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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读

《西 北工合运动
史》一书共 30 万字，
回顾了西北工合运动
发 生 、发 展 、衰 落 及
恢复的全过程；记述
了工合西北区办事处
及下属事务所的组织
机构、开展的主要业
务和重要活动；展现
了西北 6 省爱国军民
努 力 生 产 、发 展 经
济、支援抗战的历史
风貌，并对西北工合
运动的背景、历史贡
献和衰落原因进行了
科学的研究和分析，
史料翔实，具有较强
的 可 读 性 和 存 史 价
值，是第一部综合反
映西北工合运动的历史性著作。

工合运动，即工业合作运动，是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建立反对日本侵
略、坚持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由国
际友人倡议，经爱国民主人士和抗
日进步力量共同推动，在全国范围
内兴起的一场采取合作社方式，组
织群众进行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抗
日经济自救运动。

1938 年 8 月 5 日，中国工业合作
协会在武汉成立。同月，中国工业
合作协会第一个派出机构——“中国
工业合作协会西北区办事处”和第

一个工业合作社——“天星大华手工
铁器社”在宝鸡成立，西北工合运动
由此发轫。

抗战期间，西北区办事处在陕、
甘、晋、豫、鄂、绥6省共建立20余个事
务所、6个指导站、500多个合作社，社
员1万多人。西北工合运动是抗日战
争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持续时间
最长的群众性的经济运动，为供应战
时的军需民用、支持长期抗战作出了
非常重要的贡献。2022年，《西北工合
运动史》获“十三五”期间全国党史和
文献部门著作类三等奖。 □石当

冬日时节，屋外落木萧
萧，寒风瑟瑟，最宜宅在家里，
寻一处暖阳，品读一本书。

冬日嗜读，起源于小时
候的一次偶然经历。冬日
农闲时，父亲寸步不离地监
督我练习毛笔字。他手捧
一本《红楼梦》，端坐在我的
书桌旁，时不时还击节而
叹。好不容易逮着他出去
的空隙，我一把扔掉毛笔，
翻开被他捂得温热的书本，
斜眼瞟着大门，大快朵颐般
读起来。我从他摺角的那
页开始，一目十行，努力还
原贾府除夕合欢宴的画面。

读得意兴盎然时，门外
忽然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
脚步声。我立马将书放回
原处，摆出一副毛笔蘸墨的
姿态。虽然手还在机械地
运笔，但是满脑子都是那场
人声鼎沸、热气腾腾的合欢
宴——“男东女西归座，献
屠苏酒、合欢汤、吉祥果、如
意糕……”

我偷读父亲的书，从来都没被
发现。以至于上了大学后，翘课躲
去图书馆阅读就更加“肆无忌惮”。

山城的冬日几乎整日浓雾弥
漫，走在路上，鬼使神差地
就溜进了图书馆。从书架上
取下名著和小说，仿佛一罐
氤氲着热气的文火煨汤，暖
润心田。那时候很是迷恋名
人传记，读名人们跌宕起伏
的人生故事，如同围炉品一
口热气腾腾的火锅，酣畅淋
漓。我挚爱的还有散文集，
娓娓道来，含蓄隽永，倒像
是营养大餐，指引我突破人
生的冬季。

三十而立，面对工作与
生活的繁复琐屑，总会生出
茫然之感。去年冬日，正赶
上公司年终总结，我连轴工
作了三周，又被指派到外地
出差。距离登机还有半小
时，抬头看见不远处有家书
店，便偷得须臾走进书店。
不起眼的角落有一本刘震云
老师的《一地鸡毛》。顺手
拈来随意翻阅，读到这样一
段：“不要异想天开，不要总

想着出人头地，就在人堆里混，什么
都不想，最舒服。”突然间的共鸣让
我愣在原地，此刻的惆怅被作者一
语道破，像一束阳光穿透层层密云

洒在身上，很温暖。
走出候机厅，等接驳
车时，寒风扑面而
来，而我内心的暖流
足以抵御酷寒。

其实，冬日读书
是可以如此简单惬
意的。不妨从生活
中短暂抽身，把握片
刻闲暇，泡一杯清
茶，捧一卷书，茶香
氤氲着书香，袅袅地
沁入心田，溶解寒
冬，温暖心扉。

