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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讯

我与书

《风过窄门》是吕志军先生近年出版的小说
集，收录了 15个短篇，共计 20多万字。志军先生
是善于用故事说话的人，在他看似随意的叙述中，
生命的丰饶与深厚，岁月的苍凉与欢愉，都伴着浓
浓的生活之光向我们袭来，每一缕光是不同的个
体，它们偶然或必然相遇，依存在一起，叠加成晨
曦、黄昏、春光、夏日、秋波与冬阳……虽瞬间消
逝，却深刻得难以忘记。蒋勋先生曾说：“美是记
忆的坚持与永续，记忆不可抹杀，记忆一点一滴累
积起来就是美。”

可以说《风过窄门》就是生活累积的美，这些
美或轻柔、或沉重、或直接、或迂回，无论哪一种，
均体现出生命的精华与精髓。阅读这些平凡人的
故事，亦为我们的平凡人生找到另一种疏解方式，
探寻另一条宽广的生命通道。纵观这部小说集，
集中展现了化生活为艺术的三大特色。

首先是在家庭故事中呼唤生存的秩序之美。
熬肉是汉江人喜爱的美食，志军先生以此为

线索，把家庭关于“孝”的故事编织在一起，用看似
不经意的白描手法把父母、儿子儿媳、岳父母在家
庭中的卑微与骄傲，艰辛与享受，默默奉献与理所

当然进行对比，揭示乡土文明到工业文明进程中
家庭伦理的畸形之态，试图唤醒自私与不断索取
的“儿子儿媳”们，并对不断被索取，被压榨到有些

“愚”的善良父母们表达深深的悲悯。小说中人物
心理活动表达得惟妙惟肖，阅读时仿佛主角就是
你、我、他。回看我们周围，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父母们毫无怨言的付出却得不到回报，甚至养大
了多个儿子的老人最后孤零零死去。小说中的何
娘娘被儿子们遗弃了还要坚持保护他们——你们
别作孽，我就是饿死渴死，他们都是我的儿，我不
告，你们凭什么告？这就是中国式父母。故事的
结尾，作为儿子的王朋在工作打击中幡然醒悟，反
思了自己的自私，接回了父母，让读者感到欣慰。
这也正是作者对儿女们的呼唤，渴望家庭秩序之
美的回归。

本书主打小说《风过窄门》聚焦了两个家庭、
两对夫妻——四人之间混乱的情愫。张力这个人
物塑造地特别丰满，他在官场与商场上游戏，又有
家庭担当的一面，抓住时代大潮不怕苦累勇于创
业，呵护女儿，安排好离婚妻子的生活，对张老师
从利用到生出真情；另一方面他也有着商人的狡
诈，欲壑难填的他不断打破生活的正常秩序，贿
赂官员，在饭场、牌场和风月场与各色人等圆滑
周旋，算计同行，争强好胜，诚如作者所言“人间
不是炼狱吗？官员，商人，职员，哪一个不在浴血
奋战，要么为敌人战死，要么为自己战死。”当最
后得知自己要走入末路时那悔恨的一声叮咛“好
好活着……”让人禁不住为他深深叹惜。《风过窄
门》书写了人情冷暖，家庭之道与社会百态。细
细品读，不难发现这也是作者在向社会发出呼
唤，呼唤人们遵循法与理，真与善，构建和谐生态
的人类生存秩序之美。

其次，用蒙太奇手法对人物形象进行构建，让
故事结局充满“奇异”美。

志军先生善于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穿梭，书
写了一个个写实与非写实交错的故事。《麻将》中
镜头不断切换，人物之间的对白也很魔幻，似真非
真、似假非假，“老姨”的语言看似东一榔头西一棒
槌，但其实都是故事的核，王珂、李美、刘贺还有故
事背后的人物木生和老杨，人人都似在演独幕剧，
一幕幕剧交织在一起就是又是一台大剧，是丰富
的人生，是一个你完全意想不到的结局。只有认

真读故事，随着故事进程似洋葱般一层层剥开时，
我们已成为故事的主人公，早已心潮起伏，泪流满
面。也会倏然明白他们为什么打麻将，为什么那
几个年轻人会东一句西一句回应老姨的话。

