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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讯

啃 书

走进谜一样的非洲

荐 读 “一部安康历史的百科全
书，一部了解安康历史文化的

工具书，一部浓缩的安康通史。”这是在方琛先
生《安康史话》首发式暨阅读分享会上几位文
学大家对这本书的评价，我也深以为然。

若不是亲眼所见，很难想象，这部近40万字
的皇皇巨著竟出自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之手。
这种甘为文学奉献的精神令人肃然起敬。套用
一句现在流行的话：他活成了他想要的模样。

把一件事重复做，就是行家；把重复的事用
心做，就是专家。方琛先生用行动证明了这句
话。他曾放弃“从政当官”的机会，在方志办一
待就是大半辈子，从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青
年，到功成名就、硕果累累的中年，再到老当益
壮、散发余热的古稀之年，甘于寂寞，一直与枯
燥乏味的文字打交道，笔耕不辍，终于修成正
果，成为享有盛誉的地方志专家。参编志书、史
书 27本，编著等身。退休后，又被单位返聘，继
续在史志编纂岗位上发光发热。

编修史志是方老师的主业，作诗赋文是方
老师的副业。因为方老师拥有这样得天独厚
的条件，又因为方老师的责任和担当，将多年
积累的心血再次收集整理、几易其稿、增删内
容，历经五个春秋，这部《安康史话》终于与读
者见面。《安康史话》包括沿革史话、战争史话、
红色史话、人文史话、治城史话、经济史话、物
产史话、汉江史话、民俗史话、文旅史话、名人
史话共十一编三十七章。涉及政治经济、人文
地理、民俗民风、物产特产以及安康从古至今
几千年的历史演变，可谓是包罗万象，蔚为壮
观。若没有丰富的知识积淀、吃苦耐劳的奉献
精神，是难以完成的。更为可贵的是，这本书
句章考究，语言活泼，既有文学的故事性、趣味
性，又有方志的严谨性、真实性。不仅为外地
人打开了了解安康的一扇窗，也是安康人了解
当地的宝典。

这是一个节奏很快的时代。人们往往无法
静下心来了解一个人、一段历史，也无法静下心

来认真地读一篇较长的文章。匆忙的脚步，更
让我们无法静下心来了解脚下这片养育我们的
热土，了解它的前世今生。不了解又怎么去建
设发展？比如我们引以为傲的汉江，是一条未
被污染的内陆河，因其水质好、流量大而成为南
水北调中线工程的水源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当地政府加大了对汉江水资源的开发利
用，促进了地方经济建设。但就是这样一条被
安康人民称为“母亲河”的汉江，历史上曾发生
过 10次毁灭性的特大洪水。1983年的安康之
殇我们还记忆犹新，这些珍贵的资料，《安康史
话》都做了较为翔实的记载。了解它，有助于我
们科学合理开发利用，让它为陕西人乃至全国
人民造福谋利。

历史不忘后事之师。特别是《下篇·当代安
康经济》，用翔实的数字记录了安康人民历经的
艰难岁月，以及用勤劳的双手建设家园、改造家
园，从而过上美好幸福生活，还附录有计划经济
时期的各种票证，这对当今生活在蜜罐里的年
轻人来说，是很好的历史教科书。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如果你是外地人，不
妨找点时间，选一方幽境，沏一壶香茗，游走在
《安康史话》里，定会爱上安康这片热土；如果你
是地道的安康人，更应拜读《安康史话》，读懂

“安康风情”，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安康人，从中
汲取奋进的力量。 □卢慧君

老骥伏枥志千里
——读《安康史话》

风韵宁神晚愈香
——读王治《减字木兰花》

近读王治先生《减字木兰花·梅》等四首
词，感悟颇深，且催人奋进。先生《减字木兰
花·菊》中写道：

菊开气爽，姿色清高秋独放。花沁芬芳，
风韵宁神晚愈香。

九秋玉立，素装诗句留韵笔。自傲无艰，
千缕飘香满世间。

菊的形象被隐逸文人欣赏看重，主要是
它不随波逐流，偏在秋冬怒放，成片成片的金
黄色把大地烘托得暖融融的，所以“秋高气
爽”有菊的精神元素。

王冶先生提到菊在秋冬“独放”“菊开气
爽”等特色，更写道：“风韵宁神晚愈香”。菊
的外在形象，诸如自由绽放、香气四溢、不惧
风寒等，都源于它的内在品质“风韵宁神”。
难怪从古到今的文人墨客如此喜爱菊花。“晋
陶渊明独爱菊”，古人有登高望远赏菊的习
惯，九月九日重阳节也是赏菊的好日子。