□全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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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飞翔的散文集《为灵魂寻找镜
子》，扑面而来的是思辨色彩。

史飞翔是一位博览群书，在喧嚣中
独守宁静，懂得发问思考的人。他喜欢
在夜深人静之时，灯火阑珊之处冥想苦
思诸多问题，如人生的意义和境界、幸
福、爱情、人性。对这些问题，当年 30岁
的他想得比较深远，颇具明智的思考力
和非凡的洞察力。

如他说：“人生有四重境界：一是芸
芸众生界，也就是大家平常所面对的这
种生存状态。娶妻生子，吃喝拉撒。俗
世生活，饮食男女；二是‘道’的境界，就
是指人们对人生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和
看法。比如，通过接受高等教育形成自
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这个境界的人有
自己的价值观念、判断体系和处世方式；
三是艺术的境界，指人醉心于艺术创造；

四是宗教的境界。那种‘无我无常，天人
合一’，那种‘灵魂成土身成烟’，那种‘大
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的博大与悲悯。”
这四句话留给我不少遐想，让我对人生
有了一种顿悟。

普希金说：“没有思想，再漂亮的语
句也全无用处。”我想这句名言用在他的
思想随笔里是恰当的。

如果我不说这些思想结晶是他在而
立之年悟出来的，你会不会认为这样的
感悟出自一位老作家之口呢？

中国当代文学史演绎至今为什么没
能出现文学大师呢？对这一问题他在
《中国当代为何不能产生文学大师》一文
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一是中国当代没
有人愿意去忍受文学的孤寂和清贫；二
是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缺乏某些真正的东
西，如缺乏对存在问题的深入探索和对

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的探索。
对于这样的解释，我觉得不乏其理。

放眼当下文坛，不少文人耐不住名利诱
惑，变得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或拉帮结
派，或相互吹捧，或各种炒作；离文学越来
越远，挖空心思在沽名钓誉之类的事上。

史飞翔是一位善于思考、敢于质疑
的人。对于培根这位享誉全世界的科学
家、哲学家，他敢于质疑。他批评培根
某些结论的武断和偏执，怀疑培根人格
的狡黠和奸诈。

史飞翔说散文是一种最崇高、最难
以把握的文体，看似寻常却奇崛。它不
同于小说的虚构和诗歌的浪漫。散文是
要面对内心的，它最能表达出一个人的
思想、情感、学识和修养。

有读者不禁要问，书名中“为灵魂寻
找的镜子”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读书

是为灵魂寻找镜子。我们应该用心领会
书的思想内涵和精神实质，并用以洞照
灵魂和心智。

史飞翔生长于历史悠久、人文荟萃
的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乾州，在十三
朝古都西安求学，之后在云雾缭绕、钟
灵毓秀的终南山下长期生活和工作。
他的文学气质恰恰和这样的生活环境
辉映着，因而他的随笔是有一定思想分
量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史飞翔的散文
随笔语言是独具一格的，这独特的散文语
言是建立在他广泛的知识积累和深厚的
文化修养基础上的，他的散文语言雅致，
不事雕琢，用词流畅、贴切。他在论述、表
达任何一种观点时，经典诗词、名人名言、
民间俚语在文中被他信手拈来，旁征博
引，这些都为文章增色不少。 □屈皓

思维是灵魂的自我谈话

在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
有壮丽秀美的山水风光。古往今来，不
知激发起多少文人骚客的笔墨情怀，为
此吟诗赋文，在其讴歌传颂中为我们提
供了良好的艺术典范。

一

壬寅年末之际，宅在家里，静心读
书。“本意由来是山水，何用相逢语旧
怀。”我已经六七次阅读著名散文作家王
飞的《山边记》这部书，认识到了他的散
文创作与众不同的一面。他构思巧妙，
笔法灵活多变，托物咏怀，情感真挚，堪
称陕西作家中的一位“优异型人才”。

