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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书话

□孟和

我手拿装帧印制精美、油墨味未干的《蒙医
学蒙汉名词术语词典》，感慨万千！它的出版，
填补了蒙医学基础研究领域无蒙汉双语词典的
空白，可称得上是蒙医学发展史上里程碑意义
的作品，为蒙医药走向大众，走向世界，为更多
人认识蒙医蒙药，学习使用蒙医蒙药搭建了阶
梯。

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蒙医药工作者韦编
三绝，风餐露宿，深山野外调查采集，甚至以自
己身体做试验，使得蒙医蒙药发展成为一门具
有独立理论体系、独到治疗方法、独特治疗效果
的经验医学——蒙医学。并为无数患者解除着
病痛，尤其为一些疑难杂症患者带来了康复。
也正因为这样，蒙医在蒙古族民间被誉为“奥特
奇医”学（神医）或“健康使者”。

今天，这样一个“奥特奇医”学，仍没有被更
广大群众和其他兄弟民族普遍认知或者是接
纳，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蒙医药经典著作的绝大
部分均以蒙古文字著成，多数著作没有汉译版
本，包括现在使用的大中专院校的部分教材。
不说其汉译著作不成体系和规模，其中一个重
要的问题便是名词术语翻译不规范甚至混乱。
因而造成蒙医医生诊病汉语描述病情表达不
清，患者难听懂等难题，无法更多地吸引其他兄
弟民族的医学爱好者来学习蒙医学。所以做好
蒙医学名词术语汉译工作成为蒙医学推广发展
的瓶颈问题。

蒙医学同仁们为破解这一难题付出多年的
努力和辛勤的汗水。《蒙医学蒙汉名词术语词
典》的主编、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学院乌仁图雅
教授便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在几十年如一日
的蒙医学教学、科研和临床工作当中取得过骄
人的业绩，是自治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自治区教学名师、名医，自治区医药卫生学术带
头人，是一名学术著作颇丰的蒙医。他深知蒙
医学名词术语翻译的不规范和混乱，成为蒙医
蒙药发展推广的一大障碍。为此，他在教学、科
研工作中，把蒙医学名词术语汉译作为一个重
点研究课题进行了研究。

乌仁图雅教授历经10余载，翻阅了蒙古文

大量古今经典医学著作，对出现的名词术语系
统地进行记录、翻译、注解，与已有译文的词条
进行校勘，整理数千条蒙医药学名词术语，并于
2004年申报内蒙古医科大学《蒙医药名词术语
蒙汉文规范化研究》项目，由此他萌生了编纂出
版蒙医药学蒙汉名词术语词典的念头。编纂辞
典是编书第一难。他没有畏惧词条整理和繁琐
编排勘校工作，10余年披星戴月挑灯夜战，完成
了《蒙医学蒙汉名词术语词典》的编纂，并参与
了出版编辑过程，前后修改13次。他用自己的
智慧和勤劳，打造出一部经典名作。

该词典共收录了13000余条蒙医学各科名
词术语蒙汉对照词条，成为迄今为止内容最广、
收录词条最多、应用性最强、蒙医学专业名词术
语汉译较为准确的专业蒙汉文对照词典。词典
中不仅收录了现有出版物中出现的常用词条，
如蒙医基础理论、饮食、药方、诊断、治疗原则及
方法、护理、传统疗术，还少量收录了在《蒙古学
百科全书·医学卷》和全国高等医药院校蒙医专
业教材中出现的部分西医名词术语。该词典的

一大亮点，是对每个词条在蒙医学中的来源属
性进行了标注，这是一项极其繁杂的工作，属性
分类标注做到了科学合理和大众化，这是在以
往出版的词典中未能做到的。这给使用者提供
了更多知识信息，也提升了该词典的学术价值
和使用价值。该书在蒙文名词术语汉译时，尽
量尊重和保留了在汉文蒙医著作中出现的相应
的名词术语。有些蒙医成语虽不是名词术语，
但蒙医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对此类条目也作为
词条汉译列入，为汉译蒙医著作提供了标准译
文，极大地提高了该词典的实用性。蒙医治疗
原则中蕴含着蒙古族文化印记，这样的词条在
翻译过程中既考虑了文化内涵，也考虑了蒙医
特征，并对蒙医与西医同一病症名称进行区分
命名，充分体现了专业的特点。该词典首次收
入了在《蒙古秘史》中出现的“额速克”等有关饮
食方面的术语，丰富了该词典的文化信息。还
收录了《饮膳正要》全部400余条蒙古民族饮食
疗法，充分体现了蒙古族饮食文化的博大和膳
食疗法历史渊源。在蒙古国蒙医界常用的“乳
清浴疗法”等术语也被收入到词典中，增加了名
词术语多样性，搭建了蒙医药名词术语国际交
流平台，另一方面这也是对蒙古语言文字发展
的一项贡献。该书首次对近意术语进行了较准
确的区分汉译，这些术语在平常形态没什么两
样，但在表象描述上有所微差，从而在蒙医治疗
下药上是有区别的。这体现出作者精湛的蒙医
医术学术水准和语言文字能力。该词典还对过
去汉译名词术语的误译或翻译不准确的名词术
语进行了收集和筛选，对其进行了更正翻译和修
正 ，这是一项动一字牵千条的复杂工作。作者
以一丝不苟的态度，在征求学者等意见基础上加
以完善，使这些词条更加科学、准确、易懂和更贴
近原意。

