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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问过一个问题：“怎样才能成为灵魂丰富
的人？”回答中几乎都提到了同样的方法，那就是
多读书。读书如旅行，往往从一本书中能看到世
间百态，体会百味人生。

读书，是一场穿越时光的旅行。孩提时代的
第一本书是《中国神话故事》，它带我回到盘古开
天辟地的时代，了解到创世女神女娲化生万物的
故事，读来仿佛置身于那个生命初创的原始世界
中，感受着人类诞生后的欢欣与愉悦。少年时代
学习了《论语》，领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魅
力。成年后，读过的古诗文越来越多，那种快乐
是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是
李白“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的陶醉；是杜甫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欣喜。浩荡历史长
河中，古今名人用精神激起了朵朵浪花，只需徜
徉其中，便可感同身受。

读书，是一场跨越空间的旅行。对于一个平
凡的上班族来说，周游世界大多是奢望，虽然实
现不了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却能从一页页文字里
感受到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不去看看那
些风景、那些人，又怎么了解换一种心态就可以
拥有不同的生活？三毛曾在《撒哈拉的故事》里
将寂寥的沙漠生活活成了诗与远方，如果说毛姆
笔下的查尔斯对画画的热情是一个火炭，容易灼
伤我们的灵魂，那三毛笔下对生活的热情，就是
温暖却不耀眼的暖阳。这些著述好似开启一段
精神旅行的大门，将我从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带到
南美洲的亚马孙森林，从海洋到大陆，从上天到
入地。置身书中，就可以畅游整个未知世界，敞
开心扉感受异国风情。

读书，是一场与智者对话的旅行。孔子“有
教无类”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依然闪耀光芒。老
子“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孟子“得道者多
助，失到者寡助”的哲理还在影响着世界。慢慢
翻阅这一卷卷泛黄的书卷，仿佛遇上了智者，开
始了思想和灵魂的交谈，这是一场心灵的旅行，
边读边寻找着生命的意义。

读书，是一种向内而行的旅行。我常常会在
日复一日的庸常中迷失方向，不知心之所向，因
为工作家庭的琐事我总是静不下心来读书，恰巧
因为疫情宅在家的缘故，我又重新打开书籍，就
像打开了一扇窗，让一缕阳光照进心灵深处。从
《金陵十三钗》到《小姨多鹤》，再到《陆犯焉识》，
不一样的故事中看尽了女性的苍凉与繁华，感受
到蕴藏在女性生命中的那股韧劲——她们外柔
内刚，在黑暗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又从《人生
海海》到《活着》，明白了只有经历了生命的沧桑，
才能心有雷霆面若静湖，这就是所谓的“凡心所
向，素履所往；生如逆旅，一苇以航”。看书和思
考是向内而行的游历，它能让我们内心更加丰
盛，或更加坚强勇敢，或更加智慧明朗，这都是收
获颇丰的旅行。

静下心来，读一本自己喜欢的书，让时光在
字里行间停留，让心灵在书的内涵里得到净化，
让思想在书的指引下受到启迪。在这纷繁复杂
的世界里，在这忙忙碌碌的人生中，心持地图，去
看见文化和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去感悟人生、敬
畏生命、憧憬未来，虽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边走边读，这应是一场最好的心灵旅行。
□张岩

薛保勤 著

《薛保勤词作集：问天》

本书是著名诗人、词作家薛保勤的歌词创作精选集，收
录其作品 60 余首，均被谱曲，包括深受欢迎、广为传唱的

《风从千年来》《敕勒歌》《送你一个长安》《大秦岭》《城》《你
带我飞》《天爷爷打翻了酒一坛》《深情的告白》《又见昆明
池》等。

诗人由诗入歌，以诗咏歌，紧贴时代，思接千载，作品既
大气浑厚又不乏沧桑细腻。

本书涉及烹饪饮食的方方面面，诸如食材及其加工、调
料和人的味感、烹饪方法和厨艺、炊具和食具、饮食文化传
统等。“食”“即”“既”三字有何联系？“粥”和“羹”有什么区
别？“甘”与“甜”是一回事吗？鸡、鸭、鹅是如何命名的？鲊
是一种鱼吗？

