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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民长期在出版界工作，整天
与书打交道，写书话具有得天独厚的
条件，再说他也热衷于写点书话。前
不久，又为读者奉献出这部分为“慈苑
书韵”“说平论凹”“书评书话”“书友情
深”“书生自道”和“书市见闻”等六辑
的著作《新民书话》。

书话，是既古老又年轻的文体。
说古老，是指书话在历史上早就存在，
著名的有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六一
诗话》，南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还有
清代王士禛的《带经堂诗话》，袁枚的
《随园诗话》等，这些虽然不是严格意
义上的书话，却是我国书话文体的开
端。到了近代，影响比较大的有李慈
铭的《越缦堂读书记》和叶德辉的《书
林清话》，书话逐渐规范起来；说年轻，
书话到了现当代才独立成为一种文
体，名著有周作人的《知堂书话》，叶灵
凤的《读书随笔》《北窗读书录》，还有
唐弢的《晦庵书话》等，而黄裳、姜德明
等则是当代书话的大家，孙犁先生的
《书衣文录》把书话写作再次推向新的
阶段。

书话的写作，必须具备三个条件：
一是作者要具有相当深厚的人文素
养；二是要懂得关于书的知识；三是熟
悉和了解书的作者及创作情况——新
民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而且还有一个

“出版人”的身份，这对他写作书话是
非常有利的。所以，写出了这部厚重
且文笔轻灵的书话作品。

新民爱书，喜欢读书，他在《购书》
里说：“我从小爱书，自家的书不足便

借之，借之不足则
购之。”这句话看起

来平淡，其实却是读书人大都经历过
的三个阶段。尤其是在西部边远的乡
村，一般来说，家里都存有几本书，然
而，这远远不能够满足处在如饥似渴
阅读阶段的少年的求知欲，只能借书
和买书。我也有过新民这样的经历，
知道这句话中蕴含着太多太多为了寻
找书的人生故事。爱书，是读书人的
天性，若没有这样的天性，则始终与书
无缘，即是有缘也很快消失。他说，上
街往往是“望商店而却步，见书店而趋
步”，可见，新民与书的缘分确实不浅。

读书，犹如登塔，登得一层，眼界
就宽了一层，一层一层地登，眼界就一
层一层地宽，眼界宽了，想要知道的事
就多了，而要知悉这些事，就得不断地
读书，而“更上一层楼”的兴趣便越来
越大，书也便越读越多，这是读书人永
远不能逃脱的“宿命”。读了这么多
书，也许有用，也许没有用，不过可以
肯定地说，读书人的文化素养便日益
提高，这是确凿无疑的。有了较高的
文化素养，无他，至少为写书话奠定了
基础，不是吗？你看新民，没有较高的
文化素养，他能写出这样漂亮的书话？

新民有幸，大学毕业至今一直在
出版界，这对一个爱书和喜欢读书的
人来说，绝对是个好去处。出版社是

“生产”书的地方，新民由此而掌握了
关于书的系统而规范的知识，别的不
说，至少能鉴别来书好坏，这个好坏，

当然是指书的内容。日常生活在书的
世界里，好的书也就是内容上乘的书，
先睹为快，日子久了，侵染得心灵更美
了，因而，读新民的书话，总觉他涉及
的人和书，都是天底下的值得“话”的
人和书。他笔下的人物，有不少在我
国当代文学史上都曾经叱咤风云，就
是没有叱咤过风云，也能留下令人瞩
目的成绩。书是人写的。新民由此认
识了不少作家或者写书的朋友，知道
了不少这些作家和朋友书后的故事或
者掌故，这对他写书话，增添了许多有
趣的题材，比如，他的《陈彦的创作经
验》《怀念京夫》《乡村的吟唱者—和谷
印象记》等篇什，就写得引人入胜。

写书话，要有明确的价值观和艺
术观，也就是上边所说的能鉴别来书
的好坏，书话家要敢于好处说好，坏处
说坏。新民的书话，其中有不少篇章
是评论文章，例如《怀念海燕老师——
读<青春的备忘>有忆》《行看流水坐
看云——<李浩作品系列>读后感》
《大美秦岭民族魂——<云横秦岭>阅
后记》等，都能抓住书的核心，进行研
究和探讨。他评价著名散文家孔明先
生的《书中最相思》连及作者，情不自
禁地说：“孔明‘他就是一个书生，一个
饱读诗书的书生，一个有情有爱的可
爱的书生’”——这话说得真确，孔明
也是我敬重的朋友，多年交往，印证了
新民所言不虚。