在蒙医名词术语汉译上有10余项突破的
《蒙医学蒙汉名词术语词典》的问世，加快了蒙
医蒙药的普及步伐，会让更多人受益于蒙医蒙
药。

《蒙医学蒙汉名词术语词典》
主编：乌仁图雅
出版社：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人民出

版社

《蒙医学蒙汉名词术语词典》：

认知蒙医学的首部蒙汉双语辞书
《追梦珊瑚——献给为保护珊瑚而奋

斗的科学家》是被誉为我国“大自然文学之
父”的刘先平先生的最新力作。这是一部
长达20万字的中国首部描写珊瑚礁科考
的纪实文学作品。

该书生动展现了我国科学家们为保护
和恢复珊瑚礁生态系统所做的艰苦卓绝的
奋斗，既有他们长年累月冒着生命危险考
察珊瑚的精彩实录，又有繁育、移栽珊瑚的
奇思妙想。书中还附有大量精美图片，向
读者展示了多彩而神秘的珊瑚世界，同时
也展现了我国海疆特别是南海海域丰富的
海洋资源。作品文学性、知识性、趣味性融
于一体，热情讴歌了我国科学家们为实现

“恢复和繁荣珊瑚礁生态系统”梦想的拼搏
精神和探索未知、开拓奋进的科学精神，也
从一个侧面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深刻道理。

书中有 4大亮点：其一，强调海洋意
识。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是我国未来
重要的发展方向。该书通过描述海洋的顶
级生态系统——珊瑚礁生态系统，告诉读
者珊瑚世界既是一个五彩斑斓的花园，更
是不可限量的天然宝库，守卫它的意义不
可限量；其二，呼唤生态道德。该书通篇大
力倡导生态道德，唤起大家保护生态环境
的意识和培养生态道德的自觉性；其三，讴
歌奋斗在第一线的科学家，讲好中国故
事。作者四下海南，两赴西沙，几乎走遍了
所有驻军岛屿，并巧遇珊瑚专家皇甫博士，
她的团队是我国珊瑚生态学方面最权威的
团队——与大海为伍，劈风斩浪，不畏生
死，与珊瑚为伴，为恢复、繁荣珊瑚礁生态
系统历尽艰险；其四，强调海疆意识，宣誓
南海主权，激发爱国主义感情。中华人民
共和国的疆域，不仅有960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还有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疆。国
土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它不仅意味着
富饶的物产，美丽的风光，更有着国防和战
略上的意义，是我们的海上长城。

珊瑚世界
神秘多彩

□高中梅

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的新书《文章自在》，演
绎文章之道，既谈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
的看法，也示范各种写作技巧，借此向读者表明：
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

《文章自在》一书中，张大春收录30多篇例
文，示范各种写作技巧，诸如怎样提高写作能力、
如何另辟蹊径写命题作文、如何活用典故和写作
公式，等等。书中还特别征引了苏洵、鲁迅、胡
适、梁实秋等古今名家文章各1篇，进一步阐述文
章妙趣、语言美好。让读者明白，唯有以写文章
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方可体会文章的乐
趣，也才能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

张大春对“作作文”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的
意思就是要“写文章，不搞作文”。一方面，写文
章本来和写作文在本质上就有差异。另一方面，
他希望自己的文章有说得出道理的美学。他在
每一篇引文里面都在说明写作是怎么一回事，但
在例文里不说。只要读者从头到尾读一篇，就等
于体会了一遍写作的技术。他始终相信熟练理
解比死记硬背更重要，这种熟练会转化成一种组
织文字的能力，变成下笔的能力。

张大春还是对如何写好作文下了很多心

血。写作文虽有遣词造句的基本门槛，但门槛之
上，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作文本人对题意的理
解，对自身经验的有机整合。在他的“惯用语+生
命经验+掌故传闻=成文”基本作文框架中，“生命

