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尖端科学》
系列陆续推出 24
册，这不是“为什
么” 式的百科全
书， 是科学领域
的真切介入，涵
盖了宇观、微观、
地球、生命、人类
等 主 要 科 学 学
科。 每册有一个
话题， 用专题的

形式，从多角度讲述一个话题，让孩子全面
深入地了解某个事物或某种科学现象，讲述
全球最前沿的科学探究。
定价：407.40 元
作者：小多
出版社：北京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 � 王立群结合
时政和当前社会
现象，用大家耳熟
能详的汉语成语
钩沉历史，以古喻
今，既介绍了成语
背后的故事，又阐
发新意、新解，让
人开卷有益，忍
俊不禁中颇受启
发和教育。这本书
不仅仅是讲成语，

更多的是在说诚信，说感恩，说励志，说圆
梦。
定价：25.00 元
作者：王立群 著

出版社：大象出版社

� � 第一次让你
有机会走进决定
国际局势的秘密
谈判室， 了解当
今国际要闻背后
的真相和细节。
在赖斯流畅犀利
而富有美国式幽
默的笔下， 你还
将近距离领略布
什、 普京、 奥巴

马、布莱尔、卡扎菲、沙龙、阿拉法特等世界各
国领导人的风采和趣闻， 并深切体会到美国
所代表和追求的价值观与治国理念。
定价：68.00 元
作者：（美）康多莉扎·赖斯著，刘勇军译
出版社：湖南人民出版社

《王立群智解成语》 《无上荣耀》 《尖端科学》（套装共 24册）

为了给所有
成长中的年轻人
以鼓励和帮助，力
克建立起了一套
独有的“防御系
统”。 这个超级强
大的“系统”不但
让力克自己从容
应对各种形式的
欺辱，还怀有一颗
同情之心，帮助其
他遭遇挫折的人。

力克行走过 30多个国家，成功地帮助过全
球上百万人摆脱他人的负面干扰， 找回自
我，建立起更强大的内心。
定价 32.80 元作者：力克·胡哲著吴果锦译
出版社：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谁都不敢欺负你》

■新书过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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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

一枚陈年的玉
———读沈从文

阮小籍

飘雪的季节，最适宜怀旧。翻阅完沈从
文《边城》的最后一页，心头，竟掠过一丝长
长的叹息———沈先生是枚陈年的玉， 因为
年代久了，倒越发显得珍贵。

美国学者金介甫在其《沈从文传记》里
说，沈先生是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
仅次于鲁迅。 金介甫对沈先生如此高的评
价不是没有道理。沈从文之所以了不起，首
先在于他书写了一个被物质文明毁灭的乡
村小说的新传统， 沈从文在小说中用乡村
的眼光审视现代文明， 这是现代小说的开
始。

其次沈从文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学批评
家。 沈先生青年时期与胡也频、 丁玲编过
《红与黑》、《人间》等刊物，也曾先后任教于
武汉大学、青年大学，解放后在历史博物馆
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

纵观沈先生一生，无论是编刊物、写东
西，还是教书、搞历史研究，所干的都是读
书人的营生，所以不管称沈先生作家、批评
家也好，学者、教授也罢，都不如“书生”两
字准确。 除却文章无嗜好， 依然白发老书
生，沈先生“为书所生、以书为生、生于书
中、书伴终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读书人。

而沈先生最初的理想是当兵。 1917
年，沈从文高小毕业后，入伍参加地方土著
部队，随部队移防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等

地。 沈从文当时才 15岁，猜想他那时大约
是要做一个醉卧沙场裹尸还的英雄。

殊不知文人论武事，大多纸上谈兵，沈
从文在部队当的是握笔杆子的兵， 一介书
生，在靠拳头和枪杆子吃饭的部队，处境可
想而知。 琴心剑胆江湖梦， 仗剑江湖载酒
行，是每一个书生的梦想，当兵是沈先生心
头一辈子的痛，沈先生在其《从文自传》中
不无遗憾地说，我愿意当兵，大家又总以为
我不能当兵。

