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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现实生活 充满故乡情恋

序与跋

——尹跃翔诗集《情歌飞花》序
尹跃翔从20世纪70年

代初开始写诗，他的诗歌涉
及题材广泛。在消费社会的现实语境中，诗人
应该坚守诗意的精神家园，感悟人生，咀嚼生
活，讴歌美梦，反映当代生存状态和命运变迁
的深刻体验。尹跃翔的这部诗集，有几个鲜
明特点。

对故乡的讴歌和忧虑。在跃翔的诗歌中，他
生长的故乡和工作的故乡，一样美丽多姿，让人
充满思念和乡愁。淳化故乡的松林、直道、排排
窑洞、层层果林……无不让人魂牵梦绕。三原城
隍庙、泡泡油糕、金线油塔，书法之乡的文化积
淀、秦腔正宗的悲怆雄浑……无不让人感奋雄
起。在《我想你了，淳化》和《三原小街》两首诗
中，将作者对故乡的挚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由于城市化进程，如诗如画的美好农村，有
可能变得空旷和落寞，诗人的内心深处不无担
忧。在《守不住的村庄》中，诗人叹息：“村庄留
守人员渐渐老化/守住村庄的时间还能持续多
久？”诗人对故乡明天的凝望和忧虑溢于言表。

对生活的解剖与批判。百姓的生存状态，
充满了酸甜苦辣咸。跃翔在《不想过年》中，揭
开了厚厚帷幕的一角“每年过年回去/母亲总要
给我烤红芋吃……啃着热腾腾的红芋/幸福的
泪水掉进了心窝/顿时胃病就好了一半/却又产
生新的胃酸”。当年的日子，重现眼前；母亲的
关爱，令人心酸！

外出打工的小伙姑娘，和故乡梁上的燕子
一样。诗人深情地诉说：“燕子/你不论飞到天
涯海角/……我的心都伴随着你的心……”对心
上姑娘的祝愿、期盼，让人动容。

对时代的赞美及期盼。跃翔的诗歌紧贴时
代，处处流露出炽烈的家国情怀。在《心声》中：

“我站在云头/望着故乡的嵯峨山/……望着南
飞的大雁/让大雁飞到海边/别忘了给我喊一
声/儿子呀！祖国的大好河山寸土不能让/爹娘
的决心像嵯峨山的石头一样坚硬”。

改革开放的大潮，席卷神州大地。美丽的
家乡，也《融入春天》：“春雨悠悠地下/春风轻轻
地吹/……离冬天远了/父亲带着湿漉漉的爱/
融入了花园菜园果园/……爷爷的庄园/又多几
颗初生的小草”。

诗歌的最高境界，应是意念与想象结合的
腾飞和遨游，从而形成一种激情的爆发力，给人
的心灵留下强烈的震颤和社会的哲思。以这个
标准要求，尹跃翔的创作与诗歌，还存在一些值
得探讨的问题。

一是少数诗句锤炼不足。有些诗句明显拖
沓，就是在大家公认比较优秀的诗篇《致大树》
中，也有个别句子有这样的问题。

二是标点符号时有时无。在近几十年的现
代诗歌创作中，无标点、无韵律，也成为当代诗
歌创作的时尚与通病。特别是无韵诗歌，不知
和散文有何不同。尹跃翔在诗歌创作中，也未
能免俗。

三是学习还需幻化创新。有几首诗歌，作
者在学习过程中，尚未完全融化吸纳，如大家一
致好评的《年轻的朋友，我问你》《读余光中的
〈乡愁〉》和《我们》，都有类似的缺憾。

尹跃翔从开始写诗就深深懂得“生活是文
学艺术的唯一源泉”，他在诗歌中就有这样明确
的认知。而今已于知天命之年尹跃翔，虽然创
作出不少大家赞誉的优秀诗篇，有的还获过奖，
但是，绝不能浅尝辄止。