《烟点炮》《椅子》等通过镜头、场面、段落的分
切与组接，对素材进行选择和汇聚整合，在活泼幽
默、可爱或哲理中让故事更具吸引力，最后把镜头
的转场用力回收，于拐弯处意外收尾。故事是虚
幻的，但环境却是真实的，这样的烘托，细腻的笔
触引线，抒写作者的悲悯之心，让故事在奇异中更
具现实美，弘扬了人世间真情之美。

第三，真实细腻的环境描写，让故事充满悲悯
之美。

《琴声悠悠》的女主人公刘姐是一个单位的会
计，是一个读书爱入戏的人。“她喜欢钢笔，沙沙
沙，像双粉嫩的拳头，痒痒地在背上敲，舒服。她
喜欢这个声音，如蚕在桑叶里嚼食，如水摸过石
头，如琴弓划过琴弦。”看似无意的描写引出了刘
姐的另一个身份——拉小提琴的高手，还拥有一
把珍贵的“铃木”，这纯净美好的文字，恰如刘姐柔
嫩而慈悲的心。刘姐拉琴，丈夫是知音、是听众，
铃木是丈夫花了巨大代价从别人手中抢来的。可
老杨却遭遇车祸猝然离世，铃木因此深深沉入了
箱底。因为一阵稚嫩的琴声入耳，刘姐毅然取出
铃木，悄悄在小树林里拉琴……之后居然毫不犹
豫地把铃木寄给了小姑娘，故事的结尾更出乎意
料，原来对方就是车祸的车主一家！刘姐是大智
慧的人，志军先生更是，他用这样一个故事告诉
我们慈悲不是天生的，是在看过生命不同形式的
受苦之后真正生长出来的同情与原谅。

蒋勋先生在讲《红楼梦》时曾说过：“生命是一
种因果，有因才有果，看到了因和果的循环轮替，
也就有了真正的慈悲，而慈悲是真正的智慧。”志
军先生深谙这个真谛，他编织故事最迷人的部分
就是细节，人物的一言一行都蕴含在生活的细节
里。他像一个智者，在喧嚣人间里，在平凡生活
中，芸芸众生无论高大或渺小，每一个人、每一个
生命，都值得尊敬、悲悯、关爱。读这样的故事会
让读者的心越来越纯净、越来越质朴、越来越走向
真善美。

这无疑是一个作家书写的真正意义。
□李爱霞

（上接第一版）我可以确信，也许30年、50年以后那
个时期的学者、后来者，想要了解现代历程中的社
会面相，《长安》会是一个非常宝贵和生动的社会
史观视野下的一份旁证。阎晶明认为，《长安》主
题是非常鲜明的，它不但是工业题材，而且是军工
题材，这里边既有神秘也有神圣，既有庄严也有紧
张，我觉得阿莹是怀着深厚的感情和这种非常绵
密的情感记忆来面对这段特殊的历史，所以他写
出了一代人为了一项伟大的事业奉献了青春甚至
生命的这样一个历程，也展现了他们非常美好的
心灵和奋斗的精神。尤其是他在表现国之重器的
庄严和个人命运悲喜之间，努力寻找某种平衡，既
让人物鲜活，又让故事感动人心。

贾平凹在致辞中说，《长安》这部小说把新中
国军工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变迁书写
得细腻逼真，把一代勇于献身国防工业的群体描
写得栩栩如生，把一段热血沸腾的奋斗岁月编织
得动人心魄，作品极具现实意义和地域、行业特
征，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为此阿莹几
乎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工业题材小说，在反复思
考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独特的创作路子，难能可贵
的是阿莹写得极具烟火气，更接地气，更具可读
性和吸引力，整部作品富有鲜活而丰满的情感，
这无疑是我们常说的艺术的真实。蒋子龙在视
频中说，阿莹对中国长篇小说的贡献是拓展了长
篇小说创作的题材，中国的军事工业在中国的工
业当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分量，现在依然如此，但
是作家很少涉及这个领域，不敢驾驭，阿莹驾驭