当兵的念头陪伴了沈先生一生。 和沈
先生同样出自湘西凤凰的大艺术家黄永玉
说，凤凰有两种人，一种像火，一种像水，沈
先生大约属于后者。 沈先生有个弟弟叫沈
荃，一辈子混迹军旅。 当日军血战嘉善时，
沈荃为国民党 128师团长， 建国前夕为国
防部少将监察官， 后沈先生在其《从文自
传》中着墨颇多，除了那一份血浓于水的手
足之情外， 更多的是沈先生从其弟弟身上
看到了金戈铁马，看到了沙场秋点兵，因为
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一直都
是先生永远的梦。

1956 年冬， 沈先生回到故乡凤凰，问
起弟弟的结局，其表侄黄永前说，只晓得三
满(沈荃)被打掉了。 详细过程不清楚，沈先
生听后“哦”了一声，内心一片茫然。塞上长
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多少未竟的心

事， 多少未了的心愿， 都溶在这一声叹息
里。

1923 年，21 岁的沈从文离开凤凰，到
了北京，说是为了找理想，读点书。 现在看
来，沈先生当初的路是走对了，或许这个世
界少了一位能成将军的士兵， 但却从此多
了一位文学家， 我们从此知道了湘西那个
叫凤凰的小城，知道了《丈夫》、《菜园》，以
及《边城》中善良的翠翠、勤劳的天保、傩送
兄弟、 侠肝义胆的杨马兵……吴立昌在其
《沈从文———建筑人性神庙》 里说，《边
城》的诗情画意是人们公认的，这诗情
和画意，不只来自于美丽的青山绿水，
更主要的是来自于边疆僻地那小小山
城的淳厚民风。

《边城》更准确一点说，应该是一幅
描绘人生的风俗画， 一首讴歌人生的
赞美诗。 沈先生怀着一颗无言可说的
爱心造就着《边城》里的每一个人物，
善良、倔强的翠翠，倾注了先生无尽的
幽思与情怀， 而先生自己又从其中获
得了生命的慰藉和愉悦。

正所谓尧尧者易折， 皎皎者易污，
真正的读书人都具有一种独立自由的
人格，拥有一个自给自足的内在世界，
不随时欲 ，不赶时髦 ，洁身自好 ，孤芳
自赏， 然而书生们却也为此吃尽了苦

头。 1950 年沈先生在历史博物馆时已
受了很多精神的蹂躏 ，1953 年在“革
大”学习时竟然还带点好茶，带把小茶
壶，请“革大”在学习的人有空来喝茶，
此举弄得先生很是狼狈，也很紧张，世
事洞明皆学问， 这句话沈先生不会不
懂，而人情练达这篇文章，先生却未必
会作。

然而，不识时务的书生，却也有懂
政治的时候，文革初期，沈先生下放到
咸阳“五七”干校期间。 致力于各种瓷
碗碎片的收集，上边写满蝇头小字，注
明考古年代与出处， 俨然一幅避席畏
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模样。 有人
问先生“文革 ”初期是否受到冲击时，
先生不无得意地说， 解放后较少文学
写作，主要从事考古学研究，没有辫子
给人抓，因此没有被批斗，这书生气十
足的话，听来令人心酸。

先生建国后仅回过两次凤凰，一次
是 1956 年，一次是 1982 年。 先生的老
乡———大艺术家黄永玉，在纪念沈从文
百年诞辰时， 把先生的一句话写成了条
幅———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 便是回到
故乡。或许这就是先生的自况，由此可见先
生心境之凄凉，在这冬日的一场大雪里，宛
若一枚陈年的玉，先生温暖了我胸口。

催人奋进的家国情怀
———读梁衡新书《爱国四章》

荆墨

作为当代著名散文家， 梁衡曾写出
了《晋祠》、《跨越百年的美丽》、《把栏杆
拍遍》、《觅渡，觅渡，渡何处？ 》等动人心
魄的散文。 而在其最新散文集《爱国四
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中，梁衡则以细腻敏锐的笔触，尽情展示
催人奋进的家国情怀。

这本《爱国四章》，围绕着“爱国”的
主题，分为美丽中国、文化中国、不忘前
贤、还忧国事四个部分，选取了梁衡几十
篇散文，包括其经典之作及最新力作。文
字或典雅或朴实，或严肃或轻松，或古意
盎然或现代明快，意境深邃，情景交融，
引经据典，哲理性强，极具艺术性和可读
性。不管描述名山大川，还是抒写人物事
理，不管谈及历史，还是讲述现实，不管
赞颂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 还是弘扬普
通民众的崇高人格，都饱含深情，浸透了
朴素而强烈的爱国感情。 梁衡将思想转
化为文字，感人肺腑，催人奋进。