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通过解字说文，钩沉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中国饮食文化，也借此演示了训诂学的应用。
这虽是一本篇幅不大的普及性小书，学术含量却不低，同时
趣味性十足，对于饮食文化爱好者乃至更广大的一般读者，
都不失为一本营养丰富的文化读物。

王宁 著

《餐桌上的训诂》

荐 读

《戴花》是一部正面书写工人
生活的小说。无独有偶，最近接
连读到好几部写工人的小说，而
且都是以过去国有企业为背景
的，如李铁的《锦绣》、阿莹的《长
安》、罗日新的《钢的城》。这几部
作品的作者在书写中都注意到了
历史的复调性。其实在几年前我
读到路内的《慈悲》时就有一种惊
喜之感，这部小说虽然写的是改
革开放过程中工人命运变迁的故
事，但作者的着眼点在工人文化
上，展示出题材突破的新空间。工业题材创
作曾被看成是当代文学的一道重要风景，但
长期以来，作家们似乎不再对工业题材这个
说法感兴趣了。其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业
建设和发展是一笔非常重要的文学资源，我
们却一直没有充分有效地开发这一文学资

源。《戴花》等一批书写工人的小说在短期内
集中涌现出来，这也许是一个好兆头。

《戴花》从历史的复调性入手，钩沉出那些
被遗忘的旋律，如劳模情结，如崇尚知识。这
些旋律是优美的，今天再一次听到这些旋律仍
然会让我们感动。 □贺绍俊

新书讯

视听盛宴再现精彩历史
职工阅读活动的创新

近日，一场穿越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发
展历程的“读剧”活动在成都市郫都区战旗
村四川振兴培训学院举行。这是一次职工
阅读活动的创新，以战旗为“读”剧场，结合
沉浸式演出形式，特邀知名作家、《晏阳初》
作者苗勇与书评家、朗诵艺术家、音乐人、
读者，打破阅读、观看和表演边界，将《晏阳
初》这一历史人物“穷干，苦干，硬干”了一
辈子，“从中国干到世界上干”的不凡人生
片段精彩再现出来。

为什么选择定县和战旗

“——我对我的上帝和生我养我的土
地起誓：我将用我的双手和灵魂投入工作，
直至打碎将我们的人民束缚在贫困、无知、
疾病和自私之中的锁链——”

身穿布衣长衫的“晏阳初”一段激扬的
讲演，将人们带到了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
索的起点。1929年，晏阳初从美国获博士
学位后举家迁往定县，建了“世界上第一个
社会实验室”，一干就是 10年，干出了“定
县经验”。从经历时间之久、实验规模之

大、设施之完备以及内容方法之周全与科
学等方面看，它在当时颇具声势的全国乡
村建设运动中，无疑最具代表性。

此次“读剧”活动不仅形式创新，最突
出的是理论上的思想创新，打破了时间
和历史的隔阂，将百年前由晏阳初、梁漱
溟、陶行知、卢作孚等乡建先贤的探索，
作为读懂中国乡村建设百年探索路径的

“起点”。
从“乡村建设——中国共产党领导革

命和建设时期的乡村建设——社会主义
新农村建设——乡村振兴”，为我们揭示
了一条影响世界的中国道路，这也是一条
跨世纪的中国奋斗路线。

为什么要读《晏阳初》

作家苗勇在接受采访时说，晏阳初是
中国近现代平民教育和乡村改造运动的
倡导者和实践者，也是谈到中国百年乡村
建设事业时绕不开的人物，因在国内的建
树多在 1949年以前，1951年后的影响又多
见于异国他乡，加之国内改革开放前比较