希望跃翔在今后以新的创意构思、题材内容
和艺术表达，创作出更多新诗篇。 □吴树民

荐 读 初次看到罗振宇这本
《阅读的方法》，想必很多人

要先入为主，以为这又是一本手把手教人如何
阅读的书，真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

这本《阅读的方法》既没讲关于热爱读书的
大道理，也没讲关于怎样读书的新方法，它的目
的只有一个：让读者愿意拿起书来，开始读。

尽管通过阅读此书，读者也不一定能找到任
何关于阅读的具体方法，可需要指出的是，只要
认真去读、悉心品味，意外所获甚至远胜于种种
具体的阅读方法。

《阅读的方法》可以改变读者面对一本书时
的态度。罗振宇说，人们在面对书时有两条路
可选，其一，是对书负责，也就是高效率地把一
本书“吃干榨净”；其二，则是对自己负责，让自
己乐于阅读。只顾对书负责，而不管人的感受，
势必得不偿失。读书时若是对自己负责，就是
一个段落不喜欢，就跳过去；一本书不喜欢，就
换一本。长久以来，许多人在不知不觉中早已形
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对于一本书，但凡不逐字逐
句地读完，似乎就不算是认真读书。既然如此，
不妨像罗振宇所说的“对自己负责”，这样才能读
出效率，读出乐趣，读出对自我心性的增进。

《阅读的方法》可以为读者阅读时提供思考
的遵循。全书共四部分二十四章，分别为“强劲
的大脑”“遥远的地方”“奇妙的创新”“极致的体
验”，从内、外、新、旧四个方向带领读者向相关
书中探寻。通过阅读每一部分、每一章节的文
字，能够感受到罗振宇的阅读是将种种书籍打
通了来读，是将书内知识与书外实践结合起来

审视的，这其中时时可见其阅读思考后的灵光
乍现。比如，“风物”一节中谈到阅读之于游历
的助益，罗振宇提到，走进开封的大相国寺，读
书人可以想起李清照与赵明诚品鉴古玩，想起
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想起信陵君、吴道子，想起
从欧阳修到苏东坡等一众文人……可见，思考
之与读书，贯穿于书内书外，体现在时时处处，
多读之后，只要有意识地去联想、去探究，总能
有所收获、不乏其趣。

《阅读的方法》还可以说是一次爱书人的
“小书展”。书中不仅依序提到了诸多罗振宇阅
读过的好书，列示了最能触动他的一些事例、人
物、提法、观点等等，罗振宇还颇为用心地展示
出曾经打动过他的书中精彩片段。除此之外，
每一章节之后，还进一步列出了拓展阅读书单，
读者扫码即可限时免费阅读。这样，无疑为那
些喜欢阅读的有心者重又打开了一扇扇阅读之
门，借此不断寻幽探胜，从而把阅读打造成一场
动人的“无限游戏”。 □周慧虹

对自己负责的阅读

任溶溶（1923 年—2022 年）：著名翻译家、儿

童文学作家，童话代表作有《没头脑和不高兴》

《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曾先后获宋庆龄儿童

文学奖特殊贡献奖、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

奖、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奖项。

近日，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和万邦书店共同
举办的“寻找唐诗现场——在唐诗故乡品读唐
诗”读书分享活动在万邦书店中大国际店举
行。活动围绕陕西人民出版社最新出版的《唐
诗陕西》（系列五种）和《历代关中诗歌辑注》（上
中下三册）两套图书，邀请这两套书的选注者杨
乾坤、刘锋焘两位老师，以唐诗与长安为中心，
从唐诗与唐代历史、唐代诗人与长安、唐诗与长
安名胜、唐诗注释等话题为主线，展开精彩的对
谈，令在场读者耳目一新。

《唐诗陕西》的编选者杨乾坤是一位学者型
作家，他潜心研究唐诗数十年，对这套书中的每
一首唐诗都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和考证。他认
为，诗歌在记录历史、反思历史等方面有重要意
义，许多唐诗都可以和唐代史料相互印证，或补
史之不足。唐代三百年大大小小的历史事件，
几乎都可以在唐诗中找到蛛丝马迹。对于一些
唐诗选本中的注解错误，他通过翔实考证，提出
了独特的见解。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西
安唐诗文化研究院院长刘锋焘，介绍了自己研
究陕西古代诗歌的历程和《历代关中诗歌辑注》
一书的编写概貌，指出陕西有着悠久的诗歌传