经验”权重占三分之一，足见其对作文本人“破题
立意”的高度看重。立意要求锲入个人的“生命
经验”，这其实也是区分同一命题文章不致人云
亦云的关键所在。

张大春对写作文的建议是，尽可能写简单，
少用形容词、副词，多用动词。现在的孩子们“脑
子里动词太少”。这一问题的出现，原因不在于
孩子缺乏想象力，而是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条件去
参与更多生活体验。他还建议，标题“离题”以增
加悬念，结尾“离题”以增添意味；开篇设问，由一
个问题引出另一个问题；文末勾回一笔，串联散
珠；文末荡开一笔，增添意味。同时，他也认为，
今天我们说人不会写文章，文章不好看，说穿了
就是不会做人。不会做什么样的人呢？张大春
的回答是：千万别以为答案是不会做好人，应该
说今天的人不会写文章，全是因为我们不会做有
趣的人。

读完全书，感觉张大春极具古代文人的风
范，有文以载道的入世，也有著文章以自娱的出
世；有引经据典议论古今的豪情壮怀，也有流连
诗书赏玩文字的幽情雅趣。就如张大春说的，写
文章还是要靠练习和悟性，但不应以考试为目
的，也不应以成为文学家为目的。文章是表达自
己的方式，是语文修养，是一种沟通管道，好文章
能让我们对人世的理解超越时间！

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

编辑推荐：
“写作的意义，是猜测老天别

有所图的运作方式，识别迎面而
来事物下的杀机。”徐皓峰说。

收在《处男葛不垒》中的小
说，都属于徐皓峰的少作，创作期

“涵盖了青春的初始与结束”。作
为美院附中及电影学院导演系学
生，青年徐皓峰汲汲于艺术之真
谛，这些作品里可以瞥见一抹西
方现代文学艺术的魅影，上世纪
90 年代原乡北京的风貌人情，青
春雀跃驰骋的疆域。所有的单
纯、稚气、幻想和想象无不打着童
贞的烙印并且不复重现。封面及
书中插图均为作者徐皓峰就读中
央美院附中时期的习作。

徐皓峰是导演，作家。1973
年生，高中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附
中油画专业，大学毕业于北京电影
学院导演系。编导了《倭寇的踪
迹》《箭士柳白猿》《一代宗师》《师
父》等电影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武
士会》《道士下山》等，短篇小说集

《刀背藏身》，纪实作品《逝去的武
林》《高术莫用》《武人琴音》等。

编辑推荐：
家教和家风是支

撑中华民族薪火相传
的重要精神力量，是
家庭文明建设的宝贵
精神财富。家庭教育
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发
展，关系到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关系到
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 中 国 家 教 百
年》以中国家庭教育
的百年变迁为经，以
家庭教育的名著、佳
作、好父亲、贤母亲、
良法规为纬，为读者
展 示 了 许 多 鲜 知 的
史料和优秀的家教、
家风、家训，为家长
和 家 庭 教 育 工 作 者
了解、学习和研究家
庭教育，掌握家庭教
育 的 客 观 规 律 提 供
了有益的帮助。

作者：徐皓峰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作者：王大龙
出版社：湖北教育出版社

□钟芳

荣获《十月》文学奖最佳长篇小说的
《古今海龙屯》是当代著名作家叶辛最新
完成的一部力作。该作品围绕贵州遵义
海龙屯的前世今生，巧妙结合作者擅长的
知青题材与“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
战，别有新意地呈现当地家族史风云变
迁，其中既有古人的气息在，同时又有一
种与时俱进的现代感。

全书共分“现代”“明代（1600年）”“当
代”3章。书中讲述了上海一位普通的书
画教员黄山松，偶然间参加一次拍卖会，
亲眼见证了一只青花瓷瓶如何从150万元
拍到了1.8亿元。他坐不住了，当年在贵
州的知青往事涌上心头，他曾经得到过明
代神宗皇帝御赐给当地土司王的一只青
花釉里红水梅瓷瓶。那可是继承了土司
贵族血脉、长得“鬼美妖美”的播州女子杨
心一和他的爱情信物。30年前狼狈分手，
30年来音信全无，黄山松该如何找到她和
它呢？“山地上花儿在开，树在生长，和它
们一同生长的就是一辈一辈人的故事，这
些故事和围着火塘讲的传说，就是人活着
的另外一种食粮。”这一次，叶辛通过饱蘸
的笔墨为读者讲述了一段历史传奇。