这部书名之所以为《山边记》，正如
作家本人所言：“我不是山里人，可我喜
欢山，喜欢在山的外头痛望着山。”长期
望山而生畏，在山中读山，感受大山的脉
搏跳动，启迪着心灵的同频共振，不时用
笔墨记录下来。随着独特发现的情感升
华，逐渐酝酿成为带有泥土、花草清香的
文字，这也是从现实生活中流淌而来的。

而此书“打头阵”的一组代表作品，
是直接写山的。他“虔诚地朝圣南山”，
把山比喻为“我的神”，又说：“南山始终
明朗在蓝天之下，聚会了太多独立精神，
宽大的胸襟。”可见作者对山的痴情敬畏
之心不改。书的作者也是曾获得冰心、
孙犁散文大奖者之一。他在前部《信步
南山》出版后沉默了十年之久，又推出经
典力作，此书集结散文 110篇，形神兼备，
富有浓郁的地域特色。让人情物志跃然
纸上，更加贴近时代，贴近一方山水，读

起来倍感亲切，达到了“登山则情满于
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文韵之美。

二

古人云：“山不再高，有仙则名。”位
于古城西安南部的终南山乃至大秦岭，
重峦叠嶂，神秘莫测，文化积淀十分深
厚，千百年来，一直是“儒释道”家修行活
动的道场。曾经一个时期，钻山寻隐热，
大建别墅潮成为一种逆流的浪潮……

当时，作家王飞就是这一方景区的
高管，他没有盲目的鼓吹与狂躁，而是在
文中惊呼道：“这股寻隐的潮流对它们（指
秦岭山水）来说无疑是一种破坏……”说
白了，就是对秦岭山水的植被、野生动物
等生态环境的一种践踏……我从《山边
记》中看到，人类对待大自然要怀有敬畏
的态度。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而
王飞觉悟并做到了这一点。可以说，作
家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为民情怀就在这
质朴的文字里反映出来了，从而也看出
了作者的仗义执言和坚定原则。

要想成为一名优秀作家，除了要有
独特的感知方式外，能够从切身体会的、
具体的经验中获得灵感，还要懂得结合
时代的问题来呈现个人的思考。这需
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加持，现实生活中
的淬火历练是必不可少的。然后创作
者才能从逆境中脱壳而出，懂得如何控
制负面情绪而不沉溺其中，这是一种需
要智慧的能力。王飞的散文篇章能够
经得起岁月磨洗，正是得力于这种积累
与实践。

唐朝诗人李白云：“辞山不忍听，挥
策还孤舟。”作家王飞并非体制内专业作
家，创作只是一种业余爱好。他的工作
任务是管理好秦岭山中的文化景区，平
常就在山里，并不是“采菊东篱下，悠然
见南山”的悠闲自由式的快乐人。但
是，他总是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捕
捉着生活中有趣的东西。例如老子《道
德经》的诞生地，他不知在此处走过、浏
览过多少遍，其手植银杏树和楼观台成
片的翠竹园林就是一道鲜活的风景。还
有那叫不上名字的草庵和破旧的寺庙、
道观，别人觉得平淡无奇，王飞却用心去
看，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平日里，他总
是“爱坐在南山坡上读书、喝茶、感悟思
考，内心无比明亮，处处皆是阳光。”

王飞仔仔细细琢磨研学，从心底的
“菩提心”升华出“平常心”是道的辩证
法。对照生活体验，“老僧常说家常话”

“绿满窗前草不除”“随月光握卷升屋”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的一种诗意
的境界也在油然而生。一篇又一篇《林
间鸟语》《月色撩人》《雄鸡行天下》《微
笑的枣树》《白杨树痛喊着》等散文被

