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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帮俊

季羡林既是有名的国学大师，又是文笔质
朴的散文家。他的作品朴实接地气，率真又有
些幽默。这本《花开花落自有时》收录了他的一
些散文精选。全书分为读书、治学、做人、小论、
趣景 5 章节，内容包含他的读书故事、学术研究、
做人处世的感悟，对一些事情的杂论，以及他用
散文笔触描绘的生活趣景。

季羡林酷爱读书，也教了一辈子书。在北
大教书时，一有机会，他就进入他的研究室，“躲
进小楼成一统”，坐拥书城，其乐实在是不足为
外人道也。“书是我的朋友，而且是密友。我虽
然对它们并不是每一本都认识，它们中的每一
本却都认识我。我每一走进我的书斋，书籍们
立即活跃起来，我仿佛能听到它们向我问好的
声音⋯⋯”看来，读书带来的愉悦与享受，对季

羡林来说，是特别幸福的事。《我的书斋》《对我
影响最大的几本书》《丢书之痛》等文章，讲述与
读书有关的故事，分享读书之乐、丢书之痛。

季羡林曾留德 10 年，这也是他人生重要的
10 年。在德国哥廷根大学，他学到了知识，又师
从国外著名教授，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在
离开哥廷根大学 35 年后，他又有机会重返故
地。当踏上这块熟悉又有些陌生的土地时，思
绪万千。在他的心灵深处，这里已经成为他的
第二故乡。可惜，景还在，人不在，早就物是人
非，时间改变了许多。不过，最让他高兴的是，
见到了他的“博士父亲”老教授夫妇，尽管他们
都已是耄耋之年，可当季羡林与他们围坐在一
起时，就如同 45 年前，初次见面的场景重现。
离别时，一句“过两年，我再回来看你”让季羡林
泪眼朦胧。

季羡林的千字小品文，也非常有味道，蕴含
人生哲理。一个人活在世上，总要面对做人与

处世。当处理好 3 个关系，即人与大自然的关
系、人与人的关系、个人心中思想与感情矛盾与
平衡的关系。三者处理好，生活就能愉快，反之，
则苦恼。对于人与人的关系，季羡林给出了 2 字
箴言“真”与“忍”。做人要真，适时需忍。这也是
人生处世的原则与智慧。可世间，又有多少人能
做到，虚伪的面孔，让人少了真性情。缺乏忍耐，
又生出许多不该有的事端。作为一个做学术的
专家，他也是个懂得思考的人，《关于人的素质的
几点思考》中这些思考总能给我们些启示。

热爱生活的人才会享受生活。褪去大师的
光环，季羡林内心仍保持着一颗童趣之心。赏
荷花，看丝瓜，“哭”苦藤。他会为小猫小狗小草
小花而流泪叹气，可见，他是个感情细腻、又特
容易被感动的人。

笑 对 人 生 ，这 也 是 季 羡 林 一 生 的 真 实 写
照。无论遭遇什么，或喜或悲，仍然用颗平常
心、乐观心去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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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如

《初心——来自新乡先进群体的报告》一书，
还没有读完“上篇”的“引子”，我的心就已经被打
动了。一口气读完全书，还想再回过头来重读。

我不知道在中国的哪个地方，老百姓会把自
己对干部想说的心里话刻在石碑上，甚至刻在大
山的绝壁上，而在太行山里，却有。

“我要让我的孙子，孙子的孙子永远记住他们，
永远不能忘了他们”“人民永和”“辉县有个郑永和，
兴修水利好处多。源头西起太行山，往东通到杨闾
川。灌溉土地上千万，人民群众笑开颜⋯⋯”读着
老百姓刻在石壁和石碑上的这些话，我不由自主地
在书边写下了两行字：“太行有传奇，愚公著新篇。”

让人更为感动的是，当老百姓刻石赞颂全国
优秀乡镇党委书记吴金印时，他发现一块就凿平
一块，但他凿的赶不上群众刻的。群众趁他出
差，还把“吴公山”三个大字刻在太行的万丈悬崖