统和辉煌的诗歌成就，陕西、关中地区在《诗
经》、唐诗里举足轻重，不可替代，值得全面挖掘
和深入研究。这套《历代关中诗歌辑注》，正是
学者们的积极尝试和研究成果。

最后，两位老师还分别选取了自己喜欢的
唐诗进行讲解，并就读者关心的孩子究竟要不
要背唐诗、应该怎样学唐诗等现实问题进行
了解答。

两套书各有千秋。《唐诗陕西》系列包括
《大唐三百年》《京城长安》《天府关中》《秦岭风
情》《人文纵横》五种，共精选 800余首与陕西
有关的唐诗佳作，分别从唐代历史、唐都长安
等五个角度横向展现唐代陕西的历史脉络、地
域风物与人文气象，史诗互证，重现唐代陕西
的雄风美誉。《历代关中诗歌辑注》则以关中地
区为中心，在纵向上跨度两千余年，从《诗经》
时代到唐诗宋词兴盛时期，再到明清两代，对
关中地面出现的诗歌做了一次详尽的梳理和归
拢。这两套图书的奇妙交集，正是本次活动的
核心话题——唐诗与长安。在古都长安找寻

“唐诗现场”、品读经典唐诗，不仅是一种穿越时
空、和古人对话的文学回眸，更是一种诗歌与人
文的精神体验。 □王彦龙

在唐诗故乡品读唐诗

我钟爱的兵工英模人物传记

《企业管理运行之道》出版发行

他是童话形象“没头脑”和“不高兴”
之父；他翻译的《夏洛的网》《安徒生童
话全集》等世界儿童文学经典，总字数逾
千万字……

9月 22日凌晨，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
作家任溶溶在睡梦中逝世，享年 100岁。

任溶溶曾说：“我做过的工作很多，但
主要是儿童文学工作。这个工作太有意思
了，万一我返老还童，再活一次，我还是想
做这个工作。”

“写作是我最爱做的事”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1923年出生于上

海，1945年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以前，每次
被问到何时开始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他
总说“只要晓得我女儿的年纪就好了”。

在女儿出生那年，任溶溶开始创作儿
童文学，顺手“借来”女儿的名字作为笔名，
以至于“很多小读者给我来信，开头就是

‘亲爱的任溶溶大姐姐’”。渐渐地，“任溶
溶”成了他和女儿共有的名字。任溶溶的
心里好像住着一个大孩子，这份童心伴随
他一生，成为翻译和创作儿童文学取之不
尽的灵感来源。

他曾在耄耋之年回忆：“写作是我最爱
做的事。”他翻译的许多作品给小朋友带来
快乐，也给中国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

“天生就是做儿童文学这一行的”
长期翻译儿童文学作品，对任溶溶来

说也是学习的过程。
他在《我叫任溶溶，我又不叫任溶溶》

一文中写道：“我一直翻译人家的东西，有
时感到很不满足，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有
时一面翻译，一面还对原作有意见，心想，
要是让我写，我一定换一种写法，保管孩子
们更喜欢。”

于是，他用小本子记下生活中的故事
并尝试自己创作，创作了《我的哥哥聪明透
顶》《爸爸的老师》等一批儿童诗。

1956年，任溶溶发表童话《没头脑和不
高兴》。丢三落四的“没头脑”，别别扭扭的

“不高兴”，两个诙谐幽默的经典儿童文学形
象后来被搬上银幕，陪伴了几代孩子的成长。

谈及创作过程，任溶溶曾回忆道：“当
时距离截稿时间只有两个小时，所以不快
也不行，半个小时就写了 5000多字。”任溶
溶曾说，他自己就是个“没头脑”。不过，他
可不是“不高兴”，而是个“大快活”，感觉自
己“天生就是做儿童文学这一行的”。

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回忆，任老在生
活中非常有趣，是个乐天派，既受人尊敬，
又非常受欢迎，“他的百岁人生，为孩子们
打开了一扇门，新鲜、灵动、跳脱的想象力
扑面而来”。

“我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
快乐”