“井喷”式地书写了出来，照作者的话
说：“山不过来，我就过去，人有梦才有
盼头呀！”只有越过这道坎和大山，才能
更深刻地理解社会和人生，对于生命意
义才有更清醒的认识，然后他又用朴素
的文字还原出内心的情感与活动，即正
确的思想认识。

作家是有灵感的人，王飞文字的灵感
来自本人的生活状态。因而他散文思路开
阔，联想深广，怀古思今，情真意浓，生动感

人，艺术性风格鲜明，耐人寻味。

三

古人云：“散文易学而难工。”“工”除
了指语言的整齐凝练，富有感情色彩
外，还包括娴熟的艺术手法和修辞手
段，其中的思想内涵更显风骨。

现在，在互联网快餐文化的影响下，
散文创作未经思考与体验或将搬来的
知识用洗稿的方式写成一篇作品，已经
成为一种不容忽视的现象。而王飞是
以“要写优秀之作，先做优秀之人”来严
格要求自己。

从《红艳艳的山丹丹》来看，1997年，
生龙活虎的王飞还是一名海军战士时，
就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呼啸的
十字岭》一文中，就记叙了当年八路军副
参谋长左权将军的悲壮片段，读起来无
不让人泣泪，也更坚定了我们踏着革命
先烈足迹前进的信心与决心。这就是王
飞散文另一方面的特点，思想缜密，章法
谨严，感情浓重，语言晓畅，常常是“党之
所需，时之所尚，意之所适，情之所钟”，
在思想和艺术上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具
备了“形散而神不散”的特点 。

文似看山不喜平。反过来说：“没有
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文
以载道，书如其人，再读《山边记》一书，
书中故事更精彩。

作家王飞也给予我榜样的力量，激
励我也用飞扬的笔墨，在新征程上书写
出属于自己的文字，在追逐梦想的路上
一起与他奔跑。 □韩星海

——作家王飞散文集《山边记》研读感言

山 水 情 怀 文 韵 美

书人书事

如果让我用最少的字来描
述作家王新民，我能想到的，无
非两个：一是“书”，一是“慈”。

“书”是指他对书籍永恒持
久的热爱。这里不妨用他最新
出版的作品《慈苑书韵》来说
明。此书内容共分六辑，除过
第二辑“说平论凹”里没有出现

“书”字外，其余五辑的四字辑
名里，个个都有“书”字，有的甚
至还会出现两次，如“书评书
话”。单从辑名中“书”字出现
的频率来看，王新民就堪称“书
痴”。信手翻开，前一篇《购
书》，后一篇《嫁书》；左一篇《少
年读书忆》，右一篇《念书》，说

“书”是作家王新民生命中最为
重要的关键词，一定没错。你
若不信，不妨来听听新民先生
自己怎么说：“（我的写作）不论
是哪种体裁或题材，大多与读
书、编书、写书和评书有关，可
以说，图书是我写作的持久对
象和永恒主题。”

“慈”则主要指王新民性格
上的谦虚和善。对于这一点，
似乎不必多费笔墨。认识他的
人应该都清楚。

写作方面，王新民百分百
是个勤快人。不管日子多么忙
碌，他都新作不断，这种始终
高涨的创作激情，着实令人钦
佩。王新民先生的作品我读
过不少，将以前的阅读印象和
他最新出版的这本《慈苑书韵》
的读后感做一叠加，总体感觉
大致如下：

一是厚：王新民的文字绝
不轻飘，他对历史、对事实的尊
重，使得他的文字读来颇为厚
重，说他的文字是陕西作家中
最具史料价值的，大致不会
错。作家孙见喜说：“在西安文
学圈，人都知道王新民是诚实
人，他不会耍奸溜滑，文如其
人，他笔下的文字憨厚而结实，
他的文字大厦有多重支柱，墙
体厚重，一砖到顶，八级地震也
倒不了。”文学巨匠陈忠实更是
对其写作给出了“文笔求实，纪
录巨变之世；激情奔放，浇筑灵
性之文；灵魂自由，高蹈创造之
路”的高度评价。

