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晓峰

60年，一条街，在两代人的命运里，折射出
跌宕起伏的历史风云。《幸福街》展现了在历经
特殊时期到改革开放近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
生活在幸福街的两代人的遭际和情感。小说
通过小人物的命运遭遇，广阔而深刻、真实而
生动地反映了中国当代的社会变迁。

《幸福街》写了3组人，一组是林阿亚的父母
即何顿的父母这代人；另一组是哥哥姐姐们；第

三组人就是何顿自己这代人。作为湖南省具有
代表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何顿在创作中一直秉持
着“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
活”的创作理念。这一部直面人生、深刻还原时
代的作品，塑造了一批让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林阿亚是何顿花了很多心思塑造的人物。
书中有一个章节写林阿亚去领骨灰：一个十几岁
的少女，父亲被打成国民党军统特务，母亲被关
在牢里。接到通知去火葬场领骨灰，林阿亚胆子
小，要人陪她去。当她领到骨灰，走出来，腿一
软，骨灰坛掉到地上，骨灰撒了一草地，她蹲下来

边捧骨灰，边对着骨灰喊“爸爸呀、爸爸呀”。何
顿说：“写到这里时，我的眼泪瞬间落下来了。”

小说里还有很多女性特别出彩，比如周
兰、赵春花等。这些人物，尽管命运不同，但都
让人牵肠挂肚。这是一部回望人生，用一种温
暖的底色呈现几代人命运的作品，的确能让人
生发岁月静好之感。

何顿是湖南省长沙市人，现为湖南省作协副
主席、长沙市文联副主席，其主要作品有《湖南骡
子》《我们像葵花》《黄埔四期》等，被评论界视为

“新生代”和“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家之一。

幸福街上两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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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895 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山

村，自 10 岁离开故土，毕其一生，辗转旅
寄。在国内，考究语言，创办报刊，为当时文
坛一开“幽默”新风；在国外，针砭时弊，引介
东方，以独有见地诠释“吾国与吾民”。

回顾二十世纪中国文化思想谱系中的
知识分子，林语堂是不可或缺的名字。鲁
迅、胡适、林语堂，他们的精神遗产，无疑是
二十世纪中国的重要知识思想资源。而林
语堂留赠后人有形及无形的一切，将对新世
纪的中国乃至世界，别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多年潜心治学中西文学文化的钱锁桥是美
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比较文学博士，对民
国知识分子特别是林语堂研究极有心得。
他在这部传记《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
道》中，沿着林语堂的成长轨迹、思想脉络，
努力深入林语堂的精神世界，意在重新发现
作为文学家的林语堂还兼批评家、哲学家、
思想家等多重身份，使读者能够凭借这部传
记走近这位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文化
人物，并尽量看到他立体、真实的面貌。

编辑推荐：
今天，世界各地都有“鸟人”一族，热衷

于到野外观察鸟类。有些人的这一爱好甚
至发展到狂热的程度。但这一爱好的历史
却并不算悠久。《丛中鸟：观鸟的社会史》指
出，从史前到 18世纪末，人类只是在“看鸟”
而非“观鸟”。本书把“现代观鸟之父”的名
号给予吉尔伯特·怀特（1720-1793）。怀特
以《塞耳彭自然史》一书享誉自然文学史，他
观鸟的方式、对待鸟儿的态度对后世“鸟人”
产生了深远影响。本书作者亦是一狂热“鸟
人”，他以 17 个关键词结构本书，追溯了历
史上人类是如何对待鸟类的，讲述了近代以
来观鸟运动的兴起，再现了观鸟如何由一种
个人消遣发展为有组织的群体活动，并最终
成为产值达几十亿美元的特殊产业之过
程。“鸟人”“鸟事”，趣味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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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娟

生活美学家蔡颖卿的作品《两个人的餐
桌 两个人的家》，从情、住、行、衣、知、食6个方
面，带领读者通过具体的生活细节，看见一屋
两人三餐四季的生活日常。

蔡颖卿和先生历经30年的幸福婚姻。30
年里，他们历经新婚时的两人世界，有孩子以
后的4口之家，孩子都独立出去以后的再度两
人世界。作者细致地记录了这一路走来的生
活经验。她对于30年婚姻的总结是：充实愉
快。因为她的生活实在太幸福，为避免全写出
来有炫耀之嫌，她还特意在书中备注：我觉得
人生有几件事是绝对不可炫耀的：一是财富的
多寡，二是婚姻的美满，三是儿女的成就。人
比起其它动物的不同是文化，这个文化里文明
是互助的情怀。如果分享是在希望之下，大家
相处的心情会充满鼓励；如果表达是一种好胜
的炫耀，它便一无所值。

这种善良与乐于分享的优美心态，殷殷透
于纸上。当然，这并不是凭空而来的幸福。蔡
颖卿勤劳、聪慧，有极高的审美水准，她热爱阅
读，经营餐厅，设计空间，出版10多本畅销书，
最重要的是还把两个女儿送进了名校。任何
的充实愉快，在她这里，全是做、做、做。