收到新民快递来的这部书，在微
信上我发给他这样一句话“你复活了
陕西的书话文体”——这句话不是随
便一说，而是经过认真思考的。现在，
专门从事书话写作的作家不多，新民
这部著作可称之为“空谷足音”，自然
有其价值和意义。

再说点题外话，我国文学史上，有
专门的小说史、散文史、诗歌史和戏剧
史，而没有专门的书话史。这是因为
书话的总量没有其他文体大和多，要
写书话史材料不足。但是书话并非没
有专门写史的价值。从古到今，书话
虽然不属于主流文学，却是独有其思
想和艺术价值的文体，除过专门的书
话作家的著作而外，几乎所有作家都
参与了这个文体的写作，留下了大量
值得甄别和整理的文本，如果能做这
样的工作，我想，就书话写一部专门
史，是很有必要的，也是很好的文学研
究的“补缺”工作。之所以说这样的
话，是希望有人能下苦功夫，来做这样
的事情。 □柏峰

空 谷 听 足 音

书人书事

新书推荐

序与跋

“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杨小
平先生厚积薄发，即将结集出版的 20
余万字的最新文集《城投情》，我很高
兴作为第一读者先睹为快。读完这本
《城投情》，几次提笔却又几次搁笔，是
因为允诺这篇代后记拿不出手。

晚晴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曾国藩
先生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件事，一者
进德之事，一者修业之事。”此言将

“耕”“读”完美结合和演绎。这本 30
余万字的《城投情》即将付梓，愚以为
先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功名利禄，而
是真正做到了修身齐家、言传身教。
愚以为，这是先生将“立性命”与“立高
德”完美结合，也是他作为一个公民所
能尽的一份责任。让我尤为欣赏的是
作者履职两年所形成的文章，不仅能
让城投人借鉴好经验、好做法，为城投
事业发挥助手作用，也代表城投人对
家国情怀和城投文化的传承。

散文是一门真诚的艺术，须说真
话，抒真情，容不得一丝一毫虚伪。书

中的《一个文具盒》令我印象深刻，文
具盒虽小，承载了无尽的母爱，父母就
是我们心底那一汪清泉。这篇文章直
抒胸臆，不借助任何手段，坦率真挚、
朴质诚恳地倾吐自己思想感情，足以
感染读者，引起共鸣。

《下井》一节文辞优美，感情真挚，
这应该是先生对故乡的一段难以忘怀
的回忆。或许，像先生表叔一样的煤
矿人，把一生都奉献给了黑色，一生只
是做着最平凡的工作。先生以少年眼
中的表叔入题，写出了那个年代亲戚
邻居帮衬渡难的亲情，写出了那个年
代生产安全的落后，写出了饱含国情
乡情的无奈人生世故，进而又以负责
安全工作领导井下见闻的视觉，写出
了井下生产安全的进步，写出了后来
的安全担当，写出了时代变迁……

彬州大佛寺是古丝绸之路上一颗
璀璨的明珠，申遗成功，意义深远，它
不仅浓墨重彩地再次书写和描绘了这
一奇观，更重要的是让这一文化瑰宝

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申遗》这篇最让
我感动的是先生在保护、传承和发扬
历史文化而付出巨大艰辛的努力。

一瞬间的感动或许影响一生，先
生的文章颇富情意，无论是亲情、友
情、爱情、乡情，在字里行间闪现跃动。

《岁月留痕》这个专辑展现了一幅
幅充满真情的照片，记录了先生工作
和生活中感人的点点滴滴，不仅记载
着他的成长历程，刻着先生的感情寄
托和精神印迹，也承载着他们全家人
的汗水、心血、情感与梦想。

城投，是城市建设的主力军。先
生揣着激情、带着信心走上新的岗
位。两年来，在繁忙的工作岗位上，先
生饱含城投人的激情与豪迈，每一篇
报告无不传递着他对城投的挚爱，也
将“传承”二字展现得淋漓尽致！

《城投情》洋洋洒洒 30多万字，是
他在新岗位上勇于担当、履职尽责的
成果，拳拳赤子心，涓涓城投情。通读
全书，足以看出工作中的他事先调研

走访，事中安排部署，事后总结归纳的
工作作风和做人做事的魅力。这本
《城投情》承载着先生炙热的家国情
怀，使人读得激情满怀，更读得让人自
我反思。

读罢先生的书稿，又浏览了之前
出版的《财政文萃》《心语拾零》，掩卷
沉思。我偏执地认为，“触动人心的真
诚书写”应该是先生业余创作的方向，
不妨再回头品读他的创作中一系列真
情醇厚的散文。与其说是亲情和乡情
的心灵感触，毋宁说是生命的自觉、家
教的传承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
文理想，更是桑梓情切的真诚与情怀，
才有了温暖人心的热度。