闭塞落后的境况，导致了“国人不识晏阳
初，川人不识晏阳初”，但晏阳初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四川巴中人，是作者的同乡，自
小就听说他并仰望他。为此，利用业余时
间和节假日，经过 10多年努力，翻阅大量
历史文献，寻迹回访 70 多个部门（单位）
100多位知情人士，撰写了《晏阳初》。

《晏阳初》畅销的根本原因

《晏阳初》在 2021年 9月由人民东方出
版社出版，引起思想学术界和文艺界热
评，不到 9 个月再版 12 次。260 多家媒体
都刊发了消息和评论文章。

四川省诗歌学会会长、国家一级作家
曹纪组评价说，这本书对人物传记题材进
行了创新与打破，而且揭示了读懂中国的
另一面。苗勇从另一个人文视角向我们
揭示了二十世纪中国走向世界的人文奋
斗，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晏阳初赢得了世界
的尊重，晏阳初是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
一中国价值观的先行探索者。

作家凸凹认为，从社会强烈反响中，

我们看到了晏阳初的思想和梁漱溟、陶行
知、卢作孚等乡建先贤的思想一样，都“活
在当代中国”。特别是晏阳初平民教育思
想与当前的教育改革高度契合，晏阳初乡
村建设理念与当前正在实施的乡村振兴
战略高度契合，晏阳初让人类共同富裕行
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契合，这是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
根本原因。

穿越时空的读剧会

以读剧会的形式进行沉浸式阅读，身
穿布衣长衫的“晏阳初”穿越时空，来到战
旗，发表了一段激情讲演后，又与作者苗
勇，战旗村党委书记、全国劳动模范高德
敏，战旗村第一书记卢星宇同桌交流，再
现的历史瞬间引发全场读者纷纷抢拍。

小号、手风琴、萨克斯演奏，尤其是无
言、潘歌、李峻等朗诵艺术家时而铿锵激
愤、时而沉吟舒缓的精彩诵读，把读书变
成一场视听盛宴，让读者获得了思想熏陶
和艺术享受。 □万顷

心持地图 边走边读

现代许多人对颜真
卿的认知，仅止步于字帖
里的书法大家。近来读
《旧唐书》颜真卿传，却发
现三千多字里，关于他
书法的描述只有寥寥三
字：尤工书。他的书法
名扬后世，正是因其笔
墨之中的大唐风度，圆
劲葳蕤、雄健端庄。而
他所处的时代，唐代由
盛转衰，盛唐无可挽回
地远去，如同河水无可
挽回地奔流，颜真卿却
如中流砥柱一般，真实可
靠、直言敢谏，似从来不
知随波逐流为何物。

颜真卿终其一生践
行传统士大夫的“忠”

“仁”二字，对皇帝忠君，
对百姓仁爱。他性格刚
正并且很有才华，二十六
岁考中进士。四十六岁
任平原太守时，安史之乱
爆发，河北二十四个郡，
只有他和哥哥颜杲卿奋
勇反抗。人常道君子有
六艺，他上马能打仗、下
马能治国，此外精研书
法，文辞亦佳。太平年
代，人们学他的实干；动
乱年月，人们学他的忠
勇；彷徨之时，不妨学学
他的刚正；闲暇之时，不
妨学学他的才情。但是
最打动我的，还是他始终
如一敢说真话的秉性。

他不怕得罪人，同时期几个有名的奸相都排斥他，
甚至嫉恨他。开元年间，唐玄宗宠幸奸相杨国忠，颜
真卿不愿阿附，被排斥，贬为平原太守。他与四处贿
赂官员之后平步青云，甚至认杨贵妃为义母的安禄山
形成了鲜明对比。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结党营私，怕
群臣奏报，便要求群臣进言时，都要先给他审查之后
才能上奏。这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却没有人敢
说，只有颜真卿上奏劝阻，言辞激切，敢言他人所不
敢。颜真卿多次被贬外任地方官，他并不以为意。但
奸相卢杞在做了宰相之后，忌惮他德高望重，希望能
将他调离京城，他却为了制约卢杞，不愿离开京城，最
终被卢杞陷害，被派往反贼李希烈营中宣召劝降。