王治先生不是隐士，而是热爱生活的退
休干部，爱菊发自肺腑而形诸笔墨，其诗词
书画，尽情讴歌，且热望它“千缕飘香满世
间”，让菊的精神品质辐射到整个人文世界。

“梅花香自苦寒来”“铁骨傲雪香”是历来文人
赋予梅的特征，王治先生歌颂“清蕊花熏、玉色
冰魂、斗雪贞强，秀质沿今发妙香”。梅赋予
人的精神品质还有“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
没有傲骨”。

至于兰，人们称“唯有兰香则君子”，诗词
书画歌颂了兰的高洁、纯真、清芳、幽香，王治
先生讴歌兰“花内含芳，叶面冰封蕊溢香”，更
联系到人民的反腐斗争，“惩腐长依严策惠”

“廉政光辉华夏名”。
竹的精神品质更是人们经常讴歌的。联

云：“虚心竹有低头叶，傲骨梅无仰面花”。竹
虚心耿直的形象和精神面貌历来的为人们所
赞颂。“未出土时先有节”，以竹之节象征人的
气节。传统文人崇尚竹子的高风亮节，精神

品德，一生守节是为人处世的规范准则，“两
袖清风”“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等词句，都是
从竹的气节阐发出来的人文精神。当代著名
墨竹画家孙杰先生用他的一支画笔把竹的形
象，精神阐发得淋漓尽致。王治先生的诗词
书画也“心仪”着竹子。

纵观王治先生的《减字木兰花·梅兰竹
菊》，无不尽情讴歌这“四君子”的精神品质，
而老诗人的人品、画品、词品也无不是“风韵
宁神晚愈香”的精神写照。

王治先生是诗人、词家、书画家，他以深
情给梅兰竹菊填词《减字木兰花》，似乎还嫌
阐发未尽，更用“汉俳”的形式加以发挥：

汉俳·梅
红梅艳俏王，自古冰心迎暖阳，如今霜

雪香。
汉俳·兰
幽雅招蝶弥，兰心蕙性若蜂迷，芬香吐

艳奇。
汉俳·竹
青竹藏好机，唯有心虚肯首低，高格成

性依。
汉俳·菊
菊敢圣洁先，秋风秋雨笑霜天，傲骨寿

南山。
诗人称梅“冰心迎暖阳”而令霜雪添香；

赞兰幽雅芬芳而招蜂引蝶；评竹高格、虚心，
印证了“虚心竹有低头叶”的联意；誉菊“圣
洁”“傲骨”而笑傲霜天，歌颂它像南山一样永
久屹立在人们的视野。

笔者对“汉俳”尚是外行，王治先生的作
品启发我迅速学习这种诗歌形式，领略诗
词这朵奇葩赋予人们的精神愉悦力量。掩
卷沉思，受益多多。还是让我们再回过头
去，咀嚼王治先生的《减字木兰花》四首和
汉俳四首，体会他“风韵宁神晚愈香”的精
神风貌吧。 □周长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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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我像平常一样在直播间
里卖农产品，不同的是，我的讲述里
有诗词歌赋、天体行星、大江大河、
三餐四季，那天早上，有 10万人停留
在“东方甄选”的直播间里，像一场
梦一样。我相信，让他们留下来的，
是人们对知识的热爱，这是书籍给
我们的馈赠。

直播卖货，是一个高速运转的行
业，几分钟之内就要介绍完一个产
品。而我们却希望在这个快速的行
业里，带来慢节奏的生活理念，给大
家读一首诗、讲一本书、交志同道合
的朋友。后来，我们的直播间常常有
数十万人在线互动，让我在茫茫人海
遇见了很多与我经历相似、性格相
近、三观相同的人，我相信，这是坚持
阅读给我的回应。

我们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容易
获得知识的时代，我们理应比前人掌
握更多的智慧和勇气。在快速变化
的时代中，我们时常感到迷茫、焦虑，
这很正常，而书籍，就是平整精神土
地最好的工具。用《阅读是一座随身
携带的避难所》这个书名来表达我对
阅读的理解，再准确不过，在物质丰
富的时代里，人们往往像抛弃旧家具
一样抛弃严肃阅读，但只有真正阅读
了，你才知道，见证故事中的苦难，会
给予我们热爱生活的能力。