得很好，很有分量，读起来很愉快，这与他的文学
修为和他所要表达的军工企业的生活是相匹配
的。《长安》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故事的结构、
人物的设计都很有意思，特别是有些细节，我认
为具备了经典元素的。这段时间我读过很多书，
有的读开头就扔掉了，有的读一半就扔掉了，而
《长安》的有些人物、细节、故事都记得很清楚。
所以说阿莹的文学功力比较坚实，情绪很饱满。
我希望当今的文学界、出版界能够给这部作品以
相称的评价。彭学明说，这是
一部沉甸甸的书。现在的文学
作品，能用沉甸甸这个词的不
多。这种沉甸甸不是书籍有多
重多厚，而是内容有多结实、多
厚重。这部长达 50 万字的作
品，其内容是结实、厚重的，其
精神含量与艺术质地，都是力
压千钧、掷地有声。说实在话，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对一部书
产生这样的阅读快感了，什么
样的阅读快感？激情、热血、梦
想、理想、奋发、奋斗这样的关
键词，都陆陆续续地涌进了我
的脑海，让我热血沸腾、激情澎
湃，那种建设新中国的梦想、理
想一下子就被点燃，强大新中
国的奋发奋斗的力量一下子就
被灌注。仿佛跟着作者走进了

军工建设现场，跟那些人物一起生活、工作、奋
斗。早年读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
怎样炼成的》、王蒙的《青春万岁》、叶辛的《我们
这一代年轻人》时，我有过这样的阅读感受，如今
这种感受，从阿莹的《长安》中找回来了。为什么
说找回来了？因为，我们阅读了太多的忧郁、伤
感、疼痛，甚至颓废、窒息，阅读了太多的先锋派、
玄幻派、无厘头，而这部《长安》内容沉实、结实、
厚重、宏阔，事关江山社稷，事关国之大者，事关
民族伟业，事关人民精神，生动再现了大国重器
的峥嵘岁月、民族复兴的的理想年代、可歌可泣
的时代精神和人民风貌，悲壮、壮美。

与会专家学者抒怀畅言，线上线下充满激情、
气氛热烈。大家纷纷表示，《长安》显现出作者举
重若轻的文字功力，选题特殊、情绪饱满、品质坚
实、题材厚重、人物鲜活、细节精妙、视野广阔，是
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大家一致认为，《长
安》写历史、写战争、写人物、写精神，具有深刻的
史诗品格和真诚的人文情怀，是工业题材创作的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是一项心怀国之大
者的写作实践，体现了一代人对山河、对人民、对
国家民族的承担奉献，是中国社会主义重工业的

“创业史”。
阿莹对专家学者的中肯评价和相关单位的支

持表示感谢，并对《长安》出版过程中给予过帮助
和指导的老师们致以深深的谢意。何向阳在总结
中指出，此次的研讨会非常成功，也相当深入，与
会专家学者将《长安》放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序
列中进行讨论，从叙事方式、人物群像塑造、军工
企业的发展历史以及中国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等角
度，对《长安》的人民性内涵、庄严的现实主义文学
风格以及悲喜交织的艺术价值，对中国军工人的
正气、骨气、血性以及如何书写军工人身上的民族
精神和审美意蕴等方面做了深入探讨。 □罗建森

书写新中国军工的“创业史”

汇聚生活的光
——《风过窄门》读后感

阿莹长篇小说《长安》创作研讨会现场。

本书采用编年体方式，以
翔实的内容记载了在中国文坛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作家红柯的
一生。

全书包括红柯小传和红柯
年谱，并附有红柯作品出版年

表、红柯作品获奖年表、红柯研
究目录等，是研究红柯的珍贵
资料。通过本书，读者可以全
面了解红柯的生活轨迹、思想
人格、性情禀赋、创作理念、人
生哲学等。

《兀立荒原的树：红柯年谱》
史鹏钊编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该书收录了作者近三年来
创作的乡土散文作品，书名取
自散文集中的同名散文《我从
土中来》。

作为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
农家孩子，作者从小就在关中农
村出生、成长,度过人生最重要的
青少年时期，直到成年后离开这
片土地。

对土地、乡村的刻骨记忆，
注定让 70 后这一代人的乡愁与
农村深深叠加，加之作者身处农
科城，师从著名农业历史学家、
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樊志
民先生，先天及后天农耕元素的

包裹让作者对农业、农村、农民
有着与生俱来的悲悯情怀。

在长期的农村题材写作中，
作者积累了丰富的乡土文化知
识，并试图以艺术的笔法还原记
忆中的乡村农事，关注工业文明
进程下的农村、农民现状。本书
以作者青少年时期成长的乡村
环境为创作母体，书写乡村，记
录乡愁，把浓郁的关中乡土气息
和乡村情怀融入到农耕历史文
化的大背景中，让记忆中的乡
村、乡愁、乡情有了鲜明的农业
文化元素,从而使文字呈现出特
征明显的个人特色。

