、“仁信”传家的故事描
写，生动刻画了在大是大非面前忠于国家、在
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恩怨情仇面前宽容
待人的一代豫商的形象，以及惠济天下的家国
情怀。

中原是李佩甫的家乡，也是他的精神家
园。他的作品基本都是写中原的人和事，由早
期的原生态写作，慢慢内转，切入平原的精神
生态，进而探究中原文化的起源、发展与传
承。康氏家族的财富神话发轫于嫁到康家的
周亭兰，中坚力量却是周亭兰的儿子康悔文。
康悔文的成长充满苦难，幼时是家族长辈泄愤
的工具，几个奶奶把对他母亲的嫉恨都发泄到
他身上，常年用缝衣针扎他。被母亲接走后，

又被土匪绑票扔进黑乎乎的窑洞。这些经历
让他成了懦弱胆小的孩子。为了改变他，母亲
千方百计让他拜神算子仓爷为算数老师，拜武
艺高强的马从龙为武术老师，最重要的则是太
爷爷康秀才成了他的文化课老师。康秀才可
以说是河洛文化的化身，《河洛图》可以说是
向河洛文化致敬的一部大书。康秀才给康悔
文上的第一堂课是，教他“仁义礼智信”。不
是在学堂里教他学写，而是让他自己到社会
现实中去领悟。这五个字，是河洛文化的中
心，也是一个人的立人之本，更是经商者成功
的法宝。后来，面对运与命的倾轧、时与势的
胁迫，康悔文总能顺势而动、起死回生，正是
因为坚守了这五个字。艰难困苦，玉汝于
成。康悔文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看到了一代
豫商是怎样炼成的。

康氏家族的另一个生存密码是，留余。留
余是康家的古训，做人要留有余地，做事更要
留有余地，看似朴素的一句话，却蕴含着“以不
尽之巧以还造化”是高尚理念。造化就是大
地、天空、阳光、流水，是大自然。对大自然留
余，不竭泽而渔，给大自然留下休养生息的时
间，是人类繁衍生息的根本。留余，事关国运，
事关家运。康家人在大是大非面前忠于国家，
在巨额财富面前心系百姓，在恩怨情仇面前宽
容待人，也正是践行了“留余”二字。正因为康
家惠济天下，天下财富才惠及康家。康家的经
营理念以及治家方略，对世人有永久的教导意
义。每个商人乃至每个人，都应具有于国尽
忠、于民尽仁、达则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

康家的创业史自然也充满血泪，从开饭店
起步，到办漕运发家，再到置办土地、修理河
道，康家的每一步都非常艰辛。康悔文屡次陷
入险境，仓爷为争夺商机上吊身亡，念念为保
护全家人毁容自尽，马从龙手刃康家宿敌后隐
姓埋名，康家的劫难一桩接着一桩。李佩甫
说：“历朝历代，中原都遭遇过各种劫难。经历
过漫长的时间以后，世世代代的老百姓就养成
了一种骨头被打断，但又能粘起来的生命状
态。它还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百折不挠、生生
不息。”百折不挠、生生不息，这正是康家的生
存密码，也是《河洛图》传递给我们的最根本的
生活信念。

在当代作家中，李佩甫是非常难得的优质
高产作家。他的大部分时间几乎都是在写作，
极少参加社会活动。在如此喧嚣纷扰的时代，
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
中原大地，他对这里的人民、土地以及一草一
木都饱含着深情。从《羊的门》《城的灯》《李氏
家族》《等等灵魂》到《生命册》，每一部作品都
注入了他的深情，丰沛而饱满，也可以说他是
在用自己的生命书写。

长篇小说长篇小说《《河洛图河洛图》》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的最新力作是茅盾文学奖得主李佩甫的最新力作，，历经十年打磨而成历经十年打磨而成。。该作品思该作品思
接千载接千载，，视通万里视通万里，，以丰沛的人文蕴涵以丰沛的人文蕴涵，，绵密的人性细节绵密的人性细节，，酷烈而又诗意地展现财富神话背后酷烈而又诗意地展现财富神话背后
的人心轨迹的人心轨迹，，解读一个家族命运沉浮的生存智慧解读一个家族命运沉浮的生存智慧。《。《河洛图河洛图》》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不仅是一部关于中国““活财神活财神””的的
创富传奇与心灵秘史创富传奇与心灵秘史，，同时也蕴藏着解读中国历史与未来命运的密码同时也蕴藏着解读中国历史与未来命运的密码。。