上。但是吴金印还是说服群众把“吴公山”的“吴”
字改为地名“唐庄”的“唐”字。读到这里，我对吴
金印这个老先进的认识大大升华了。

开卷不到 3 页，我就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边
读边写下心得体会。我恨不得马上去那里，亲眼看
一看、读一读这些石刻。因为，它们反映的是胜过
工作关系甚至亲情关系的干群关系。这种干群关
系，战争年代有过，新中国成立初期有过，后来却少
见了，而今天在太行山里还有，岂不令人感动？

太行山里的老百姓之所以要用石刻来赞颂那
里的干部，就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模
范行动感动了群众。

太行山老百姓赞颂的干部，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群又一群、一茬又一茬。

——“半个多世纪，河南新乡涌现出 10 多个
全国先进，100 多个省级先进，1000 多个市县级
先进，更有 5 位先进人物被党中央号召学习。”

——“近年来，这群一方土地的带头人被合称
为‘新乡先进群体’。他们一个看一个，一个比一

个，一个学一个，先进辈出，代代传续，汇成独一
无二的‘新乡现象’，他们从南太行区域不断辐
射，这一带，成为‘现象级’的先进沃土。”

这两段话，我读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在后边的
书稿中去找印证。于是，一个又一个熟悉的和不那
么熟悉的名字，不断映入眼帘。他们中，有史来贺、
郑永和、吴金印、刘志华、张荣锁、裴春亮、范海涛等，
还有从太行走出去，在福建东山岛和人民群众同甘
共苦、治沙富民的谷文昌。这个先进的群体，有的是
村支部书记，有的是乡镇党委书记，有的是县委书
记。而且，他们是一代接一代“传代的先进”。

我一边读一边想：为什么在太行的新乡，会
出现那么多的先进群体？这一先进群体传奇的
故事和朴实的语言，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腾
着。这一先进群体，不仅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
——共产党员，而且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心中都
牢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恪守党的观念和党员意
识，才使得他们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保持
共产党员的本色。

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应该是时时处处都记
住自己是共产党员。对于共产党员来讲，讲“崇
高”，讲“高远”，不是要好高骛远，而是要记住一
个最普通的要求：“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们党
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学党章党规，学系列
讲话，最终都要落脚到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坚守党的观念和党员意识，正是“新乡先进
群体”得以“传代”的红色基因。

事实上，本书的作者也在苦苦寻求“为什么在
太行的新乡，会出现那么多的先进群体”这个问题
的答案。全书的“中篇”，题目就是“新乡红色密
码”。“脚下有泥土，心中有群众”“不跟风，不唯上，
只唯实”“严格要求不打折”“能干还需巧干”“让典
型在机制下健康成长”“立志当高远”⋯⋯都是本
书编写者概括和总结的“新乡先进群体的红色密
码”。应该讲，编写者的认识都有事实根据，应该
是可信的。而所有的这些“红色密码”，也正是共
产党员之为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

（本文为本书序言，有删改）

太行有传奇 愚公著新篇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博览群书坚定“四个自信”

新华热书榜

坚守党的观念和党员意识，正是
“新乡先进群体”得以“传代”的红色基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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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浮生》通过描写和记述发生在日常生

活中给作者带来震动与思考的事件，写出
一部用诗心对生活的不懈追问。作者疑怀
世俗，却又透出对世俗无限的衷爱。病痛、
孤独、乡愁、自然、田埂，哪怕是作者自己无
奈中替老姑父在北京的医院高价挂号，而
病人千里迢迢到来之后，专家医生又无端
地休息歇班；还是作者在文中写到故里，站
在村头，对田野、村落、物景、人事的点点滴
滴，都有一种浓到化不开的爱，有一颗对庸
常生活的感谢心。

作者在写到这些细碎的日常时，有一种
不愿停笔的渴望，仿佛不画出生活落叶的筋
脉，就不足以在一幅油画中表现林地树木的
繁华和更替。作者的叙事十分从容，字字珠
玑，回味悠远。用一个个细小而特别的故
事，串起人生中无可逃避的情境和遭遇，照
出自我的底色，看见别人的生活。

品读本书，能让我们自觉寻求内心的
安定与通向未来的力量。

作 者 刘 汀 ，1981 年 生 于 内 蒙 古 赤 峰
市，青年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布克村信
札》，散文集《老家》《暖暖》，小说集《中国奇
谭》，诗集《我为这人间操碎了心》等。曾获
新小说家大赛新锐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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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京城的历史源远流长，自金朝建都，