我有一个想法，读书范围应该越
丰富越好。如果只吃自己喜欢的食
物，可能会营养不良，同理，如果只读
自己喜欢的图书，可能会认知偏
狭。我曾经是一个浅薄而痛苦的
人，阅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的
认知和心态。大学时，我开始了广泛阅读，
从严肃文学（如茅盾文学奖、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品）中培养感知力和共情力，看到众
生相；在人物传记类书籍中向榜样学习；从
历史书籍中看历史的兴衰和发展规律，寻找

价值感；在哲学类书籍中思考人生
意义，构建精神栖息地；从科学类书
籍中积累知识，让自己不愚钝、不迷
茫。有一句话说得好：“没有人文的
科学是危险的，没有科学的人文是
愚昧的。”读书同理，需要两方面都
兼顾。书籍不是装饰品，不是吉祥
物，也不是奢侈品，不应放在书架上
落灰。开卷有益，常读常新，我们需
要把新书读旧，也需要把厚书读薄。

我曾前后看过 6 遍《平凡的世
界》，年轻的时候读，只看到苦难，被
文中接踵而至的厄运和打击压得喘
不过气。后来再读，我看到了人生，
明白了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
合，命运不会专门奖励你，但也绝不
会刻意为难你，所有兜兜转转的经
历，背后可能都有一个奖励。后来再
读，我看到了力量，主人公不愿接受
命运的安排或者厄运的审判，他从文
学作品中找到力量面对苦难，从勤奋
的劳动中寻求深度的精神满足，并通
过帮助身边人，来得到精神的救赎。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也自然不会
有白读的书。通过阅读，我获得了生
命的厚重感，获得了精神的力量。书
籍让我们从原来生活的琐碎和偏狭
的视角中抽离出来，跳出自己的“信
息茧房”，用更大的视角和更长的时
间维度去审视生活，听各家之言，取
多种观点，形成自己完整的认知观
念。这样一来，哪怕面对同一件事
情，我们的态度也会有所转变。少些
无知，就不会傲慢；少些偏狭，就不会
荒谬；少些盲从，就不会激愤。先贤
们已经慷慨地把思考全部写在了书

中，我们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翻阅和理解，
书籍是人类智慧的汇总，它给我们关于生命
价值的答案。 □董宇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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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来勤散文集《乡愁扯不断》出版

西安国家版本馆暨中国国家版本馆西安分
馆文济阁，南倚秦岭，北望渭川。

盛世修典兴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是国家版
本资源总库和中华文化种子基因库，将永久保
藏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传承价值的各类版本资
源，是赓续中华文脉、坚定文化自信、展示大国
形象、推进文明对话的新标识。

汉唐气象 展现中国精神
“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作为中国国家版本

馆“一总三分”的分馆之一，西安国家版本馆由
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锦秋领衔设计，依秦岭而建，
以“山水相融、天人合一、汉唐气象、中国精神”
为设计主导思想，总体格局力求方正、大气、典
雅，并利用山峦地势起伏，形成中心对称、园林
交错的建筑景观。

汉代长安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天禄阁、石
渠阁等均为高台建筑，保藏中心作为西安国家
版本馆核心功能区，也延续继承了高台建筑的
形式。在建筑造型方面，保藏中心主阁居中采
用重楼庑殿顶，两侧辅阁采用重楼攒尖顶，以秦
岭山石制作的高台墙面和以现代材料、绿色技
术构筑出的缓坡大挑檐坡顶，将粗犷质朴的肌
理与绿色环保的科技相融合，彰显出陕西在新
时代历史文化发展与科技绿色创新的活力。

拾级而上，踏入保藏中心序厅，一排长 90
米、高20米的四层巨型通顶书墙让人震撼，这里
集中陈放着上万册典籍不同时期的不同版本。
摆放在这些典籍版本前面的，是两尊寓意守护
的天禄麒麟雕塑。这两尊雕塑借鉴了体现汉魏