愿先生继续写下去，作为他的忠
实读者，也会继续读下去。

雅多了，俗少了，精神文明就丰富
了，岂不好哉！

姑妄言之，恕我
饶舌。（本文有删节）

□魏锋

——读杨小平先生《城投情》札记

崇尚耕读传家

贾平凹在最新作品《秦岭记》中
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说秦岭山脉中有
个山峰叫拔仙峰，站在峰顶上能体会
到“山深如海”的感觉。拔仙峰上建
有一个道观，是道教上清灵宝天尊的
道坛，每年来这里的香客络绎不绝。
都说这儿的签非常灵验，于是吸引着
各级领导在镇上检查工作之余，让当
地官员带着上山抽签算命。

有一次，县上一位领导夫人到峰
上求签，抽的是下下签，领导夫人当

时就满脸不悦。陪同她一起来的镇
长也十分尴尬，便把道士叫过去责
问，道士说签是天意，镇长说签不是
你做的？从此，再有镇长陪同领导来
峰上抽签，抽的都是上上签，这样一
来，皆大欢喜。

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也很荒
唐，但绝对没有人会怀疑现实生活中
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如果把《秦岭
记》整本书读完，你会发现书中还有
更多有趣、荒诞，甚至诡秘神叨、疑神

疑鬼的故事。其实，读者没必要刨根
问底、考究出处、求证真伪，毕竟这是
一部笔记小说，文学作品来源于现
实，也一定会超越现实。

在书中，作者把自己对历史的认
知、时代的感悟、人生的体验，通过
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灵动
的文字功底，融入秦岭山山水水、一
草一木、万物生灵之中，最终体现到
这里的人和事上。整部书虚虚实实，
实实虚虚，无论章法，莫讲规矩，全

凭读者自己去领悟。读懂了，会心一
笑，似乎读出了佛家、道学的味道；
读不懂了，强颜欢笑也行，反正全书
五十多篇形形色色的故事，总有打动
你、让你喜欢看的。总之，读书开心
就好。

秦岭是华夏的一条“龙脉”，无论
从地理、历史还是文化上讲，无疑都
是。“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书
中，作者贾平凹这句话写得真到位！

□孙鹏

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读贾平凹长篇笔记小说《秦岭记》有感

历时七年，九易其稿，历经种种磨难，作
家辛娟一心啃定这个“硬骨头”，《一代名流张
子宜》终于面世。我认真读了这部作品，之所
以要认真读，主要基于几个原因：一是对中国
现代慈善业先行者张子宜的敬仰；二是对女
作家辛娟这种写作精神的敬佩；三是我工作
生活在秦岭终南山 20年，几乎每天要经过太
乙宫，而张子宜 1939 年修建的孤儿院（现西
安市第二社会福利院）就在此，我进去过几
次，里面环境优美，其乐融融。

“一代名流”张子宜先生名典尧，字子宜
（意为以尧舜为典范，以孔子为仪表，避末代
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讳改仪为宜，即子宜），后
以字行世。一生致力于慈善事业，历经坎坷、
九死一生，他是辛亥革命先驱、陕西慈善第一
人、抗日英雄。兼具革命家、慈善家、教育家、
金融家、实业家于一身，他一生信奉关学，以
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己任，救民于水火之
中；他受西方民主、平等、自由、博爱思想影
响，提倡发展民族工业，教育救国，实业救国，
兴办实业学堂，创办精业股份有限公司和民
生市场；他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设想通过
三民主义的实施能够“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
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进而实现国富
民强、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样一个复杂
的人物，要写出来谈何容易？况且历史文字
资料和口述历史资料极少，就是在这样的情
况下，作家辛娟被张子宜大公无私的奉献精
神所感动，用一腔情怀，克服种种困难，最终
完成了这部优秀的作品。

《一代名流张子宜》算是一部人物传记，
属于报告文学，人物张子宜涉及“重大历史题
材”，首先就需要作者掌握真实的一手历史资
料。作家辛娟，一次次克服重重困难和身体
不适，在浩如烟海的清朝、民国等公文和历史
资料中仔细辨认，唯恐遗漏；在省图书馆昏黄
的十五瓦灯泡下，戴着手套，小心翼翼地查阅
尘封了几十年的历史资料。由于牵扯人物多
达 300 余人，后又在西安市档案馆查阅资
料。先后查阅资料长达 2 年多，又采访张子
宜的曾孙张和平以及孤儿院尚还健在的学生
……最后发现可用的资料少之又少，还需要
继续查找。报告文学最忌命题作文和资料堆

