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正值“立夏”，恰
好读完《智慧人生》第二辑的最后一篇，
第101集：“智慧人生”里的那些“人生智
慧”。巧合的是，按照“春夏秋冬”排版的

《智慧人生》也正好走到了“立夏”。与以
往的读书感受不同，这次的读是带着回
忆，带着钦佩，也带着感慨完成的。

《智慧人生》是汪立夏老师所创建的
“智慧人生”群每周“一期一慧”讨论，加
以调整连贯后的结集出版。作为群中一
员，读着读着，仿佛回到了那一个个思想
碰撞、妙语连珠的夜晚，一群奔忙在各行
各业的人，相约在每周固定的时间，穿越
身份、年龄、职业的界限，超越固定的轨
道和狭窄的视角，摆脱理论硬块和思维
板结，就某一主题共赴云端，各抒己见，
启智开慧。这是直击心灵的讨论，这里
的人们不披挂名誉头衔，不玩弄概念，不
展示深奥，不高谈阔见，不迎合奉承，更
不炫耀他们非常精通的领域或专业，只
是用谦恭的态度，平实的语言，真诚的文
字告诉你，什么是心灵的回归，智慧的共
享。想起第六十九期“月圆总有月缺

时”，讨论正值 2019 年的 9 月 13 日中秋
节，主持人舒曼开篇就说“这是个美好的
夜晚，时间节点上颇有仪式感，这个话题
既有哲学的味道，更有生活的气息”，并
提出“缺也是圆满的一种状态，要学会接
纳缺陷和不完美”；向晴填词一首《古香
慢 己亥中秋》“且留歌、且留笑，风轻云
淡”；江雷说“只要我们的心是圆满的，月
圆月缺就没什么不同”；胡丹说“珍惜团
聚时那一刻美好，相知相爱都是缘分。”
最后汪立夏总结“月圆思月缺，是一种淡
定的生活态度；月缺盼月圆，是一种生活
的期待。惟其如此，诗与远方才能结合，
生活方能自如，智慧人生才有可能成
就。”这样充满哲思和情趣的文字书中随
处都是，值得读者慢慢寻找，细细玩味。
而我带着回忆品读，带着感悟回顾，这些
文字仿佛一条向灵魂深处缓缓流淌的智
慧之河，成为我们在快节奏生活中可以
慢慢取用的心灵活水。

智慧人生群中的讨论，我经历过，从
入群时的忐忑，到偶尔的只言片语，再到
最后的主持，身处其中，仿佛有种强大的

力量，让你放下世俗的顾虑，激励你去思
考，去参与。对于大多数群友而言，读

《智慧人生》，是从“线上”回到了“纸
间”。很多人或许会和我有同样的感慨，
那就是“当时的我怎会有这样奇妙的思
考？”“这些思想的火花只有在智慧人生
的群里才能迸发！”“太妙了”！再读《智
慧人生》，可以说是在旧的了解的基础
上，又增添了新的感悟。读这样的书，真
像走进了缤纷世界，众筹而来的话题，有
时为你的焦虑打开一扇窗，如“与自己和
解”“与压力共舞”“活在当下”；有时成为
你迷茫中的灯塔，如“我的人生我规划”

“家庭与成长”“慢的智慧”；有时犹如身
边无话不谈的挚友，如“2020年，一路有
你”“青春王国的情与恋”“我们共同战

疫”。正如《序》中所言，“智慧人人享有，
亦需要分享提升。于个人，可以立正知
见，作深行履。于社会，阅读中可观世
情、达共鸣”。我常想，它不但记录了思
想，同时也记录了一个时代。一群人，一
个群，互相点燃、照亮，用眼睛和心灵，观
察人生，体验人生，分享人生，字字句句
都是从一个个真诚朴实的心灵中撒出来
的珠玉，闪耀着光芒。而“智慧人生”的
发起者和群主，用他那宽广而不偏执的
坚持，圆润而不躁动的话语，大气而不耀
眼的从容，不理会哄闹的微笑，无须声张
的厚实和并不陡峭的高度，带领一群人
坚实地走着每一步。

如今智慧人生群的讨论还在继续，
正进行着“花事、书事、公事、往事……”
等有趣的“事系列”。每周讨论仿佛是手
手相递的炬火，未必绚丽璀璨，但却温暖
人心。我们又有了新的想法和计划，希
望有朝一日能走进高校，作公益的智慧
人生系列讲座，把人生这堂思政课上成
学生喜欢、成长受益的好课！让我们的
青年一代，汲取智慧，丰富人生，在人生的
风吹浪打中能够闲庭信步，回归心灵的美
好。我不禁感慨，思想碰撞的魅力，智慧
人生的魅力，不就是在于摆脱名位，摆脱
功利，摆脱浮躁，走向淡然，走向千山肃穆
的智慧高台吗？！用汪立夏的话说，那就
是“智慧故事不会结束，未济总有智慧在”。