古风的汉代及南朝麒麟造型，辅之以唐代石兽
的经典造型细节，综合体现了汉之雄浑、唐之华
丽以及新时代之文化奋进。

国家版本馆以守护典籍安全为核心诉求，
选择中国瑞兽天禄麒麟来守护，还有其深远的
文化含义。“天禄阁是中国最早的藏书阁名，汉
代就与图书典籍产生了文化联系，此后，‘天禄’
作为藏书阁名，一直被后世所沿用。”西安国家
版本馆工作人员介绍，麒麟也是我国版本学史
上的重要意象，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
《春秋》成书于麒麟出现在鲁国的那一年，因此
也被称为《麟经》，也就是《麒麟经》。麒麟作为
上古传说中的仁兽，代表敬贤仁正、盛世恢宏的
大国文化气象。

展藏结合 讲述文明故事
什么是版本？简单来说，中华版本包括古今

中外载有中华文明印记的各类版本资源，不仅有
我们传统意义上承载中华民族厚重历史文化的
古籍、青铜器等，还包括有着鲜明时代印记的报
刊、钱币、粮票等，甚至与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的磁带、胶片、影像，乃至健康码的第一行代码，
都属于版本资源。版本的载体不仅有陶石兽骨、
金属竹木，还有虚拟的数字化存储。

版本是记录历史、见证文明的“金种子”。
从时间维度上看，包括中华文明有文字记载以
来产生的古籍和近现代的版本资源；从地域维
度上看，包括港澳台、亚洲乃至全球中华版本资
源；从语言文字维度上看，包括载有中华文明印
记的汉文、少数民族文字、盲文和各种外文版本

资源；从类型维度上看，包括从正式出版物版本
到印刷版本、特殊版本和数字版本。而国家版
本馆就是保藏国家版本资源和中华文化种子基
因库的地方，全面履行着国家版本资源保藏传
承职责。

展藏结合，在西安国家版本馆借阅中心，一
位年轻读者正在使用西安国家版本馆馆藏查询
系统查找《论语》的具体位置，另一位老年读者
正在将纸质版《周易》放在电脑配套的特质放大
器下研读。“借阅中心是完全对外开放的，除了
查询书目、阅读书籍，我们还专门为视障人士配
置了专用电脑、输入板和读书机等，让他们也能
从中华文化中感受到光明的力量。”借阅中心负
责人说，此外，这里还可以为读者提供学术沙
龙、教学研讨等服务，VR体验区还将为读者提
供沉浸式文化体验。

“快看，这是我们学过的《纪念白求恩》的版
本展示，没想到这也在版本收藏范围之内。”在
《赓续文脉 踔厉前行——中华文化经典版本展
（西部篇）》展厅，笔者循着声音，看到几位身穿
校服的同学正在认真学习记录。1743种代表性
展品，包含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徽章牌匾、
钱币邮票和印刷机、发报机、话筒、留声机等。
另外，展览还设置了多组场景雕塑和多媒体互
动模块，使观众在体验中感受中华文化经典。

立足陕西、辐射周边省份及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西安国家版本馆作为“中华版本传世工
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在讲述着版本视角下的
文明故事。 □李洁 张哲浩

知名职工作家、陕西省金融作协副主席
白来勤第三本散文集《乡愁扯不断》，近日由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出版发行。

《乡愁扯不断》收录了作者近年来的散文
精品近百篇，该书从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以
感人的亲情、浓郁的乡情、洋溢的激情、感恩
的真情，从不同侧面描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征途中普通民众的心路历程和情感体验。
反映出新时代乡村巨变的喜人成果和美好愿
景，为读者呈现出一幅多彩的生活画卷，诠释
着作家对生命的敬畏和理解、对生活的热爱
和祝福，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行文风格感染
读者。这部作品是陕西金融作协向党的二十
大献礼的文学精品工程项目之一。

据悉，白来勤系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陕西金融作家协
会副主席、西安市灞桥区作家协会主席，陕
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首批入
选作家。曾出版有诗集《圣像与阳光》、散文
集《墙缝芦苇》《生命礼赞》、长篇小说《雨霖

铃》及社科专著多部。多篇散文入选多个省
市的高考、中考试卷或模拟试卷和教辅资
料、特色教材，曾获“太行山散文奖”“中国金
融文学奖（散文奖）”“青未了金融散文奖”等
文学奖项。 □李铂岩

闲暇时，我放纵思维的野马，常常把目
光瞄向贫瘠而美丽的非洲。我曾沉醉于凯
伦《走出非洲》的精彩叙事，也曾细读过我
的师长郭超人的非洲笔记。也许是灵犀相
通，对那里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愫。