《我从土中来》
李慧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许是生性与人相处慢
热的缘故，喜欢的大多是适
宜一个人经营的事物，比如
读书、写字、画画、沉思、看
风景……表面看似孤寂，内
心感知却丰饶富足。其中，
读书更是我长久以来未曾
丢下的习惯。

苏轼曾诗曰：“发奋识
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
书。”这份豪气，当属读书人
的典范。而我的孩童时代，
读书却是一项奢侈的行为。

生于 80年代末关中渭
北塬上的农村家庭，父母
对子女的养育只停留在

“吃饱穿暖，无大的磕碰，
供给上学”的层面。因而，
除了课本之外，书籍是稀
缺物。那时候，哪个小孩
有两本城里亲戚买的小人
书，绝对是能够“拉帮结
派”的骄傲资本，身后能有
一班跟屁虫。还记得从别人手中看
过的第一套书是《葫芦娃》，尽管不
全，但那鲜艳的颜色和趣味的故事令
我回味了许久。

书籍的稀缺却也未曾影响我的
阅读兴趣，相反，这份兴致随着年龄的
增长越发浓重。生活中，即便是蝇头
碎片的文字我都会多瞅两眼，不管是
瓶瓶罐罐还是包装纸上，哪怕是糊在
墙上的废旧报纸，我也总能想法拧着
脖颈、歪着身子凑过去看个究竟……

读得越多，越自觉浅薄无知，唯有
笃志虚心向书本求教。天长日久，越
来越喜欢夜读，白天诸事繁琐，唯有夜
晚复归平静，能够打开书本与智者心
神交流，品鉴古今文化魅力，听故事里
的万千言说……徜徉其中，消愁、解
惑、愈心、养神，无比畅意自在。时常
夜读至深夜，翌日晨起身体虽有困倦
之感，但心神却充满汲养饱餐后的充
沛与自足，那种感觉如同饮酒微醺的
迷醉，如同浓酽的红茶在唇舌间流动
的醇香，我乐享这种浪漫。有一阶段
缠身于生活俗务，为碎银几两而奔波，

时间犹如被挟持般撕扯着，
读书行文之事被迫转怠，继
而产生烦躁、消极、浑噩等
一系列负面情绪，干什么都
自觉不在状态，也是直到重
新回归书本，心才平静安定
下来。这么多年，我能够深
切感知阅读带来的裨益。
进，给予我强大的力量源
泉，使我能够战而无畏，勇
敢向前；退，书中的一方天
地包容接纳了我的诸多不
足和胆怯，使我在一次次忍
痛蜕变中疗伤自愈，重获新
生。

以前受书本稀缺的影
响，买回来的书舍不得折
角勾画，读完收存起来隔
几年再翻开，从头到尾依
旧崭新，这样的缺点就是
某天想起书中的一个观点
或者佳句，因为没有标记
而不便于快速查询。后
来，读书时就渐渐做起了
标记，先前一段时间用铅
笔，后改为签字笔，并且折

起书角以备查询。再后来，除了勾画
标记外也增添了生字注解和阅读感
悟。于是书越读越厚，原本平平展展
的一本书，合上后膨身涨口，那些鲜活
的读书印记在日后翻阅时只觉亲切、
殷实，而对这些倾注了自己阅读心迹
的书本就更为珍视。

而立之后重读经典，在第八遍也
是唯一一次精读《红楼梦》的时候，带
着工具书细究言辞，记录品读感悟，一
不留神竟用掉了 6支中性笔芯，书页
上原本空白的边边角角满载着我的阅
读心得，厚重的文化里融入了个人饱
满的阅读气息，这种畅快淋漓的阅读
体验充实而又迷醉。

现如今，每一本读过的书都会盖
上自己的藏书印或者一二闲章，扉页
上也会记录下读书的时间、阅读的初
衷或者荐书人等信息，聊以收藏自
娱。生活在继续，阅读之路也在不断
拓宽、持续延伸。扪心自问：读书的意
义何在？只为遇见更好的自己。毕竟
布衣暖，菜根香，最是读书滋味长。

□杨蓓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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