▲《琵琶围》
温燕霞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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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深刻指出：“要繁荣文艺创作，坚持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加
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
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
作。”江西出版传媒集团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强化新时代主题出版的使命担当，坚持
讲好脱贫攻坚的中国故事。

作家温燕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
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不断进行生活和
艺术的积累，在发现美和创造美的过程
中完成了长篇小说《琵琶围》的创作。5
月 10日，“温燕霞《琵琶围》研讨会”在
中国作家协会成功举行。与会领导和
专家一致认为，《琵琶围》是一部扎根人
民，反映时代风貌的优秀文学作品，也
是 2020 年长篇小说的一个重要收获。
该书以小切片写出了大时代风貌，展现
了中国在消除贫困进程中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代表了当前我国
现实题材文学出版的较高水平。

文章合为时而著，小切口
映射大时代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年，也是脱贫
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脱贫攻坚的全面
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创造的有
史以来最伟大的脱贫奇迹，深刻影响了
人类减贫事业的历史进程。

在这样一个时代主题下，相似相近
题材的作品必然汗牛充栋、比比皆是。
在构思此类题材作品中，作家如何能找
到区别于其他选题的核心价值，既真实
有力地反映时代变革，又得到广大群众
和读者的喜爱，实现“异军突起”呢？答
案是选好主题。主题是一部小说的核
心价值和区别其他小说的重要标识，

《琵琶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
扶贫扶志主题叙写的成功。温燕霞长
期关注扶贫领域，对扶贫扶志这个主题
有着超强敏感性、领悟力和表现力，在
创作《琵琶围》时，既精准地把握了党和
国家关于脱贫攻坚、扶贫扶志的政策要
求，又把这样的时代大事落到具体故事
情节之中，在时代大背景下写小人物，
用小场景来反映社会的大进展，实现了
在同类选题中的“异军突起”。专家们
普遍认为，《琵琶围》是一部以小见大，
与时代同步的作品，《琵琶围》的小，是
小切口，整个脱贫攻坚战是一幅宏伟的
画卷；但是《琵琶围》所选的切口是脱贫

攻坚最吃劲的后半程，精准扶贫要全部
摘帽，这个切口选择非常好。

作者紧贴时代脉搏，紧紧把握了现
实主义创作的原则，在这样的伟大历史
进程中，用文学记录、讴歌这一伟大社会
实践，为当代乃至后世留下文学档案，用

“琵琶围”的成功脱贫再现一个宏伟历
史，以山村巨变映射出脱贫攻坚的伟大
成就，可以说是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深入一线践“四力”，用心
书写“脱贫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艺创作方
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是，最根本、最
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
生活”。

温燕霞说：“让手中的笔变成大树
的根系，从泥土中汲取养分，同时争当
一块贪心的海绵，吮吸、收集着所有有
益于创作的信息。”的确只有这样，才能
写出富有泥土气息、饱含深情厚谊的文
字。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
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在
读完《琵琶围》后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本
书底层生活的语言非常生动逼真，有些
一下子钻进了血管，让人不自主地紧紧
攥紧拳头。品读本书，可以感到浓浓的
客家风土人情和中国当下乡村的鸟语
花香。

尽管温燕霞来自革命老区赣南，
《琵琶围》所写的乡村也是她熟悉的故
土乡情，但为了写好这部书，她还是一
头扎进贫困户、扶贫干部、扶贫办等帮
扶一线，获得了两大袋第一手资料，撰
写了几百万字的采访笔记。

然而，掌握写作资料与鲜活的实践
毕竟与成功的作品还有不少差距。为
获取充沛的创作灵感和激情，作者深入
一线去感悟那些来自泥土的故事，从中
汲取智慧和营养。为了写好琵琶围里
的老百姓养鸡这个细节，温燕霞先后走
访石城县、南城县、进贤县的多家养鸡
场；为了推敲驱赶老鹰、用竹筒装水敲打
铁桶驱赶黄鼠狼、收集散养鸡蛋等细节，
她又多地走访，实地了解；为了更加翔实
地了解相关政策细节，她总是反复向扶
贫一线的干部了解核实，不懂就问，孜孜
不倦地请教。温燕霞说：“当时有些受访
者的贫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有的是因
懒致贫，村干部最担心的就是这一部分
人。”改造村里的懒汉，让他们自食其力，
这一点触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因此，《琵
琶围》不仅是用笔写出来的，更是用脚、
用脑、用心写出来的，展现了作者深厚的
脚力、眼力、脑力和笔力。

在位者一定要戒止贪心，特别
是不能够与民争利。如果想独占财
利，必定会招致民怨。唐太宗李世
民之所以能够创下“贞观之治”，和
他熟读《群书治要》这部书密不可
分。《贞观政要》中记载着唐太宗和
臣子的谈话，从中可知，他确实是把
这些教诲力行在治国之中了。