海龙屯位于遵义市汇川区高坪镇的
龙岩山上，因是一座宋、明两朝修建的集
军事、衙署于一体的古代军事城堡而闻
名。因地势险要，《明史》称其“飞鸟腾猿，
不能逾者”。它由播州土司家族经营数百
年之久，最终毁于明末的平播之役。作为
国内已发现的历史最久、规模最大、保存
最完整的军事遗址，海龙屯的城墙、关隘、
石道、宫殿布局等，都还保持着明代样貌，
2015年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万
历二十八年（1600年），明廷官军攻入海龙
屯，经过114天的激烈战斗，播州杨氏第
29代土司杨应龙自尽身亡，终结了杨家
700余年的世袭统治。这场震动朝野的血
雨腥风，史称“平播之役”，为万历三大征
（朝鲜之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之一。
2012年，海龙屯入选为“中国考古十大发
现”之一，一个千年土司王国的神秘身影
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之中。

为了这本《古今海龙屯》，叶辛寻古问
今，酝酿了30年，从这处保留至今的明代
最大战役古战场起笔，写到当年的插队生
活，直至延续到知青一代人今天的感情生
活。本书结构奇特，古今交织，时空变换，
故事的枝枝叶叶次第展开，最终才让读者
窥见故事全貌，如同一棵参天大树，一圈
又一圈紧密的年轮流转在光阴里，沉淀着
它的古老与沧桑。

作为知青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叶
辛一直用一支笔关注着、记录着这一代人
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其著有长篇小说
《蹉跎岁月》《家教》《孽债》等，由其本人改
编的3部同名电视连续剧均在国内引起巨
大轰动，感动无数观众。

《古今海龙屯》
作者：叶辛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海龙屯的古与今

编辑推荐：
作为“百度搜索”的创始人，李彦宏已

经成为光彩夺目的风云人物。15年的百
度历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李彦宏与百
度一起经历风雨，见证辉煌。郭宏文、王淼
共同撰写的《李彦宏专注成就百度人生》，
既是百度的发展史，也是李彦宏的创业史。

全书共分10章，全面介绍了李彦宏的
百度经历，勾勒了互联网巨头的成长轨
迹。百度第一人的传奇人生，诠释了中国
商界的精神与勇气。

李彦宏的职场人生，一直在不停地
折腾。作为北大文科高才生的他，本可
以找份稳定安逸的工作，他却费尽心力、
千里迢迢跑去美国攻读计算机硕士学
位。毕业后，在计算机博士学位唾手可
得的情况下，毅然终止学业，本可以在美
国过上优渥的中产阶级生活，却抛开一
切，只身回到中国创业。在公司蒸蒸日
上、稳坐国内搜索引擎第一把交椅之后，
又毅然决然地推倒一切，孤注一掷地推
进O2O战略转型计划。

折腾的背后，是他对自己、对事业的不
断追求。当他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写下过
豪言壮语：“我不要做涧底的石子，任时光
如水自梦里流泻而过，我要做就做那参天
直立的树，根深深地扎进黑暗的泥土，枝高
高地伸进光明的苍穹。”

李彦宏的成功，除了机遇与运气，最为
重要的是勤奋与坚持。“认准了，就去做，不
跟风，不动摇”。正是有了这种咬定青山的
信念，才有了百度的传奇。

《李彦宏专注成就百度人生》
作者：郭宏文 王淼
出版社：台海出版社

李彦宏的
百度人生

■品味

■读而思

■网上阅读

■沙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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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支付宝（其母公司为蚂蚁金

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我们在用
手机扫码支付，或者用余额宝理财的时
候，一定会和支付宝发生关系。

《蚂蚁金服》全景式地描述了蚂蚁金
服创业的关键历程，记录了马云在公司
发展过程中 4 次关键性的表态，彭蕾带
领公司回归用户价值导向的“骆驼大
会”，支付宝在技术上的重要突破，记录
了虚拟账户、快捷支付、余额宝诞生的坎
坷经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 ALL IN 无
线之役，公司全球化的最新进展……正
是这些关键性的产品和创新，奠定了蚂
蚁金服今天的地位。除了描述重要人物
和事件，本书还首次翔实地披露了蚂蚁
金服在组织管理和企业价值观塑造上的
具体做法，强大的价值观和优秀的人力
资源体系，构成了蚂蚁金服不断前行的
独特驱动力。

蚂蚁金服的成长之路，是中国科技
金融企业成长的缩影。该书既是一部跌
宕起伏的科技金融企业成长史，也包含
大量可资借鉴的创业思想、商业理念、企
业文化、运作模式和用人之道等。

作者：由曦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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