二是朴：王新民为人朴实，
他的文字则正如他的为人。读
他的文字，似有山涧清泉从心
头不急不缓地淌过。他的文字
朴实流畅，既不做作，也不扭捏
矫揉，自成一体，有着属于自己
的独特风格。评论家杨乐生曾
说：“在陕西乃至全国的散文创
作领域，王新民是堪称一家
的。他不仅形成了自己平实、
简捷、有力的文字风格，而且在
贾平凹所倡导的‘大散文’的艺
术实践上、在当代语境汉语写
作的探索上，以及在散文表现
领域的拓展等方面都在不同程
度上给文学界提供了不言而喻
的启示。”

三是真：无论生活如何繁

复、复杂，真相永远唯一。王新
民的文字所关注的正是这个

“唯一”。他的文章“不矫情，不
虚妄，写真事，叙实情”。贾平
凹说：“有多少人敢把十余年
来随着世事沉浮而写成的小
文章成册出版却不删减修改
呢？王新民敢，这就足见好人
能长久的好处。”作家京夫说：

“他尊重事实、贴近生活，总能
把大量的生活素材，经过认真
分析，提取出最能代表生活走
向与本质，对社会对人生有启
迪有思想意蕴的东西来。这
既体现了他的文学观，也是人
生的一种修炼。”

四是强烈的职业使命感和
社会责任感：作为一位曾经的
版权工作者，王新民的好多文
字，其实正是源于他强烈的职
业使命感，如《贾平凹打官司》
一书，于他本是为着保护作者
权益，加强版权管理所著；又如
《盗版书的危害与对策》《盗版
与反盗版史话》等，也都是工作
之树所结之果。《渭河大水灾》
《高考大透视》《黄土高原上的
银玲》等书，以及《为“西古”而
呼》《救救“西古”》等文，则充分
显示了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五是平常心：可以说，“平
常心”几乎浸透在王新民文字
的角角落落。他的文字不故弄
玄虚，不跌宕起伏，淡雅平和，
言之有物，读来颇有“平平淡淡
才是真”的感觉。作家方英文
在读了他的《人生忠告》后评价
说：“读了王新民的这本书，卑
之以为他大致属于‘任性派’。
他只是以愉快的心情写他的阅
历，写浓郁的乡情、甜美的亲
情、淡雅的友情、痴迷的读书
情，将这些感情的历程浓缩起
来，就是王新民的自传了，就是
一个纯朴真挚的当代烟火中的
书生形象了。”方先生对新民先
生的这番描摹，亦很贴合。

王新民的文字，干净、澄
澈、温暖、阳光。虽然生活也给
过他打击，虽然有一些创伤也
让他念念不忘，虽然他的热衷
于做事时常会不被人理解，但
这些人生旅程上的绊脚石不但
没有将他绊倒，反而让跃过这
些拦路石后的他，更加快速地
前行。

新民先生看起来平和，骨
子里却不乏热血。读他的文
字，如隆冬天置身暖暖的晴空
之下，而他的一篇篇文章，则
犹如天边飘来的片片祥云，放
松、自然，却自有其独一无二
的面目。 □舒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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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妍言）近日，我
省职工作家、国铁西安局延安
运营维修段职工景文瑞的诗集
《虚构的雪》由内蒙古文化出版
社出版发行，这是他的第二本
诗集。

该部作品分为《何以漂泊》
《火车记》《望春风》《因为星空》
四辑。作者以个人的生活和
铁路工作为出发点，在冷静的
观察和叙述中展开了对万事
万物的诗性触摸。其诗歌文
字充满灵气，语言简洁，通俗
易懂。四个小辑中，每个都倾
注了一种不一样的情感。如
第一辑，在那漫长的漂泊岁月
中，家乡的一草一木都成了记
忆中挥之不去的美好存在。

在接下来的三辑里，作者将不
同的情感倾注在各种事物中，
一个简简单单的小物件，在作
者的诗歌中，都蕴含着不一样
的情感寄托。

职工作家景文瑞诗歌集《虚构的雪》出版
新书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