《贞观政要·论贪鄙》中记载，贞
观元年，唐太宗对侍臣们说：“如果
人有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没有不
视之为宝贵的，但是如果拿着宝珠
去射鸟雀，岂不是很可惜吗？而人
的性命比明珠要珍贵得多，但一看
到金银钱帛而不畏惧法律的惩罚，
立即就收受，这就是不懂得爱惜性
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且不能拿
去射鸟雀，怎么能用比明珠更加贵
重的生命来换取财物呢？群臣如果能够尽忠职守、正直公道，有益
于国家、有利于百姓，那么官职、爵位立即就可得到，一律不必用这
种受贿的手段求取荣华富贵，随便收受财物。赃物、贿赂一旦暴露，
自身也将受到损害，确实是很可笑的。”在这里，唐太宗用了一个“明
珠射鸟雀”的形象比喻，来告诫官员，不能拿着自己的官位不珍惜，
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否则只能是得不偿失。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朕曾经说，贪婪的人不懂得爱财
的道理。例如，五品以上的官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的收入本来就
很多了。如果接受别人的财物贿赂，不过几万钱而已。一旦丑行暴
露，就会被革去官职和俸禄，这样做哪里是懂得爱财的道理？他们
是因小失大，得不偿失。过去鲁国的丞相公仪休很喜欢吃鱼，但从
不接受别人送的鱼，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鲁国的丞相公仪休，为官很清廉，对属下要求很严格，从来不与
民争利。他有一个嗜好就是特别喜欢吃鱼，结果有人就投其所好，
送给他很多鱼。他却拒不接受，派人把鱼送了回去。这个送鱼的人
就问：“我知道您爱吃鱼，所以特意选了一些上好的鱼送给您，您为
什么不接受，又给送回来了？”公仪休说：“正是因为我爱吃鱼，所以
今天我不能接受您的鱼。我爱吃鱼，我自己去买不就好了吗？如果
我今天接受了您的鱼，会因为受贿而被抓进监狱，当我进监狱的时
候，请问我还能再吃到鱼吗？还有谁再给我送鱼呢？”公仪休的明智
之处就体现在没有利令智昏。

唐太宗博览群书，引用了这个典故，并且得出了一个结论：从不
接受别人送鱼的官员，他就可以长久地吃上鱼。“且为主贪，必丧其
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如果国君很贪婪，必定亡国；做臣子的很贪
婪，必定丧命。

贞观四年，唐太宗对公卿大臣们说：“朕整天都不敢懈怠，不但
忧念、爱惜百姓，也想让你们能够长守富贵。天高地厚，朕长久以来
小心谨慎，敬畏天地。你们如果能小心遵守法令，总是像朕敬畏天
地那样，不但百姓安乐，自己也可常得快乐。古人说：‘贤者多财损
其志，愚者多财生其过。’”“贤者多财损其志”，虽然原本是贤德之
人，财富一旦多了，可能就会骄奢淫逸，过着放纵的生活，不思进
取。他的志愿就不像以前那么坚定了。所以“自古公卿出白屋”，很
多有成就的人，年轻时生活都很贫苦，为的是让自己长守这种清白
的志向，能够磨炼自己的意志。“愚者多财生其过”，没有智慧的人，
给了他很多的钱，他就会拿着钱无恶不作。

唐太宗说：“这话可以引以为戒。如果徇私贪污，不但破坏国
法，伤害百姓，即使事情没有败露，心中怎能不常怀恐惧？恐惧多
了，也有因此而导致死亡的。”实践证明，贪官心里都是战战兢兢的，
只要一听到外面的警笛声，就想：“哎哟，不知道是不是来抓我的。”
他们的这种压力、紧张，让自己的身心都不得安宁。

“大丈夫岂能为了贪求财物，而害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使子孙蒙
受羞耻？”一旦锒铛入狱，不仅害了自己，自己的家人、儿孙也要跟着
蒙羞。从这些对话中可见，唐太宗是一个真正明理的人，他自己不
仅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率先垂范、身体力行的。

一部扎根人民
讴歌时代的精品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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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不厌千回改，深雕细
凿始出“精”

3 次审稿会，11 次编辑校对，7 次修
改，两次创作研讨……《琵琶围》的整个创
作、编辑、出版过程经历了一个不断打磨、
提高的过程，倾注了方方面面的心力。省
委宣传部领导和相关处室负责同志对作
者给予专业性指导和帮助，并与中国作家
协会、人民文学杂志社、省文联和省作协
等单位有关同志，就本书的创作进行了深
入研讨，精心刻画灵魂人物，仔细推敲故
事情节等。