任溶溶是作家，也是儿童文学翻译家，

通晓多国语言文字，翻译了大量英语、俄
语、日语、意大利语等语种的儿童文学作
品。“一张纸、一支笔、一把椅子和一张桌
子，一页一页‘爬格子’。”这是亲人眼中任
溶溶的日常。他就像黄牛一样，在儿童文
学这块土地上一辈子笔耕不辍。

《安徒生童话全集》《夏洛的网》《柳林
风声》《木偶奇遇记》等儿童文学经典，经由
任溶溶的翻译，在几代读者中广为流传。

翻译完《夏洛的网》，任溶溶已经 80岁
了。在安徒生诞辰 200周年之际，任溶溶
翻译的最新版本的《安徒生童话全集》获得
丹麦官方授权。这套《安徒生童话全集》字
数近百万，难以想象一位耄耋老人是怎样
完成如此巨大的工作量。

2021年，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了 20卷
本《任溶溶译文集》，成为任溶溶译著最大
规模的一次汇集和出版。“整整一大箱，真
正的‘著作等身’。”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
史领空感慨，“翻译是一项寂寞的工作，如
果不是热爱，怎么可能坚持一辈子。”

任溶溶曾说：“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
写书。”在《没头脑和不高兴》单行本出版时，
任溶溶曾写下一段话。他对小读者说：“我
只有一个希望，就是它能给你一点快乐。”

□曹玲娟

“我一辈子就是为孩子们写书”
著名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

在我简朴而丰盈的书柜中，有经济方面
著名作家的小说、散文集和报告文学等著
作。然而，可能因为自己在兵工行业工作，
身为兵工人，书柜中还珍藏着许多书写人民
兵工光辉历程的著作，而这其中最钟爱的是
兵工英雄模范人物吴运铎的自传体小说《把
一切献给党》和我国三代坦克总设计师祝榆
生传记《祝榆生 誓将一生献给党》。

吴运铎是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兵工事业
开拓者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革命根
据地兵工事业的开拓者，周恩来总理誉他为
中国的“保尔·柯察金”。1951年，吴运铎获
全国“特等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9年，吴
运铎当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
献的英雄模范人物”；2019年，吴运铎获誉

“最美奋斗者”称号。
吴运铎是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20

世纪50年代初，工人出版社策划出版一批革
命先烈和英雄人物传记，吴运铎创作的自传
体小说《把一切献给党》，由编辑家何家栋组

织出版，很快发行了数百万册。自此，吴运
铎的英雄事迹、高尚精神影响了共和国几代
人的成长。

《把一切献给党》真实再现了吴运铎由
一名煤矿工人，在党的教育和领导下，成长
为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兵工事业奉献所
有、对自己严格要求的兵工泰斗人物的历
程。特别是对吴运铎为了前线需要，冒着生
命危险，突击紧急任务，研制武器弹药，三负
重伤，甚至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做了浓墨重
彩地描述，使人每每读到，都潸然泪下，深受
感动和影响。

被誉为“独臂英雄”“用特殊材料制成的
人”的人民兵工英雄模范人物祝榆生，在不到
20岁时，就怀着抗日报国的一腔热血加入了
当时的八路军，是久经沙场的“老兵”，是杰出
的军事教育模范，是锻造“国之重器”的总设
计师。祝榆生在年轻时为研制武器痛失右
臂，又在66岁时深孚众望，华发出征，担任了
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他独臂为国铸剑的身

影，宛若一座丰碑，成为穿越时代的精神坐
标，成为人民兵工红色记忆的珍贵一页。

为了弘扬传承祝榆生忠诚于党、勇攀高
峰、身残志坚、淡泊名利的优秀品质和崇高
精神，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组织编写出版祝榆
生传记《祝榆生 誓将一生献给党》。2019年
10月出版发行，以丰富的资料、珍贵的图片
和编写团队的妙笔，多角度、多层面展现了
一位永攀高峰、敢于创新的优秀共产党人的
光辉形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祝榆生
作为我国三代坦克的总设计师，历经15个春
秋，完成了主战坦克研制任务，实现了我国
主战坦克由仿研到自主研发的历史性跨越，
让我国主战坦克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把一切献给党》和《祝榆生 誓将一生
献给党》等反映兵工英模人物的传记著作，
不仅仅是才子书，也应该是兵工行业内外
人的枕边书和案头书。读了这些书，不仅
能了解兵工行业，还会敬重质朴而光荣的
兵工人。 □付海贤