她温柔、宁静、不多话，却又非常有持守。
在《布衣饭菜，可乐终身》一章里，她这样写道：
我们珍惜食物，珍惜感受，珍惜所有投入食物
里的他人与自己的劳动。不只饮食，凡是物质
享受我都怕多，也怕不当。所以，我不喜欢一
连串的玩乐，一餐接一餐的宴会，长期的休假，
如果快乐拉太长，就会成为负担。取与舍，在
她这里，一向分明。

她厨艺高超，无论西餐还是中餐，日料还是
茶点，都有独到的技巧，常准备家宴招待朋友，不
止于此，她还殷切地将食谱附于书后，材料与方
法齐备，你只需照做便可。她还热衷阅读，并将
阅读体验，所读之书，与丈夫分享。从育儿书籍，
到哲学思想类的作品，通过阅读，双方有了更深

入的了解和纽带。他们会一起背诵同一首古诗，
在外出旅行堵车时，关掉音乐，大家一起玩诗词
接龙。看见绿藤红花，会同时想到“红桃绿柳垂
檐向”，早起的清晨，一起喝杯咖啡读会儿书，会
想到“晓窗分与读书灯”。同一首诗，能在同一时
刻抚慰两人的心，这是何等的雅趣与兴致。

她的先生在《后记》里表白：我们婚后的
生活一直是内容单纯但精神丰富，平静和谐
的生活里总有兴致，最特别之处是她读书读
至某一页，会因为太喜悦而像吃不下的东西
一样，一定要分给我一些热情，这是婚前我没
有想过的生活，也是婚后对我改变最大的一
种力量。

对于夫妻间的相处，蔡颖卿有自己的见解，
她提出，一对夫妻的生活，也许要真正地学会同
甘，才能到遇到困难时，有默契地齐心共度辛
苦，使“情”与“义”在生活中能生根、发芽、展枝。

看似寻常日日重复的日子里，勉力修持，
在不起眼处用心，终是蕴孕出不俗的成就，这
或许是本书的意蕴吧。

一屋两人三餐四季

□王忠范

谈起格律诗词，好多作者都认同著名老作
家、老诗翁冯国仁先生的说法。冯老先生说：

“内蒙古自治区地处北部边疆，既是民族地区
也是边境地区，所以写格律诗词总离不开边境
和民族这两大特点……”本着自己的观点，老
先生结集出版了诗词集《盈雪楼北塞诗选》。

这部诗集收进诗词300首，分为律诗、词
曲、歌行、辞赋、诗说和名家评点等6辑。这些
诗词作品绝大部分都是写呼伦贝尔乃至内蒙
古的，所以我们沿着诗行前行，随时随地便可
饱览边疆的人文图景。不管是怀古咏史、感事
抒怀、咏物明志，还是绘北疆景色、言民族风

情、唱当今时代，都优美表达、真实抒情、贴紧
现实，把读者拉进一个个场面或某些记忆，读
来便觉自然、顺畅、亲切。

作者深爱着自己的家乡，因此倾吐肺腑之
声酣歌畅咏之时，家乡的一切便在诗词间奔放
涌现，尽显边疆特色和民族风采，颇具新边塞
诗的特点。如《巴尔虎草原风情录》《呼伦贝尔
赋》《八声甘州·咏成吉思汗》和《莫尔格勒河》
等诗词作品，以现代的审美意识、深刻的意境
与晓畅的语言表现北疆草原的风貌以及蒙古、
鄂伦春、鄂温克、达斡尔等民族生产、生活、风
俗，内容丰厚，别有意味。如这首七绝《达赉湖
上唱和并序》：“牧野芳菲无限绿，北疆一镜豁
然开。波光水影涌云去，惊看鱼舟天外来。”景
观壮阔，比喻贴切，读来为之一震，顿生联想。

冯老先生这位大草原的歌者，立足北疆草
原，极目大千世界，在这部书里书写热气腾腾
的生活。“网围六面三公里，纲缆一提万尾鱼。”
（《看冰上捕鱼》）生产生活场面真实、形象，又
用偶对表现，极具感染力。“二岁马驹臀烙铁，
三月羊羔耳系镍。狂歌豪饮到天明，套马捉羊
神采烈。”（《玉楼春·伊姆额节》）这首写草原丰
收节的词，既喜兴又热烈，给读者带来新鲜的
景象和别样的感受，必然一诵三叹。景真情
真，情景交融，该是一种追求吧。

著名学者、诗人周笃文这样评价《盈雪
楼北塞诗选》：“年届耄耄之年的冯老，以火
一样的热情与生活妙笔为边疆少数民族谱
写出如此壮美辉煌的诗赋，浑如黄钟大吕，
响彻云霄。”