至今已历800余年。作为中国最后三代统一
王朝元、明、清的帝都所在，北京的城市规划
和建筑艺术堪称历代都城之集大成者。

《北京城：中国历代都城的最后结晶》
共分“北京城的起源及其演进的轨迹”“明
清北京城——中国封建帝都的最后成果”

“北京城的文化之源”“北京城的传承和保
护”等 4 章，以宽广的视野、丰富的史料、严
谨的论证介绍了北京湾、永定河、古蓟城、
唐幽州城、辽南京城、金中都城、元大都城、
明清北京城的来龙去脉，重点阐述了明清
时期的都城建设成就，聚焦紫禁城、天坛等
极具王权特色的建筑，进而追索这座伟大
城市的文化渊源。全书约 35 万字。

在 此 基 础 上 ，作 者 立 足 当 下 ，回 顾
1949 年后新中国对北京旧城的继承与革
新，全面总结过去 60 余年在城市建设方面
取得的经验和教训，为未来北京的发展提
供历史之镜鉴。

今年 80 岁的朱祖希先生长期从事城
市规划和环境问题研究，著有《侯仁之与北
京城》《营国匠意：古都北京的规划建设及
其文化渊源》《北京的母亲河》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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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忠富

没有人能够轻易成功，在某件具体事情上，
如果有人比你做得好，很可能因为他失败的次数
要比你多。生活就是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解
决问题才是快乐的本源。我们要想实现幸福人
生，唯有不断解决问题，才能用持续的努力叩开
幸福之门。

作家张丽钧认为，这世界没有唾手可得的
幸福，你要走一段崎岖的路，穿过一段幽暗的
岁月，才能与你渴望的人生相遇。张丽钧最新
出版的《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一书以“幸福”
为主题，主要探讨何为幸福，以及如何实践幸
福等大众关心的问题。本书收录了《人生没有

错误的台词》等 88 篇长短不同的文章。作者
以其生动轻盈而又严谨的笔触，将她的感受和
思考付诸笔端。每一篇文章都意味绵长，富有
哲理。短小精悍的故事，温暖睿智的议论，让
读者在轻松愉悦的阅读中体悟幸福的本来样
貌。

譬如在《成长的寓言》中，作者谈到观看一
组图片的感受。这组图片拍的是榴莲从开花
到结果的过程。起初榴莲树上花团锦簇，“那
些花苞排列得可真密呀，你拥我挤，互不相让，
像是谁捆扎了一把把绿珠子，仔细地绑到了枝
干上”。众所周知，开花必然会结果，但是在风
雨雷电的考验下，“只有些稀稀落落的花朵幸
运地发育成了小榴莲”。最后，仅有少而又少
的一些榴莲果“修成正果”。作者感叹到，真正

的成长必然伴随着痛苦和扬弃。为了体现自
我的生命价值，比咬牙坚持向前走更为重要的
是懂得抛舍，像榴莲树那样，抛舍那么鲜润的
花，拋舍那么嘉美的果，唯其如此，它才能既怡
人眼，更怡人心。

人生只有走出来的美丽，没有等出来的辉
煌。在本书中，不仅谈到了人生应该怎么过，也
谈到了对爱情的看法，譬如“爱是一种伴随着痛
感的心理体验。不管那人多么得意，你心里却缭
绕着一股驱不散的莫名的怜惜。怜惜那人的境
遇，即便那人的境遇是惹得满世界人艳羡的”。
事实上，爱情也是需要互相欣赏的，唯有经过爱
情的洗礼，我们才会明白幸福的真谛。人生需要
奋斗，爱情需要经营，生活需要情调，当你做到了
这些，幸福就会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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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范

诗词泰斗叶嘉莹先生说：“古人云：情动于中
而形于言。说到一首诗的好坏，先要看做诗的人
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是不是有他自己真
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在那里说一些虚伪、
夸张的谎话。”这就告诉我们，不管什么样的诗，
都必须真实真诚，真是诗的天性。