积，没有人给辛娟“命题”，缘于她对张子宜的精神所敬仰，主动去写，求实创
新；资料太少，堆积更谈不上。真实性是报告文学的第一特点，辛娟深知这一
要义，想尽一切办法搜寻关于张子宜的各种资料，不断梳理，纵横比较，取舍得
当，探幽发微，精准表达，在大时代复杂的背景之下，紧抓“兴办教育”“慈善事
业”“实业救国”“爱国情怀”等几个主要人生阶段，探求张子宜的成长之路，精
神之源。“尾声”“张子宜年谱”“张子宜身后发生的大事件”这些内容，可以看出
作家写作严谨，也给读者提供了更广阔的阅读空间。

“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题材一旦选定，那就需要作者静心写作，在保证时
间、人物、事件等真实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以自己长期以来积淀
下来的丰富写作经验和对社会、人物的审美、判断，去对人物日常的生活进行
文学艺术化的细节处理，彰显报告文学的思想性和文学性，是一个作家综合实
力的体现。当下，动不动就要宏大叙事，重大选材，“全景式”“全记录”“大扫
描”……其实，要根据选材因事因人而异，一叶知秋，滴水藏海，从小处见精神，
从细处看人品，张子宜就是一个典型，慈善大家的典型。“少年时代”和“生病期
间”张子宜的经历，作家辛娟进行了一些大胆的想象，文学性的语言情味，让张
子宜这一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还有“张子宜和于右任之间的深厚友谊”中的对
话，太乙宫、终南山的历史文化叙述，以及民国十八年（1929年）陕西遭遇年谨
作者的诗句《年谨》等，让平实的文字更加生动，更富有深情和道义。

读完《一代名流张子宜》，我思索良久。纵观他的一生，波澜壮阔，绚丽多
彩，也是历经坎坷，事有所成。我觉得他最让我感动的就是无私奉献的精神，
用实业来做慈善，让慈善事业不至于仅靠政府拨款和社会捐赠，实现良性循
环，称之为“慈善大家”名副其实；这对当下也有学习借鉴意义，扶贫攻坚、乡村
振兴，共同致富，奔向小康，需要政府宏观支持，更需要每个人的无私奉献，自
力更生，奋斗不息！在积贫积弱的年代，百姓生活水深火热，政府无暇顾及这
些流离失所的孤儿；唯张子宜心系平民，缩衣节食，不吸烟，不请客，不惜一切
创建西安孤儿教养院，为此倾注毕生精力。为了专心致志地办好这项社会慈
善事业，他一生不置私产，孩子自幼即语之曰：“积金遗于子孙，子孙未必能守；
积书于子孙，子孙未必能读；不如积德于冥冥之中，以为子孙长久之计。”一位
参观过孤儿院的人士写道：“太乙新天地，孤儿迁新居。翠华如画屏，太乙泛涟
漪。晨曦闻鸡声，书声朗朗起。男童学工艺，女儿掌织机。工读两并进，不愁
食和衣。待到壮年时，我为国效力。若问领路人，慈父张子宜。”当年曾多次参
观过孤儿院的李文斌先生，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描述到：“太乙宫的育幼院，四面
筑有围墙，乍看酷似一座庄园，入内则别有天地。办公室、学校、宿舍、食堂、布
鞋厂、皮件厂、产品陈列室，豆腐坊等等，排列有序，给人以舒服之感。被人们
遗弃的孩子，竟然生活在这样优美的环境中，局外人士实在难想象！”张子宜对
孤儿们讲：“生在苦难之中，而知国家民族同胞困苦的人，是最有价值的人，唯
有愈困苦愈奋斗，立志奉献，爱护国家，救助同胞的人，才是有出息有希望的
人，长大以后要努力图报社会，我们应艰苦抗战，以求复兴国家，应尽到国民之
责任，要有义务之观念。”

一个优秀的作家，就要继承优良传统，聚焦新时代，反映现实生活，抒发人
民心声，传播正能量。

老实说，我生在关中，长在关中，对生于关中兴平的张子宜比较陌生。通
过《一代名流张子宜》，全面、深入了解到这位乡党的伟大，他坚毅勇敢、无私无
畏的高尚品德和博爱奉献的精神情怀，需要我们这个时代去弘扬；我觉得，这
也是这部作品的现实意义。感谢作家辛娟的辛苦付出。张子宜在民族危亡的
关键时期，选择了投身革命，选择了爱国抗日，选择了慈善事业，为弱势群体穷
尽终生，并作出了卓越贡献。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种大爱，一种无私奉献的精
神，他是中国现代慈善公益事业的先行者。张子宜的传奇一生，以及他在慈善
公益领域和他所处的时代作出的卓越贡献，书写了爱民爱国精神的壮丽史
诗！于右任先生曾说过，民国时陕西有三位受社会称赞的人，一是水利专家李
仪祉，二是报人张季鸾，三是慈善家张子宜。其影响力之大，由此可见张子宜
先生是多么值得敬仰和歌颂的人。不仅值得书写，更值得去弘扬。 □杨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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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有一个调查问卷，既然所有
的生命最终都将走向死亡，那活着的
意义是什么？如果硬要我给出一个答
案，心中最原始的答案就是，活着就是
从开始到结束的一段行程，这段行程
的最大业绩就是好好活着，活好一点。