我走进了非洲。
“从空中看非洲，透过水面闪着光的白底

显出惊人的、难以置信的天蓝色，蓝得那么清
澈，那么不可思议，水域像一大片明亮的海蓝
宝石般卧在黄褐色的暗淡土地上。你会看到
很多古老的浅灰色猴面包树，它们似乎根本
不像地球上的植物，而更像多孔的化石和巨
大的箭石；在猴面包树之间，经常可见灰色石
头砌成的房屋、尖塔和水井的废墟。它们是
古代从事象牙和奴隶贸易的阿拉伯商人居住
的小镇遗迹。

那里的房屋大多是煤油桶的铁皮捶平后
搭建而成，锈蚀程度不一，看上去就像珊瑚
礁，或远古的化石，现代文明的精神正离开这

个区域，渐行渐远。土著人听觉敏锐，善于隐
蔽，一旦受惊吓，就会迅速躲进自己的世界，
正如被你突如其来的动作所吓跑的野生动物
一样，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非洲能教
会我们这一点：上帝与魔鬼是一体，是威严而
永恒的共同存在，它们是永存的一体而不是
两体，土著人既不将人混淆不清，也不将神一
分为二。他们对各种不测都安之若素，对各
种意外都视若平常。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就
是他的家，是茅屋中习以为常的黑暗，是他扎
根其中的深坑。面对生活中的任何变化，他都
不动声色。谁也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他
的心思你永远捉摸不透。特别是马赛勇士，有
特殊智慧，胆识过人，他们的脖子肌肉隆起，带
有一种奇特的凶险意味，就像发怒的眼镜蛇和
雄豹，有一种典型的男子气概，坚定不移地忠
于自己的天性，忠于与生俱来的理想。但他
们心灵手巧，有一种独特的能力。”

其实，这是两次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丹
麦作家凯伦·布里森代表作《走出非洲》的部
分段落，她用优美的语言描绘出如诗如画般
的肯尼亚。1914 年至 1931 年，凯伦在肯尼亚
恩贡山麓——这片毫不肥沃也不富饶，却仿
佛是大自然所净化的辽阔大地经营咖啡馆。
骑马、狩猎、行医，从这基点生发开去，饱含
深情记录生活的点点滴滴，描绘大自然的胜
景，非洲乡镇的一组组风情画，将雄奇瑰丽的
景物与多难的人和事融为一体，全面展示那
一片热土上的风情、世情和人情，既忠实又富
有文学性的观察与描摹，再现了非洲这一特
殊环境中的生活面貌，是“描写非洲最好的书
之一”，成为 20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作品之

一。这是一部精彩纷呈、风格独特的散文长
卷，各篇既单独成章，内涵却相统一，构成不
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与安徒生齐名的丹麦

“文学国宝”，海明威、麦卡勒斯推崇备至。
凯伦·布里克森婚后随有贵族头衔的丈夫

去东非，丈夫自由放荡不受拘束花天酒地，不
愿为一地一人困守的个性，使彼此的心灵愈来
愈远。她独自经营咖啡园 18年。因她善良、善
感、热爱大自然，感受到非洲大地独一无二的高
远与荒凉，也和那里的土著们打破隔阂、建立友
情，帮他们战胜疾病、主持正义，独自和仆人一
起穿过非洲荒原，用牛车为一战时的部队供应
战争物资。她曾在马赛勇士的大营地扎营，年
青的勇士涂着战斗文身，手持长矛和大盾，头戴
狮皮头饰。年轻的娘子兵就像发怒的小食肉
兽，打听战争和德国人的消息。她赢得土著人
的友谊，自愿为她组织大型舞会恩贡玛。

她不仅收获了非洲的美景，也与探险人
丹尼斯从相知而至相爱。丹尼斯带她飞往
蓝天，近看野牛群，尽享夕阳月色，还一起
狩猎雄狮……飞越让她看到完全不一样的
世界。那令人惊喜的不断组合与变幻的光
与色，那沐浴着阳光的绿色原野上的彩虹，那
巨大而垂直的云朵，那黑沉沉的狂风暴雨，像
鞭子抽白了天空，无法用语言描绘体验，需要
随着时间的流逝创造出新的字眼。当她生意
失败准备回国时，丹尼斯不幸飞机失事遇难，
她卖掉了自己所有的豪华镜子和各种艺术
品，专程到蒙巴萨的丹尼斯墓地凭吊，只带了
几本丹尼斯留下的书返欧。透过非洲美景我
们还聆听了一阙荡气回肠
的经典爱情恋歌。□银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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