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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大学出版社：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与坚守

西北大学出版社成立于 1983年，是我
国西部地区最早的全国重点综合大学出版
社，长期为高校教学、科研和学科建设服
务，组织出版了众多优质的高等教育教材
和学术专著。

近年来，西北大学出版社与学界紧密合
作，以思想学术与历史文化为特色推出了
《关学文库》《史记研究集成》《秦史与秦文化
研究丛书》等大型学术类图书。

《关学文库》：
对关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关学是陕西历史上极具代表性和影响

力的重要学派之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
关中大地上回荡了近千年，但长期以
来，关于关学的系统性研究却几乎是一
片空白。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
说：“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填补这项文化
传承的空白，抢救性整理关学文献，
同时系统推动关学的学术研究。”

2007年，西北大学出版社开启了
大型图书出版项目《关学文库》的策划
和编纂工作。

为此，西北大学出版社协调省内外近30
位学者以及 6位编辑，组成关学文库编辑
部。经过 8 年时间的攻关，2015 年，47 册
2330万字的《关学文库》大型学术丛书与读
者见面，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2016年，
《关学文库》获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成果奖；
2017年，《关学文库·文献整理系列》获第六
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这是西北大学
出版社建社以来获得的最重要的国家级图
书出版奖项。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史记》：
学史上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
《关学文库》的成功推出，为西北大学出

版社策划编纂大型学术图书积累了经验，
也让学界看到了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实力。
2013年，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原秘书长徐卫
民提着一沓厚厚的书稿慕名而来，将陕西三
代学人的重托交给了西北大学出版社。

从 1994年开始，赵光勇、袁仲一、吕培
成等一批研究《史记》的陕西学者抱着“将
《史记》研究的中心做到陕西”“树立《史
记》研究新里程碑”的宏大愿景，开始了
《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工作，并于 2003
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如愿出版。

2014 年，这个出版项目又重新启动。
西北大学出版社专门成立了史记研究集成
编辑部，配备了包括文献学、文学、史学、博
物馆与考古学专业人员在内的编辑队伍，
并建立了专门的资料室。以司马迁“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追求
为榜样，反复打磨书稿。为了保证质量，西
北大学出版社又在2016年和2018年两次召
开书稿审定会，邀请了中国史记研究会、中
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的专
家，请他们就《史记研究集成》的阶段性成果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书稿内容的权威
性、学术性、规范性等方面进行审定。

2020年，由省政府参事室、省司马迁研
究会和西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纂、凝结了
陕西老中青三代学人 20余年心血的《史记
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顺利出版，全书共 12
册 560余万字。中国史记研究会前会长、北
京大学教授安平秋称其为“《史记》学史上
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中国秦汉史研究会
副会长孙家洲称其为“《史记》学的第四次
结集”。

《清编〈全唐文〉校订》：
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精准的《全唐文》版本
《清编〈全唐文〉校订》是西北大学出版

社正在实施的又一项重大出版项目。全书
预计有 3000万字，将为唐代文史研究提供
最为精准的《全唐文》版本。今年是《清编
〈全唐文〉校订》进行编校的第 7个年头。

据介绍，该项目编辑团队由 5位编辑和
2位外聘资深编审组成，目前编校工作已经
完成了三分之一，预计将在 2023年 6月之
前初步完成书稿编校，为西北大学出版社
建社 40周年献礼。 □杨露雅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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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人书事

他是摄影师、旅行家，他是敢打
敢拼敢折腾的大腕，他是热情好客
仗义疏财的大侠，他最终成了小说
界的一匹黑马。这就是康铁岭这些
年来给我的印象。

第一次见他，也已是十多年前
的事了。当时他从西安回到商
州，带来新书《城里城外》，在签名
赠书时说他最尊重老师，便第一
个给我这个中学老师签名，让我
感到非常荣幸。

康铁岭是个爱折腾的人，精力
充沛，精神饱满。他不断挑战自己，
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情来。他
马不停蹄，一会儿在西藏，一会儿跑
到甘南。不管是从政的、经商的、教
书的，他都能与之交往。他看面孔
横眉冷对，做事情则菩萨心肠，外貌
坚硬，内心柔软。正如朋友王宏民
描述的：“铁岭是个生蹭冷倔，眼睛
一翻瞪得像铜铃，不拘小节，心直口
刚的直人，一个性格豪爽、心地透明
的好人，一个慷慨好施、乐于助人的善
人，也是一个心怀坦荡、遇事拿得起放得
下的男子汉。”

康铁岭曾在陕南某地文化局跟许多
作家有过交往，耳濡目染、浸润熏陶，文
化气息开始渗入他的细胞，透入骨髓。
看着身边朋友一部部作品出来了，他也
不甘示弱，从短篇到中篇再到百万字的