诗在边疆景色与生活中

编辑推荐：
盛可以的新作《息壤》，敏锐地选择了从女

性生育的角度切入，探讨当代女性自我意识的
觉醒。

《息壤》的故事发生在湖南益阳一个小村庄
初姓的家庭里，主要的笔墨集中在了初家4代8
个女人身上。她们中有被封建传统毒害却又同
样施之旁人的奶奶戚念慈，有被压抑了一辈子成
为生育机器而终至寂灭的母亲吴爱香，有将全身
心奉献给家庭的初云、初月，也有拼尽全力想要
从中逃脱出来的初雪与初玉，还有更为自我的初

来宝的女儿、初家第四代初秀，但是无论她们是
何种态度，初家的女性都不自觉地陷入有关生育
问题的漩涡，而其中第四代5位女性所面临的问
题尤为复杂。与丈夫阎真清感情破裂的大姐初
云一度想为一个对自己好的人再生一个孩子，为
此要跑去北京找小妹初玉做输卵管复通术；初冰
为了小五六岁的电工取生育环却发生了意外，丢
掉了子宫；因一次意外而丧失了生育能力的初雪
策划了另一场有关生育的战争；坚持反对生育的
初玉却最终成为了“生育勇士”。

在小说中，盛可以借由 8 个女性的机遇状

态，以敏锐的洞察力、最日常的话语，用冷静节
制的书写挖掘出潜藏于各个人物内在的思想
走向，并呈现其性格发展的复杂性，集中展示
了当下女性遭遇的种种困境与挑战。

小说中描写的初家只是中国农村家庭中
深受传统思想影响的代表之一。盛可以在以
女性生育作为创作切入口的同时，叙事并非局
限在某一家族某一村庄，而是放诸在整个时代
变迁的宏大背景之下，穿插于人物活动情节空
隙之间，不露痕迹地与整个历史的变迁和时代
的发展相勾连。

四代儿女的情感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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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爱华

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与思想观
念在快速城镇化的进程中发生了重大变革；与
此同时，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以及对于美好生
活的向往，都促使人们更加迫切地探寻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事实上，不同历史时期的城
市环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相互作用和不断累
加，使得原本问题已十分严峻的城市更加脆
弱，因此，研究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这一复杂
的问题意义重大。

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的进程，是我国物质文明进步的体现，更是精
神文明前行的重要动力。城镇化作为一种历
史进程，见证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也是中
国社会以一种全球化、市场化及民主化的姿态
面向世界的投影。中国的可持续城市设计既

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和内生性，同时也受到来自
外部的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城市设计发展，离
不开本土社会发展的趋势，离不开世界发展的
环境，更离不开城市发展历史阶段的特点。

莫霞博士撰写的《冲突视野下的可持续城
市设计：本土策略》一书，正是在经济社会的全
球化和本土化双重背景下，对于当前城市发展
问题的深刻思考和积极探索，也是在新时期、新
形势下城市发展所要面对的紧要任务和迫切需
求。该书借助多学科的综合分析，面向当前城
市空间可持续发展建构的核心冲突问题，聚焦

“可持续城市设计”。特别是运用社会学方法，令
人耳目一新地将“冲突”作为认识和解读可持续
城市设计的视角，并借助与城市发展阶段性特
征紧密结合的实证研究，来探索“冲突视野下可
持续城市设计之本土策略”的理论体系与实施
机制，以及分析与之相关的实践案例。

书中结合 1990 年代以来上海的城市发

展，深入剖析社会力、市场力和政治力，将中国
可持续城市设计存在的主要问题归纳并聚焦
在“城乡冲突”“新旧冲突”“资源及环境危机”

“公私冲突”“全球与本土碰撞”等5个方面的冲
突。这5个冲突领域，每一个领域都蕴含着
上海城市发展的脉络，通过丰富的素材案
例，详尽的梳理分析，为广大读者提供了更
为多元的视角和更加宽广的思路。这本书
更像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一场关于社会问
题的深刻交谈，作者把自己的观点和更多人
的观点一起拿出来剖析、探讨，努力为城市
可持续发展找到更加有效、成熟的理论指
导。笔者作为一个对城市规划富于兴趣的
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可
持续城市设计涉及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作者所
尝试勾勒的未来规划设计的发展方向。

书中提到的这些冲突，正是转型期中国本
土城市空间的可持续发展所主要面临的，也是

当前中国特定发展阶段和环境下正在发生、发
展的。对于这些冲突领域的考察，具有地域
性、阶段性、代表性；有关上海实践案例的探
讨，对其他城市也很有裨益。正是基于这种

“冲突”视野的建构和对于城市发展问题的不
断反思，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更高视野、更深内
在的平台。全书从理论解析到实践探索，从扎
根现实到面向未来，作者高屋建瓴，分析清晰，
论证严谨，案例经典，在近年来探讨可持续城
市设计的著作中，独树一帜。因此，该书作为
对中国城市发展、城市规划可持续发展的启迪
与思考之作，十分难得。

无论城市的未来如何发展，都离不开关注
和处理好城市与人、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以及
面向复杂的城市发展的更深入探寻。追根究
底，都是对于人们美好生活的向往。我想，这
也是基于冲突视野并探讨可持续城市设计的
意义所在。

探寻城市可持续发展之路