怎么就算活好一点？是时下流行
对财富权力拥有的渴望，还是灵魂精
神收获的丰盈？当拿到著名作家、评
论家、编辑阎纲先生最新著作《我还活
着》时，我试图在这本书里找到答案。

《我还活着》是先生在九十岁高龄
时推出的作品，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回
顾了七十六年来的写作生涯和人生遭
逢。当我看到这书名时，有点不解其
意，“我还活着”——用不同的语气和
心境表达出来意思就大相径庭。直到
拿到书，看到“我活着，我作证”，这才
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先生身居文学殿堂顶端，一生以
文学为伴侣，不管为人为文，都是一座
山、是标杆。他要在有生之年，为我
们、为文学、为自己，为文学大军中的

后生晚辈，说说掏心窝子的话，作一次
证。一本书先生押上了一生。

2019年先生离开北京，回到了家
乡礼泉，回报家乡。先生鲐背之年病
魔缠身，依然笔耕不辍，关注基层作
家，为文学事业殚精竭虑，对文学的未
来忧心忡忡。

先生书中读到了他和许多功成名
就的顶流作家们的故事，以及对作家
和作品的评论。他评价蒋子龙对我国
工业题材的文学创作是“文起当代之
衰”。他评价高建群是当代中国重要
的小说家，形成了独特的“高建群现
象”。他评价柳青穿布衣、吃粗粮，哮
喘着，把精品捧给人民。评论《创业
史》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对如今有人
提出的“过时论”和“刻意拔高”的说法
作了回应，理性公允客观。

先生对陕西文坛两部里程碑式的
作品《创业史》和《白鹿原》给予了极高
评价，认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创
作的两座巅峰、两部被称为史诗性质
的经典。《白鹿原》继承《创业史》，又超

越《创业史》。对于《平凡的世界》，先
生同样给予了高度赞扬。路遥曾对先
生亲口说过，他有很多故事，写出来每
一个都比《平凡的世界》精彩。痛惜！
路遥英年早逝，文坛损失了一位悍将。

如何正确客观地评价和看待一部
作品？除了基本的文学素养之外，还
要看到作品以外的东西，看到文学属
性之外的社会属性。先生书中大篇幅
的文学评论类文字，令我受益匪浅。

说来惭愧，要不是看《我还活着》
真不知道喜欢了多少年，看了多少年
的《小说选刊》，先生曾是编辑、是功
臣、是元老。为人做嫁衣是编辑的职
业特性，也是宿命。先生说，自己甘愿
老死在编辑岗位，替别人做嫁衣裳，决
心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世有伯乐，然
后有千里马。有先生这样的编辑是文
学之幸，作家之幸。

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文学艺术
不会也不能厚此薄彼，只是不同的创
作者经历不同，环境不同，这就有了
不同的创作范围，不同的作品。先生

在《我还活着》中收录的散文作品几
乎都是以“人”为载体的。“人”又大致
分为两类，文学艺术类和身边人、亲
人等平凡的人。先生文笔生动，幽默
风趣，人物个性鲜明有特色，好像在
读一篇小说，非得一口气读完才解
馋。又或者催人泪下，情真意切。读
《美丽的夭忘：女儿病中的日日夜夜》
时，被父女挚爱情深，被阎荷的坚强，
被亲人们的关心和帮助感动，泪如泉
涌。当先生写到为了女儿的病，甘当
试验品，偷偷摸摸喝了近乎一年尿的
时候，我再也读不下去了，这是多么
伟大的父爱。我想如果真有那么一
天，每个为人父母者都会这么做的。

“九九八十一难，一难一难折磨着我
的女儿。”这种痛，只有失去亲人，经
历过生离死别的人才能感同身受。
世上悲欣，相同相通。

我们和先生一起作证，好好活着，
还有文学，还有悲悯与爱、真与善、勇
敢和热情、幸福与快乐，希望与梦想。
人间值得，大爱无疆！ □王尊让

——阎纲《我还活着》读后感

我们一起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