长篇。他的处女作《城里城外》引
起的轰动余波还没过去，百万字的
长篇小说《书院门 1991》又闪亮登
场。距《书院门 1991》出版仅一年，
近日，他的又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
《马道 2001》已经杀青。

康铁岭有着超过常人的生活阅
历，他走的路多、经的事多、见的人
多，他有讲不完的故事。他以上世
纪 90年代为背景，以书院门为中心
舞台，角色有文人、艺人、匠人、商
人。生活中有的，这舞台上就有。
在这大背景大舞台上，几百个人物
演唱出那个时代的特色与风貌。读
懂了《书院门 1991》，你就了解了改
革开放之初的市井社会，你也就了
解了当下的文化人百态。

《书院门1991》是康铁岭先生的
第一部长篇小说。文学大家们也给
予了他很高的评价。陈彦：你不相
信的事，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弄出个
样儿让你相信。方英文：康铁岭是
个快人，是一个快乐的人，热闹的
人。人，快人快语；书，鲜活爽快。
杨乾坤：康铁岭善交友，善辞令，重

仁义，讲诚信。
康铁岭的老朋友王宏民说：“铁岭是

一个抱负远大、敢想敢干之人。于他而
言，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做
不到的。”

据说《书院门 1991》正在由剧作家王
宏民先生改编电视连续剧，我们期待着
一睹为快。 □侯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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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还在演 你我珍重
——读戈文长篇小说《玉蝉》有感

“五一”前，单位同事拿来一本书，说这
是自己老师的著作。同事是书法爱好者，
他的导师郭兴才（笔名戈文）是黄陵本地知
名书法家，没想到郭老情趣高洁、文墨双
修，在握管挥毫之余，还能创作出这部时间
跨越新中国成立前后几十年、三代人爱恨
情仇、民风民俗十分浓厚的长篇小说。捧
着书，我只能由衷地赞叹一句：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读完郭老的长篇小说《玉蝉》，心情久久
不能平息，脑海里涌现出两个字，一个“情”
字，一个“义”字。小说中，无论是贵生和丁
香这对情侣曲折感人的爱情故事，还是周子
善、憨哥、王登魁等这些人物与人为善、知恩
图报的善行善举，都弘扬着我们这民族“重
情尚义”的传统美德。书中也描述了一些
为富不仁、欺男霸女、坑蒙拐骗的故事和人
物，最后他们都遭到了应有报应，从这点也
看出作者爱憎分明、惩恶扬善的个性。

生活是小说的不竭源泉。据说，这部
小说里面的人物都是有原型的。当年黄陵
店头老街有个昌和院，新中国成立前夕，这
里住着从外地逃荒来的 5省 11户人家，不
用多想便知他们都是社会底层的贫民，可
以说每家每户都有着心酸的往事。作者就
是此地人，从小听长辈聊起这样故事，早早

就在积累文学素材。待到机会成熟时，他
把收集来的故事全部串起来，再融入自己
多年的人生经验和价值观，一部精彩的小
说应运而生。

当然，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凡事说起
来容易做起来难。我深知文学创作的艰难
性，尤其对于一位业余作家来说，加之郭老
在动笔写这部长篇小说时已年过古稀，这
真的需要很大的勇气和毅力。作者在《后
记》中有这么一段描述：“由于文学功底有
限，写得十分艰难，中途几度搁笔又几度拾
起，终究不愿舍去。”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郭老克服
了种种困难，历经四载春秋，终于完成了小
说的创作。我觉得这既是他敢于挑战自我
的勇气表现，也是他在文学道路上的逐梦
之旅，可以说他在人生路上，用另一支笔浓
墨重彩地画出一幅属于自己的精彩画卷。

“人生都是在演戏，亦真亦假，有喜也
有忧。这一幕是我演你，那一幕又是你演
了我，各自都有哭，各自都有笑。因为人的
生命原本就是轮回不断，人生如戏，戏如人
生。”我非常欣赏书中这段话，作者用朴实
无华的大白话道出了整部小说的创作心得
和人生领悟。

且看，“戏”还在演，你我珍重。□孙鹏

名人与书

贾平凹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

未敢懈怠、敷衍、轻佻和油滑顺溜

我省著名作家贾平凹的新作、长篇
笔记小说《秦岭记》，近日由人民文学出
版社出版。他重返生于斯长于斯的秦
岭大山，携带《山海经》和《聊斋志异》等
所蕴藏的传统文化基因，将秦岭里的物
事、人事、史事悠悠道来，写出一部秦岭
山川草木志、动物志、村落志、人物志。

贾平凹是土生土长的秦岭人——
“我就是秦岭里的人，生在那里，长在那
里，至今在西安城里工作和写作了四十
多年，西安城仍然是在秦岭下。”这是他
第一部以“秦岭”命名的作品，也是他第