一直觉得汉字蕴含艺术美，读书更是
一件美不胜收的事情，直到我读到杨绛先
生思念亡夫和爱女的《我们仨》，才明白了，
人活着就像本书一样傲然于世。在坎坷多
难的人生道路中，要保持知足常乐、淡泊明
志、宁静致远、成其自然的心态，潜心一志
做好当下事，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然专心
治学，既能融入繁华也能享受独处，把平淡
乏味的日子过得丰盈，把生命活出本色，遇
见更美好的自己。

杨老的作品我读过一些，最近读到了
她的《我们仨》，人到中年读后感受颇深。
书中事无巨细地记载了她与爱人钱钟书、
爱女钱瑗走过 60 年的幸福时光。她们一
家三口都与文字结缘，与书香为伴，书籍是
她们风雨中最忠诚的伙伴，也是漫长岁月
里最幸福的挚友。

杨老生于乱世，心中却有一份与世无
争的宁静，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处在国
家和民族的动荡岁月，无论是在新中国成
立前战火纷飞的年代，还是成立后历次政
治运动中，她都以难以想象的坚忍和平
和，富有尊严地吞饮着暴风骤雨般的苦
难，饱经沧桑和磨难，但她却始终能化戾
气为祥和。

1969 年，杨老和钱老被下放至干校，

杨老被安排种菜。她白天看管菜园，利用
这个时间，坐在小马扎上，用膝盖当写字
台，看书或写东西。在此期间，杨老不仅
辅佐钱老写出了宏大精深的传世之作《管
锥篇》，自己也自学西班牙语，历尽周折，
完成了译著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八卷本
《堂吉诃德》，这套译本后被邓小平作为礼
物送给西班牙国王，她也获得了西班牙授
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大十字勋章”，
收获无数荣耀。

1997年，她的爱女钱瑗不幸患上肺癌，
没多久便撒手人寰。1998年，她呵护一生
的钱老溘然长逝。耄耋之年，接连丧女、
丧夫，命运的打击接踵而来，对她的打击
可想而知。“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
是逃到哪里去呢？我压根儿不能逃，尽我
应尽的责任。”

彼时年近90高龄的杨老没有弃世，没有
消沉，她绷紧人末之弦，在人生夕阳晚霞中
迸发出灿烂的生命之光。在92岁高龄下，提
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
艰难、爱与痛的日子，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

袋手稿与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
杨老不卑不亢走过韶华胜极的岁月，

走过沧海桑田的人生，创作出“有些人之所
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
力量。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
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如要锻炼一个
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
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
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
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
得愈细，香得愈浓烈。”等为人处世的警言绝
句，她把睿智、圆融、豁达的人生智慧留给了
后人，世间的沧桑、苦难留给了自己。

像一本书一样活着，不求深刻，只求简
单，内心干净、踏实。像杨绛先生一样，用
广阔的胸怀，去容纳生命的风雨；用多彩的
生活，去感受人生的美好；用丰盛的灵魂，
去承载世间的万物。

人这一生，有无数美好等着与我们相
遇，不断填充与吸收，才能让自己变成珍贵
的存在。愿你我都能尽情享受生活的美
好，不断丰盈生命的底色。 □倪小红

将生命活出本色

本报讯（记者 田丁辉）近日，黄民主撰写的
《企业管理运行之道》，由现代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书提出“企人资本”这一概念，即企业的
人力资本。从企业进行业务投资的角度入手，
廓清了企人资本的特性、存在意义，以及在企业
管理中的地位。阅读本书，可以让读者了解到
企业要如何持续兴盛，个人如何在企业实现成

长和增值，以及如何避免企业衰亡、人才流失、
技术泄密，怎样做好内部人控制，有助于厘清企
业环境的困惑问题，清晰企业管理的核心抓手。

作者黄民主有着数十年企业实际管理经
验、高校工作积淀，曾任西北工业大学某实验室
副主任、视讯研究所所长，曾获航空工业部科技
进步三等奖。

啃 书

名人与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