捧读青城乐山居士、诗人李文佑的诗集《方
寸燃灯》，最突出的感觉是真实，所以特别感人。
诗人或题咏、或感事、或抒怀，都从自己的心灵出
发，把内心深处的爱恨、想象和感动一起表现出
来，既贴切又生动，产生了生活之真、情感之真、

世事之真乃至艺术之真。
这首《白杨树》：
一年一度自荣枯，不羡苍松庆悬弧。
历尽人间寒冷后，捧出绿叶绘春图。
短短的 4行小诗，朴素、简单、明快，内容却分

外丰富。写景、写事、写情、写意，一切真真切切，赋
予了人生和生命的意识，因此意韵悠然，意味无穷。

另一首《草原行》：
平平仄仄草中途，半入青天半入庐。
何处横吹杨柳怨？牧家小女逗鸡雏。
平仄对仗严谨，诗情欢快活泼，诱人眼目。

此诗人真、事真、景真、情真、理真、趣真，作者心
灵的真实与外物的真实融为一体，浑然天成，便
是“歌泣无端字字真”“真趣盎然流肺腑”。诗人

的感受与体验，是应该属于自己的独到的，方显
鲜活、深刻，充满吸引力、征服力。

通读诗集，发现作者的创作是坚持立诚为
本、求真为贵的诗脉诗路的。扎根人民，描绘
生活，时时处处融进作者的心灵，读其作品必
然心神翻动。如“额吉不负春光好，歌撵归驼
映落霞”（《牧民》），独立、自由、畅快，眼前浮现
真实而活跃的画面。再如“耕夫一觉枕，学子
几家灯”（《山里人家》），古色古香，景美、情切、
意 深、透 明、超 然 ，让 人 过 目 能 诵 ，留 进 记 忆 。
又如“大漠临双照，黄沙影半圆”（《大漠》），情
景 交 融 ，言 志 缘 情 ，词 切 意 精 ，带 来 心 灵 的 震
撼。不说谎,不虚伪,不造假，以真为本，便受
读者的欢迎。

诗的天性是真

作者：季羡林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文佑
出版社：远方出版社

□邓勤

美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丹尼
尔·斯特恩专门从事婴儿发展研究，他认为母婴间
的纯社会互动在婴儿的学习和参与人间之事的最
初阶段，属于具有决定意义的体验之列。在婴儿出
生6个月后，这个阶段的工作就完成了。丹尼尔在
其所著的《母婴关系》中，运用微观研究方法，对母
亲与婴儿之间的互动进行了细致解析，你将知道在
最初6个月的短暂时间里，婴儿是如何作为一个社
会人而出现的。本书包括《婴儿的技能》《走自己的
路》等9章。

作者认为母婴的互动就像和着音乐共舞一
样，需要相互配合，遵循各种各样的互动模型。在
最初的6个月内，婴儿发展出一套关于人脸、声音、
触摸的图式，他能识别母亲的脸、声音、触摸和动
作。他也习惯了各种各样变化的图式，形成了对不
同人类情感表达信号的理解。他还“获得”了人类
行为的时间模式，以及速度和节奏的不同改变和变
异的意义。他学会了在开始、维持、终止和回避同
母亲的互动方面有着共同效果的社交线索和习俗，
也学会了不同的对话模式，如轮流说话。

对绝大多数母亲来说，带孩子的行为实际上
是凭直觉产生的，会受到母亲的文化背景的影
响。可以说，潜在的母性行为有可能被“发现”，

在适当的支持环境下会得到使用。然而，少数母
亲似乎没有这基本的直觉技能，需要被教导怎样
做母亲。

作者认为社会互动行为，即使是同婴儿的社
会互动行为，也是一个独特且复杂的过程。这些
社会互动行为包括即兴表演发自内心的行为、自
发创造和改变时间模式和行为序列等。我们生
而为人，意味着要去探索、冒险、获得经验值。成
为母亲，意味着要给婴儿提供一个充满经验的世
界。作者告诫我们，初为人母，难免焦虑，你该学
一点“婴语”，这样我们才能了解婴儿在想些什
么，需要什么，从而更好地与他们互动，促进孩子
的健康成长。

学一点“婴语”

用持续努力叩开幸福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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