19部长篇小说。
2017年写《山本》时，贾平凹说秦岭

是“一条龙脉，横亘在那里，提携了黄河
长江，统领着北方南方”。2021年再写
《秦岭记》，写毕，他却不知还能怎么去
说秦岭：“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
岭，写它历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
的振兴和忧患，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
兽的形胜，写它儒释道加红色革命的精
神。先还是着眼于秦岭里的商州，后是
放大到整个秦岭。如果概括一句话，那
就是：秦岭和秦岭里的我。”

在数年里，贾平凹去过秦岭起脉的
昆仑山；去过秦岭始崛的鸟鼠同穴山；
去过太白山、华山；去过从太白山到华
山之间七十二道峪，还有商洛境内的天
竺山和商山，却深感只是九牛一毛。

在秦岭里，贾平凹体会到一只鸟飞
进树林子是什么状态，一棵草长在沟壑
里是什么状况。他把那些峰认作是挺
拔英伟之气所结，把那些潭认作是阴凉
润泽之气所聚，而那山坡上或洼地里出
现的一片一片的树林子，最能让他成晌
地注视着。

“生命就是某些日子里阳光灿烂，
某些日子里风霜雨雪……”“生有时，死
有地啊，其实人是一股气从地里冒出来
的，从哪儿冒出来最后从哪儿回去。”

“不论是人是兽，是花木，是庄稼，为人
就把人做好，为兽就把兽做好，为花木
就开枝散叶，把花开艳，为庄稼就把苗
秆子长壮，尽量结出长穗，颗粒饱满。”
《秦岭记》中的这些感悟来自作家 70年
来的生命洞察。这些语句没有花哨的
修辞，所有的文字就像是从土地中生长
出来一样，朴实无华而又充满真诚与灵
性。就像贾平凹自己说的那样：“所写
的秦岭山山水水，人人事事，未敢懈怠、
敷衍、轻佻和油滑顺溜，努力写好中国
文字的每一个句子。”

对应着秦岭的混沌磅礴，浩瀚无
边，在新书中，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的贾平凹破除文体疆界，自觉承续中
国古典文本传统，又在意趣笔法上自
成一格。

创作这部作品时，贾平凹说，他不

想写现在流行的小说与散文，想突破文
体疆界，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他认为，
小说可以借鉴散文笔法，散文又何尝不
能吸纳小说笔意。于是不一样的《秦岭
记》诞生了。

贾平凹早在写《商州》的时候，已在
内心对《山海经》致敬，后来的很多作品
中，也隐约可见《聊斋志异》的故事讲
法。而《秦岭记》正是作家沉潜累年、积
淀半生的“一个人的山海经”“一个人的
聊斋志异”。

“笔记小说古已有之，鲁迅曾将这
种内容较为驳杂、写法较为自由的文类
大致分为‘志人’和‘志怪’两种。《秦岭
记》两者兼有。行文貌似实访照录，本
事趋于志异奇谈。阅微杂览间，隐约可
见生存的时变境迁之痕、风俗的滤浊澄
清之势，以及山地深处的人生底细和生
活况味。”《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施战军
这样说起《秦岭记》的文体特色。

被誉为“文坛常青树”的贾平凹，自
1973 年发表文学作品以来，从事文学
创作已近 50 年。回顾以前的作品，从
《兵娃》到《商州初录》《腊月·正月》《浮
躁》，再到《白夜》《秦腔》《古炉》，以至
于《老生》《山本》，无论小说、散文，贾
平凹所写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意
义上的秦岭南北。

贾平凹在《秦岭记》的后记中直
言：“我笑我自己，生在秦岭长在秦
岭，不过是秦岭沟沟岔岔里的一只蝼
蚁，不停地去写秦岭，即便有多大的想
法，末了也仅仅把自己写成了秦岭里
的一棵小树。” □蒋肖斌

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 著名作家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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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壶》
徐风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本书是由紫砂文
化研究者徐风先生历
时数年记录、考察与创
作的匠心文本，由顾景
舟先生的衣钵弟子葛
陶中先生生动还原其
制壶技艺，是作家与制
壶大师的四手联弹。
以古法做一把壶，以生
动优美的文学进行阐
释，作品全面展现中国
紫砂古法制壶的技法
与心法、精神与内涵，
彰显了文学之美与紫
砂之美。

在这本书中，作者
追寻着四季更迭的脚
步，对每一个节气和物
候进行深入解读，而书
中每候均配有画家创
作的抽象画。这本书
不仅是一套关于时令、
气候、物候变化规律的
知识体系，更是属于中
国人的时间哲学、生命
美学，其中蕴含着古人
对自然、天地、岁月、人
生的思悟。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中国人的诗意生命》
徐立京 徐冬冬 著
中信出版社