河河洛之地的心灵版图洛之地的心灵版图
□ 李 季

河图洛书，是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
幅神秘图案，蕴含了深奥的宇宙星象之理，
被誉为“宇宙魔方”，是中华文化、阴阳五行
术数之源。语出《易·系辞上》，“河出图，洛
出书”，河，黄河。洛，洛水。

河图洛书是远古时代人们按照星象排
布出时间、方向和季节的辨别系统。河图
1—10数是天地生成数，洛书1—9数是天地
变化数，万物有气即有形，有形即有质，有
质即有数，有数即有象，气形质数象五要素
用河洛八卦图式来模拟表达，它们之间巧
妙组合，融于一体，以次建构一个宇宙时空
合一，万物生成演化运行模式。河图上，排
列成数阵的黑点和白点，蕴藏着无穷的奥
秘；洛书上，纵、横、斜三条线上的三个数
字，其和皆等于 15。河图洛书和二十八星
宿、黄道十二宫对照，它们有着密切联系。

河图洛书的来由，是中华文明史上的
千古之谜。“河图洛书”最早收录在《尚书》
之中，其次在《易传》之中，诸子百家多有
记述。但从实证的角度确定河图洛书出
在某个具体地点，很难找出严格的科学依
据。2014 年 11 月 11 日，河图洛书传说经
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名录。

作者简介

李佩甫，当代作家。主要作品有长
篇小说《平原客》《生命册》《等等灵魂》

《羊的门》《城的灯》《李氏家族》等，中篇
小说《黑蜻蜓》《无边无际的早晨》等，散
文集《写给北中原的情书》，电视剧《颍
河故事》等，以及《李佩甫文集》15 卷。
作品曾获茅盾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
人民文学优秀长篇小说奖、全国“五个
一工程”奖、“中国好书”奖等多种文学
奖项。▲《河洛图》

李佩甫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冬冬至诗意浓至诗意浓
□ 马晓炜

进入 2020年，全球的不安全、世
界向前发展的不确定让越来越多的
人开始思考风险防控的人类安全命
题，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应急处
突能力。

由陈安、陈樱花所著，中共中央
党校出版社出版的《公共危机与应急
管理领导干部读本》出版，为处在全
球不确定性中的领导干部、个人等群
体提供了指引。

作为领导干部，为什么要具备
危机与应急管理能力，应该具有什
么样的危机与应急管理能力？今后
的工作方向又指向何方？《公共危机
与应急管理领导干部读本》将为领
导干部提供应对这些困难与困惑的
解决之策。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领导干
部读本》按照“认知灾难——应对灾
难——风险管理”的逻辑，将全书分
为三篇。第一篇为认知灾难，包括

第一至第三章，分别选取我国和其
他国家类型不一的各种灾难，对于
灾害事件的起因、事中事后调查、原
因分析、后期重建、应急管理体系构
建等灾害事件全过程予以呈现，从
而搭建对于危机事件认知的完备体
系；第二篇为应对灾难，即应急管理
的核心知识部分，包括第四章至第
十章的内容。其中第四章和第五章
介绍了我国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典
型应急管理体系，第五章至第九章
介绍了我国应急管理的“一案三
制”、关键要素、协同决策、产业规划
等知识，第十章结合新冠肺炎疫情
治理，重点进行了应急管理的全过
程案例展示；第三篇包括第十一章
至第十二章，体现的是从应急管理
到风险管理的理念范式转变及风险
评价方法。应急管理重应急应对，
而随着风险社会的到来，从应急到
预防，从灾难到风险将成为未来的
指向。在未来漫长的时间里，我们
都将与风险同在。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领导干部
读本》在版式设计上突出简洁、大方，
针对每一章具体内容，在篇章页中加
入了习近平总书记相关讲话的内容，
并对内容做了特别设计，体现图书编
排人员为广大读者提供高质量内容、
高质量设计的用心。对于经典案例、
名文引用等都做了不同的字体设置，
不同板块之间有较大留白，方便阅
读。书中针对特别概念或不同阐述
还专门绘制了图、表来辅助阅读。全
书不论是内容还是版式设计都在竭
力增强书籍的可读性、好读性，是值
得广泛传播和阅读的公共危机和应
急管理领域专业图书。

书
畅
想

书
畅
想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
应急处突能力

□ 高庆成

▲《公共危机与应急管理领导干
部读本》
陈安、陈樱花 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