他不怕死，死也要骂叛国贼。公元 784年，颜真卿
已经身陷反贼李希烈营中两年，李希烈称帝时，派使
者问登帝位的仪式，颜真卿回答说：“老夫年近八十，
曾掌管国家礼仪，只记得诸侯朝见皇帝的礼仪！”这句
话足够严厉刚正，却也并无怨怼急切之意，正是他的
风骨。八月，使者送来“诏书”称要杀他，他平静地接
受了，却问使者是什么时候从长安来的，使者说：“从
大梁来。”颜真卿怒骂：“原来是叛贼，怎敢称诏！”随后
慷慨赴死。他死后半年，叛乱平定了，他捱过了种种
威胁和逼迫，仍然没有屈服，就像他的哥哥颜杲卿一
样，临死之前仍不忘大骂叛国贼。

他也会说谎，却是为了家国大义。安史之乱时，河
北叛军攻下洛阳，派段子光送李憕、卢奕、蒋清的头到
河北以示威慑。颜真卿骗各位将领说：“我一向认识
李憕等人，这些头都不是他们的。”然后腰斩段子光，
把三颗头藏了起来。过了些时候，才亲自安葬哭祭他
们。足可见他虽然刚正，却并不迂腐。

他怕孙子不好好学习，写出“黑发不知勤学早，白
首方悔读书迟”这样的诗句，苦口婆心劝勉孙辈，一片
拳拳舐犊之心。

庄子曰：至人无己。颜真卿正是如此，在书法艺术
上追求极致，在做人上也追求了极致。他的一生经历
战争、离乱、皇帝的昏聩、政治的腐败，每一件都是巨
大的考验和苦难。但这些苦难却没有一件能够打败
他、改变他。当今社会，比起那些左右逢源的“精致利
己主义者”，像他这样埋头做事、敢说真话的精神，显
得愈发难能可贵，值得学习。

欧阳修说，颜公写的字就像忠臣烈士、有德君子，
乍见觉得威严难以接近，看得越久，越觉可爱。或许
这正是因为颜真卿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刚正而又可爱
的人。 □张保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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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丹琛）近日，西安邮电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邮政作协副主席、陕西省职工作
协主席、陕西省邮政分公司原高级资深经理周养俊邮
政题材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读书分享会在陕西
邮政老年活动中心举办，20余名邮政退休老干部等参
加活动。活动中，周养俊从创作初衷、创作过程、出版
后的相关情况等方面，对《大山深处的回响》一书进行
了全面介绍。

该书共计 20万余字，前后修改了 5次，历时 2年多
完成。一条崎岖山路，三代风雨无阻。《大山深处的回
响》通过小人物的视角，记述了 20世纪 90年代至今，秦
岭山区乡邮员秦峰及其父辈在工作、情感、生活上的坎
坷遭遇和命运沉浮，以及他们为邮政发展、乡村振兴服
务的故事。

与会者一致认为，《大山深处的回响》是周养俊在事
业和爱好上高度融合的结晶，是他多年采访见闻和行业
思考的结果，也是他丰富写作经验的积累与展示。作品
用写实的笔法，对乡邮员的生存状态进行了铺展还原，
表达了深刻的人文关怀，是一部记录乡邮员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扎根基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佳作，也是
一部基层邮政员工的坚守史和奋斗史、一部行业发展史
和乡村振兴史，唤起了邮政系统对基层员工生存状态、
精神状态的关注，在社会各界引发了热烈反响。大家同
时也一致希望周养俊能够笔耕不辍，不断创作好作品，
特别是邮政行业相关作品，让更多的社会人士以书为
媒，走近邮政了解邮政。

据悉，《大山深处的回响》一书继入选 2021年度陕
西省委宣传部重点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后，又于近日入选
第十届陕西省阅读文化节“名家笔下的陕西文化旅游名
篇佳作”推荐目录。

长篇小说《大山深处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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