苍夫是邓来训的笔名，邓来训
是我的朋友。我们曾长期在一个
大院工作，他在我们单位担任过多
年的财务处长和审计处长。可能
因为工作性质的缘故，苍夫给人的
印象是严谨的。他平常话语不多，
但真正要说话的时候又往往是“一
语千金”。他为人低调儒雅，谦逊
和蔼，但在工作上又原则性强，认
真较劲。他的身材有些瘦弱，却是
一个精神丰富的人。我从来没有
想到，像他这样一个长期与数字打
交道的人，却有着一支生花妙笔，
不仅能写书法，而且会写文章。

记得在报社工作的时候，有一
次审版，我看到一篇散文，文笔酣
畅，细节生动，且有闪光的思想，作
者署名“苍夫”。我问了副刊编辑，
才知道这位作者竟是财务处的邓
处长。我与他有过几次交往，知道
在公干之余，他喜欢阅读、喜欢写
字，也喜欢写作，是个表面沉静而
内涵深厚的人。在交谈中，我了解
到他的老家在周至县苍峪村，那里
是生他养他的地方。“苍夫”之笔
名，也可谓是不忘根本和初心吧。

这部《岁月有情》分三个章节：
“故土情深”是写儿时的故乡和故乡的亲情故事。“铁路情
缘”是写从参加工作到退休前的职业生涯和人生感悟。“山
水情致”是写他到世界各地参观旅游的见闻和思考。一路
看来，那些或长或短的文章，都贯穿着一个“情”字，围绕着
一个“情”字，体现着一个“情”字，满满都是对故土家乡、铁
路事业、祖国河山真挚而深厚的感情。这种突出的“情”之
感，让我陷入了“文学究竟是什么”的思考。我想到了哲
学、宗教、历史，也想到了数学、物理、化学。我以为，文学
与其最大的区别可能就在于文学是反映、表达、抒发、叙写
人的感情。有人说，文学是人学。其实严格地说，文学是
人情之学。所谓诗言情，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都是这个
道理。文学讲的是“情本论”，缺乏情感和温度的文字，包
括那些见“理”不见“情”的文字，都不能算是好的文学作
品。显然，这个学财会管理的人，在长期地阅读和写作实
践中，深悟了这个道理。我觉得，苍夫从一开始就抓住了
文学的根本，他的写作是一种自觉的写作。

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创作的自觉吧，故乡的一草一木、一
沟一壑，甚至一捆柴火、一片坟茔，在他笔下都涌动着火热
浓烈的感情；铁路上的一站一车、一桥一隧、一枕一石，甚至
一项投资、一本账册，在他笔下都充满着真挚赤诚的感情；
祖国的大山大河、雄关古道、沙漠胡杨，包括异国的城堡教
堂、阳光沙滩、风情小镇，在他笔下也激荡着新鲜美好的
感情。情满故乡，情满铁路，情满天地。苍夫的笔下似乎万
物皆有情，这个世界俨然是充满和流淌着爱的情感世界。

苍夫的作品我不仅读完了，而且做了许多眉批。我觉
得，这些文字比我认识的一些作家的文字要好得多。除了
有真情实感、有真材实料之外，其承载情感的语言，也是充
满文学性的形象化的语言，是有声有色的富有画面感的语
言。应该说，苍夫是不缺乏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的。就他
的生活阅历而言，他应该是一口尚未被开发的深井，其中
有丰富的矿藏可供开采。而这些东西一旦被发掘出来，都
是鲜活而丰富的创作素材。苍夫的文字，不是别人曾经嚼
过的馒头，也不是各种资料的堆砌和粘贴，它是从自己的
生活井口中淘洗出来的“清泉”，是沁人心脾的带泥土沾露
珠的“鲜花”，是有血有肉有感而发的“新货”。

读苍夫这些色彩斑斓的作品，仿佛是在一条静水深流
中泛舟，读者能看到两岸的山色云彩、林阴幽径、农夫村
舍、红袄绿裤、犬吠蝉鸣，也可听到樵夫的歌唱和来自岁月
深处的故事，也能够感受到那种隐藏在文字背后而又时时
喷薄而出的立场、观点、警句和思想。所有这些，都让人在
掩卷之余，有一种沉静而清醒的思索，进而激发出一种深
沉的向善向上向美的积极人生力量。

在即将结束这篇序言的时候，我想到了南宋大哲朱熹
的两首诗。一首是《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
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另一首是《观
书有感》：“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
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或许，朱熹的这两首诗，能够
代表我阅读《岁月有情》的全部感受和
对苍夫未来创作的希冀。 □孙天才

新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