梁衡的散文倾注了浓厚的时代精神
和忧患意识，不管是片言只语，抑或是洋
洋洒洒， 都熔铸了强烈的情感和理性的
思考。 如《百年明镜季羡老》中，他问季
老：“您研究的那些外国的古代的学问，
总是让人觉得很遥远， 对现在的社会有
什么用？ ”季老没有正面回答，说：“学问，
不能拿有用还是无用的标准来衡量，只

要精深就行。 当年牛顿研究万有引力有
什么用？ ”事实上，所有的科学家在开始
研究一个原理时都没有功利主义地问有
何用，只要是未知，他就去探寻。 在季老
这面镜子里， 照出了百年来国家民族的
命运，也照见了我们自己的人生。

梁衡散文写的大多是家喻户晓的伟
人，还有传之百代的文人。而这些跨越百
年的人物，却从他的笔端一一鲜活起来。
如《周恩来的普世价值》中，写周恩来是
一个超越时代、超越政治、超越党派和国
界，在人格上有普世价值的人。他的思想
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一个民族出了一
个全世界都能接受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
骄傲。周恩来人格精神有多方面，其基本
点有三：仁爱、牺牲和宽容，而犹以第一
点为最。对于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读者
的阅读期待是不高的， 但经过梁衡一番
精心梳理和独特挖掘，生动、立体、人性
地走进人们的视野，却让人耳目一新，获
得崭新的阅读体验。

梁衡散文的不少篇章都显示着深邃
的思想力量， 从而带给人们以启示和思
想的升华。 如《普京独行在空旷的大街
上》，梁衡写不知道普京在想什么，是想
安静一会儿， 还是想看看这片他治下的
土地？他难道就不怕安全不保，不怕有人
来纠缠？ 但从画面看，他一身胆气，淡定

自然。这不只是因为他柔道出身，有一身
好武艺，还因别有一种政治上的自信。他
脚下踩着一片结实的土地， 行走在一条
空旷的大街上，任我行，不作秀，不回头。
梁衡总能将最难懂的画面， 处理得有声
有色、有形有味，让人们在他的文字中流
连忘返，不忍合卷。

梁衡的散文风格清新可人， 诗化的
意象里充满睿智的妙语， 含着耐人咀嚼
的理趣之美。 他的散文创设出了各种美
妙的意境， 引导人们热爱人生、 热爱自
然。 如《冬日香山》里的一组组句子：“当
秋气初收，冬雪欲降之时，这山感受到三
季的重负将去，便迎着寒风将阔肩一抖，
抖掉那些攀附在身的柔枝软叶； 又将山
门一闭，推出那些没完没了的闲客；然后
正襟危坐，巍巍然俯视大千，静静地享受
安宁。 ”这真是欲多一字无法添，欲少一
字无法删，气韵传神。 读后，觉得语言瓷
实且不缺乏弹性， 生动形象地展现出了
一幅幅美妙绝伦的画面。

读罢全书， 不禁想到古人说的
“知人而论世，读诗以观心”。 读梁衡
的散文，让我不仅看到了人物内心的
真实情感， 而且也认识了一位对历
史、对时代，具有敏锐感知的作家的
心灵。读梁衡的文章，是一种欣赏，更
是一种思想的洗礼。

共圆中国梦
作词：李勤 作曲：汤子星

演唱：王丽达

五千年的黄河水

流淌着一个梦

河两岸上的五色土

长出了梦中景

一辈辈的薪火相传

不变的是笑容

听着滚滚春潮

举起澎湃的心声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家家享太平

放飞希望 你和我都能出彩

咱用劳动和汗水

共圆中国梦

一百年的路悠长

浩荡荡染雄风

勤劳勇敢的好儿女

耕耘着梦中情

千万里的山川秀美

歌飞大地长空

看这缤纷的世界

凝聚共同的心声

国家富强 民族振兴

人民幸福 家家享太平

放飞希望 你和我都能出彩

咱用劳动和汗水 共圆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