从 10 多万字的初稿，到听取各方意
见推倒重来，这需要极大的勇气，更需要
对作品保持千锤百炼、精益求精的态度。
在《琵琶围》的编辑出版过程中，编辑策划
团队与作者交流沟通、讨论研究频繁且坦
诚，“碰撞”犀利且“火花四溅”。当然，大
家的出发点都是为了让内容更出彩，目标
就是共同打造一部符合时代要求的高峰
之作。每一次“碰撞”的点点滴滴最终都
汇成编辑策划团队和作者深刻且美好的
记忆，成为作品中一个又一个精彩的内
容。

温燕霞是一位不断攀登创作新高峰
的作家。她追求的是创作出平凡而又光
辉的人物，创作出有温度、有厚度、有深
度、有亮度的作品。她说，虽然这部作品
获得了许多奖项，但还存在不足，将按照
精品的标准和读者的意见建议，对《琵琶
围》予以再修改。她将把作家的良心和责
任倾注在这本书中，让读者阅读时能听见
土地深处的呼吸、洞悉新时期下原赣南中
央苏区百姓的喜怒哀乐，窥见他们置身时
代浪潮中的灵动身姿，从而滋养出与时代
同行、真正鲜活刚健的灵魂，把《琵琶围》
打造成一部更好的作品。对此，江西人民
出版社将牢记“永远为人民出好书”的初
心使命，秉持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精编、
精改、精校、精心印制，倾心打造出一部优
秀作品奉献给广大读者。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创作追求与工匠
精神，《琵琶围》甫一出版，便得到了社会
广泛关注，成为众多脱贫攻坚小说中厚重
而特色鲜明的一部精品力作，荣获众多荣
誉：入选中宣部 2020年“优秀现实题材文
学出版工程”作品，入选中国作家协会
2020年重点扶持项目及“纪录小康工程”
主题书单，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2021年
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荣获中
宣部“2020 中国好书”奖，入选第八届
（2020年度）十大赣版好书……

《琵琶围》是一部扎根现实生活，紧跟
时代潮流的佳作。

《琵琶围》研讨会在京举行▲

著名作家、戏曲研究学者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一书“最后
的贵族”一章里记载，康氏母女（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和外孙女罗仪
凤）送给章家长满花蕾的一盆水仙也能别出心裁，每根花茎的部位
被套上寸宽的红纸圈。章诒和说，“水仙自有春意，而这寸寸红，则
又增添了几分喜庆气氛。”章诒和的母亲也赞叹：什么东西到了康家
人手里，就与众不同了。还有一件事也让章诒和感到康家的与众不
同，那时候康家生活窘困，早上喝稀粥吃馒头片沾豆腐乳，豆腐乳竟
有六种口味，每天都换着吃，却也能吃出生活的滋味。

章诒和在书中还提到储安平《英国采风录》里的一段话：“英国
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成为君子绅士。一个英国父亲，
当他的儿子还没有成为一个男人时，即已希望他成为一个绅士。英
人以为一个真正的君子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自私、不畏
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她）不仅是一个有荣誉的人，
并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

什么是真正的贵族？康氏母女的生活态度为我们做出了样板，
可谓真正意义上的贵族。如何判别真假贵族？储安平的这段话在
现实社会里非常有指导意义。

贵族不是用金钱堆砌起来的。真正的贵族气质不在外表的装
饰，而在灵魂和人生态度。无论在多么不堪的境地，骨子里依旧不
失风雅和审美，依旧有闲情逸致，依旧优雅绅士、善良乐观，始终保
持着自尊和骄傲。时下有钱的人越来越多，但贵族却不多见。倒是
常见穿名牌开豪车的某些人有飞扬跋扈、戾气十足的“风范”，还有
大小土豪动辄花巨资甩大摊的主儿。如果说“穷干净、穷讲究”的人
没有资格做真正的贵族有情可原，那么，“富邋遢”的有钱人不去做
真正的贵族就白瞎了，白白是个“有钱人”，因为骨子里没有一点贵
族气质。

“讲究给自己看，贵族给世人看”，这是贵族骨子里的稀有物
质。我觉得，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抑或是在多么不堪的境地中，都
应该尽其可能地保留审美的生活态度和精致的生活艺术，“生活不
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想，高晓松这句生活感悟并非
空穴来风。

骨子里的高贵
□ 杨 方

近日，中国作协、省作协、人民文学杂志社、江西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长篇小说《琵琶围》作品研讨会”
在京举行。此部作品的研讨会为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建党百年系列”研讨会之一。

《《琵琶围琵琶围》》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山村脱贫致富的全过程用扎实的现实主义笔法描写了山村脱贫致富的全过程，，作者温燕霞用长篇小说作者温燕霞用长篇小说特有的展现形
式和鲜活的细节描述集中反映了脱贫攻坚中最难的“扶贫扶志”主题，在扶贫与脱贫的进程中将传统精神和时
代价值融于一体。

——编 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